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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查經材料(1):  以色列人埃及為奴  (1:1-22) 

 

帶領查經者 使用此查經材料 注意事項: 
 

1. 使用之前,  帶領查經者已經至少花兩小時以上的時間, 自己好好研讀該段經文,  做了不少觀察, 思想不少

經文的意義和應用, 找出帶領查經的主題. 

 

2. 使用之時, 帶領查經者請先不要看問題答案, 儘量自己先用筆回答 問題,  

 

3. 真正帶領查經時,  觀察或解釋 的問題, 以及  分享/生活應用的問題, 需要根據組員的需要 和 當時

查經的情況 (group dynamics)靈活穿插,交錯使用. 

 
      Enjoy the Joy of Discovery in Bible Study! 

 
参考答案: 

1. 1:1  “以色列的眾子，各帶家眷和雅各一同來到埃及”    以色列 和 雅各 有什麼關係? 

 雅各  = 抓住 (創 25:26). 

 以色列 = Ruling with God 與神一同治理; Prince of God 神的太子  

 雅各又名以色列 ; 雅各被神改名為以色列 (創 32:28, 35:10), 象徵 雅各 從一個”要抓住一切”的人 被

神改變成一個 ”與神一同治理” 的人. 

 

2. 1:2-5  說到雅各的十二個兒子, 那一個兒子所衍生的支派是摩西的支派? 那一個兒子所衍生的支派是耶

穌的支派? 那一個兒子所衍生的支派是大衛的支派? 那一個兒子所衍生的支派是使徒保羅的支派? 

 利未; 猶大; 猶大; 便雅憫. 

 

3. (選用) 雅各有幾個兒子? 以色列人有幾個支派?  雅各兒子們的名字和以色列支派的名字有何關係? 

 雅各有十二兒子  (創 29:32-30:24;  35:18). 

 以色列人有十二支派, 加上利未支派全時間侍奉神(民 1:5-15; 49). 

 

4. 1:2-4  說到雅各的十一個兒子, 是按著什麼順序排列的? 

 是按著兒子們的母親和出生順序排列的 (創 29:32-30:24;  35:18). 

 

5. 以色列人住埃及時主要集中在歌珊地. 歌珊地是在埃及北端, 還是南部? 歌珊地的地理環境有何特殊, 

使得雅各會選擇歌珊地長期居住?  

 創 47:27 

 地圖 017ge12 

 創 46:31-34 

 

6. 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四百三十年之後, 由一個家族成為一個民族,此家族的大家長是誰? 此家族有多少

人? 此家族後來增長到多少人? 此家族原來住那裡? 他們為什麼會搬到埃及? 

 家族的大家長是雅各, 此家族有七十人, 此家族後來增長到六十萬 步行的男人 (出 12 :37). 

 此家族原來住迦南地的希伯崙 (創 35:27). 

 此家族因為迦南地饑荒, 搬到埃及(創 42:1-2, 45:8-15); 搬到埃及這事有神奇妙的心意. 特別的計劃 

 迦南地當時是 許多小國分据, 不同種族彼此互相擄掠殘殺. 而埃及當時是一個統一, 富裕, 強盛, 

安定和平的文明大國, 神將使用埃及這個文明大國, 在這段時間成為以色列民的搖籃, 孕育 

以色列民的成長壯大 

 雅各一家 70 人來到埃及住在歌珊地是神特別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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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要以色列 人住在埃及歌珊地, 這是因為 歌珊地是肥沃且適合畜牧的地方, 而且住在此處的 

埃及人較少, 使以色列 人在文明的埃及保護之下, 繁衍壯大, 過一段與迦南異教文化隔離的收 

生 活, 又與埃及人接觸較少, 足以保存以色列 家族的獨特性. 

 

7. 創 15:13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那地的
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 

 
請問, 神帶領雅各一家人離開迦南地, 到埃及去, 生養眾多，滿了那地, 待了四百三十年之後, 再回迦

南. 神為什麼不帶領雅各一家人一直住在迦南地, 生養眾多，滿了那地,  住四百三十年.  

 

 為什麼 雅各一家 70 人 在埃及要待四百年? 

 雅各一家 70 人 要生養眾多 才能成為大國. It takes time to do it. 

 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 神還是在給亞摩利人悔改的機會. 亞摩利人代表迦南七族. 

 

8. 以色列人在 埃及生養眾多，繁茂強盛起來, 不認識約瑟的新王看到這種情況, 就恐懼起來, 埃及的新王

恐懼什麼?  因這恐懼, 他採取了什麼措施來苦待以色列人?   

 埃及的新王恐懼以色列人將會比埃及人還要多, 還要強盛. 

 埃及的新王恐懼以後如果埃及 和別國打仗, 以色列人會幫助埃及的敵人一起攻打埃及. 

 因這恐懼, 埃及的新王使以色列人成為他們的奴隸, 為埃及王建造兩座積貨城. 

 

9. 為了對抗以色列人生養眾多, 埃及的新王採取了什麼措施?  這個措施和強迫墮胎有何差別? 要徹底執行

這個措施的關鍵人員是誰 ?  

 為了對抗以色列人生養眾多, 埃及的新王下令殺滅以色列人所有剛出生的男嬰. 

 

10. 希伯來人和以色列人有何差別? 為什麼不說” 兩位以色列的收生婆”   而說 ” 兩位希伯來的收生婆”? 

 希伯來是指以色列人的種族文化語言 

 以色列人是指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 

 

11. 這兩位收生婆,   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  她們如此行, 是否討神喜悅? 你怎麼知道是

或不是? 她們如此行, 是否犯法?  

 
12. 兩位希伯來的收生婆因為敬畏神, 神賜給她們勇敢和機智, 從那幾節經文可看出來? 

 1:17-19 
 

13. 這兩位收生婆敬畏神, 神如何大大祝福她們? 

 1:21 
 

14. 因為這兩位收生婆敬畏神, 神因她們所做的事如何祝福以色列人? 

 1:20 
 

15. 因為這兩位收生婆敬畏神, 埃及的新王又採取了什麼措施, 對抗以色列人生養眾多?   

 1:22. 

 

16. 神為什麼揀選以色列人成為祂的選民, 沒有揀選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