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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查經材料(17):  第十灾 击杀长子(12:21-36) 

參考答案: 

觀察或解釋 的問題: 

 

1. 逾越節那一天的什麼時候, 以色列全會眾要把逾越節的羊羔宰了? 

 在黃昏的時候 (出埃及記 12:6)   

 

2. 逾越節那一天, 以色列全會眾要把逾越節的羊羔宰了，是每多少人宰一隻羊羔? 

 每一家宰一隻羊羔 (every household)     

 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隻羊羔，就要和他隔壁的 鄰舍一起宰一隻 (出埃及記 12:3-4)   

 

3. 逾越節那一天, 以色列全會眾要把逾越節的羊羔宰了，被宰羊羔的血有什麼特別用途? 如此做有何意義? 

 要拿一把牛膝草，蘸盆裡的血，打在門楣上和左右的門框上.    

 因為耶和華要巡行擊殺埃及人，他看見 血在門楣上和左右的門框上，就必越過那門，不容滅命的

進那家的房屋，擊殺那家的長子和頭生的 

 

4. 逾越節那一天晚上, 可不可以 很多人在一起 party? 為什麼? 

 逾越節那一天晚上 ,不可出自己的房門，直到早晨 

 因為滅命的使者(在第一個逾越節)當天晚上會來 

 

5. 在第一個逾越節的晚上, 滅命的使者把埃及人的長子, 以及一切頭生的牲畜盡都殺了，包括坐寶座的 

法老，法老的臣僕們, 埃及百姓, 和誰? 

 被擄囚在監裡之人的長子 

 

6. 當以色列百姓聽到 耶和華吩咐摩西、亞倫，所吩咐他們在逾越節那天當怎樣行之後, 以色列百姓的反應

是什麼?  

 低頭下拜。bowed down and worshiped 

 

7. 你有沒有過 聽到一個消息之後, 遇見一個人之後, 想到一件事之後,  有同樣的反應? 

 

8. 在第一個逾越節的晚上, 滅命的使者來到埃及之後, 埃及全地是什麼景象? 

 在埃及有大哀號，無一家不死一個人的。 

 

9.  如果現在有一天在美國, 無一家不死一個人，你估計有多少人死去 ? 

 

10.  如果現在有一天在中國, 無一家不死一個人，你估計有多少人死去 ? 

 

11. 二次大戰死的人多, 還是第一次逾越節時死的人多? 

 

12. 在第一個逾越節的晚上, 滅命的使者來到埃及之後, 法老立即容許以色列人離開埃及, 他還請摩西、亞倫

為他祝福. 請問法老此時的心態是什麼? 法老此時相信希伯來人的神是存在的嗎? 法老此時相信希伯來

人的神是有大有能力的嗎?  法老此時相信希伯來人的神是慈愛的嗎? 法老此時相信希伯來人的神是憐憫

的嗎? 

 

13. 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時候, 肩頭上扛的是什麼東西? 那個東西裡面裝著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要如此出 

埃及? 

 搏麵盆. 

 沒有酵的生麵 

 離開埃及的頭七天, 他們的食物就是用埃及帶出來的生麵烤成無酵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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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以色列人過逾越節,為什麼要吃無酵餅? 

 吃無酵餅是因為要提醒他們, 第一個逾越節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時候, 是很倉促地離開埃及, 連讓麵

團發酵的時間都沒有 

(出 12:39 他們用埃及帶出來的生麵烤成無酵餅 這生麵原沒有發起，因為他們被催逼離開埃及，不
能耽延，也沒有為自己預備甚麼食物。) 

 

15. 以色列人過逾越節,為什麼要吃苦菜? 

 有一種解釋是 吃苦菜是因為要提醒他們, 先祖們在埃及為奴時所遭受的苦楚 

 

16. 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時候, 為什麼要帶金器、銀器和衣裳? 

 為了三個月之後, 在西乃山建會幕用. 

 

17. 神定規以色列人過逾越節的目的是什麼? 

 過逾越節是要以色列人紀念在出埃及時, 耶和華神為他們所行的是何等的大事 

 神越過以色列家, 滅掉埃及人的長子, 用大能的手將他們領出來,使他們脫離奴僕, 得到救贖 

 神照著向他們祖宗所應許的, 要將流奶與蜜的迦南美地賜給他們 

 每逢他們守這逾越節的禮, 並趕緊地吃逾越節的筵席時, 他們一定要告訴兒女們神的救贖, 作為世世

代代永遠的定例 

 
18. 逾越節的功效是什麼? 

 逾越節是以色列人每年必須守的第一個節期, 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節期. 每當以色列人慶祝這節日時, 

他們就會紀念神在他們當中所成就的奇事: 

 潔淨 

 神將以色列人與埃及人分別出來, 將以色列人從一切的罪惡中分別出來 

 審判 

 埃及人和一切埃及人的神都受到審判, 顯示出耶和華神是萬有的主宰 

 榮耀 

 神的榮耀得以彰顯, 不僅是讓埃及人和法老看見神的大能, 使神的名傳遍天下, 神也要以色列

人將祂所做的事, 所行的神蹟傳給後代的子孫.  

 救贖 

 慶祝這節日正是標示出以色列先祖, 被神從為奴之地拯救, 釋放出來的記號 

 分別為聖歸神 

 以色列中一切長子和頭生的牲畜, 都必須被贖出來, 歸給耶和華 

 獨立與更新 

 這是以色列嶄新的開始, 這是他們立國的開始, 是他們的獨立紀念日!從那一天開始成為一個 

國家了! 以色列的年曆就是從那個月開始. 

 
 
 
 

19. 逾越節在聖經中的預表是什麼? 

 很明顯地, 我們可以從逾越節的儀式和意義中, 看出它所預表的耶穌基督在新約中成就的救贖工作: 

 除盡舊酵 (哥林多前書 5:7-8) 

 出埃及記 12 章中所說的酵, 是表明”罪”的意思.  

 如果罪沒有被對付, 它會蔓延並且感染到周圍的人, 問題就會傳播開來, 這和酵在麵粉中的

效用完全一樣 

 聖經中提到好多種不同的酵, 這些”酵“使人被轄制, 不能做神要我們做的事. 惟有藉著耶穌基

督的寶血, 才能將我們從罪的捆綁中釋放: 



                                                                                                                                                              p.  3  
 

 
 
 
 

 類別 經文 解釋 

1.  惡毒邪惡的酵 哥林多前書 5:8 惡毒是對人心存怨恨或惡意, 它會生出嫉妒 

 

2.  假冒為善的酵 路加福音 12:1 耶穌直言法利賽人的酵就是假冒為善 

 

3.  希律的酵 馬可福音 8:15 希律為了要討好羅馬人, 才想與猶太人和平

共處, 這種酵是指那些只為了自己的利益 

圓滑妥協的人 

 

4.  撒都該人的酵 馬太福音 16:6 撒都該人不相信天使, 鬼魂, 或死人復活  

(使徒行傳 23:8). 這種酵是指那些內心不信

的人 

 

5.  錯誤教訓的酵 加拉太書 5:8-9 教會中一點點的錯誤教訓會散佈並產生許多

問題 

 

 吃那被擘開的無酵餅 (哥林多前書 11:23-24) 

 使我們想起主耶穌的身體為我們擘開, 主耶穌也吩咐我們當如此吃這餅, 以紀念祂  

 喝杯中的酒  (馬太福音 26:27-28) 

 使我們想起主耶穌的為我們每一個人流出的血. 羔羊之血使以色列人脫離了滅命之災, 主耶

穌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寶血, 使我們脫離永遠的死而被拯救. 

 在結束時唱感恩和讚美的詩歌 (馬太福音 26:30) 

 主耶穌的救恩, 使我們心口合一地湧出詩歌, 頌辭來讚美祂. 

 耶穌基督的死開創了教會嶄新的年曆,  猶太人的安息日轉變成主日 

 使徒行傳 20:7, 哥林多前書 16:2, 啟示錄 1:10 

 逾越節的羊羔為以色列人預備了肉身的救贖, 耶穌 –神的羔羊–為世人完成了永遠靈魂的救贖 

 逾越節的羊羔正是主耶穌的預表: 

 同是在春天被犧牲的 

 同是無瑕疵 

 同是骨頭沒有折斷 

 同是祭物 

 同是代罪的羊羔, 為他人的生命贖罪 

 
20. 我們現今不必像猶太人一樣謹守逾越節和除酵節, 但我們應該如何紀念神在我們身上, 我們家庭中的 

救贖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