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埃及記概论1 

作者：摩西。 

日期：1420B.C. 

地點：西乃山麓曠野。 

目的：引述以色列蒙神救贖作他國度之子民（參 19:5-6）的經過及目的。 

主旨：以色列從奴隸之國度進入神的國度。 

歷史背景：以色列在埃及所受的虐待蒙神垂聽，神興起了萬世偉人摩西，使他們脫

離苦境，當時約為 1450B.C.。神体貼以色列人的軟弱,  為了避免他們受

試探 (與非利士人打仗), 神帶領他們繞道而行（出 13:17-18a）.但以色列

離開不久後便屢發怨言（出 14:11；15:24；16:3；17:2；32:1,9；民

11:1,33；l4:1；16:3,41；20：3；21:4 等），惹神之厭煩（民 12:3；

14:11-12；20:11-12），結果神罰他們在曠野漂流整整一世代的光陰

（四十年）（民 33:38）。在那冗長漂流的歲月中，摩西常默想神的作

為，及後他把神給他的啟示記錄下來，免得日後失傳，忘卻神恩 浩大

無疆。摩西五經大部分（除了申命記的 33-34 章或其他）是在那時書寫

成的。 

 

大綱： 

一、以色列在埃及（1-12） 

A、拯救之原因＝1 

B、拯救者之準備＝2-4 

C、拯救之過程＝5-12 

二、以色列出埃及（13-18） 

A、往紅海＝13 

B、過紅海＝14-15 

C、往西乃＝16-18 

三、以色列在西乃（19-40） 

A、賜給誡命＝19-31 

B、打碎誡命＝32-33 

C、重賜誡命＝34-40 

 

  

                                                           
1 引自马有藻《旧约概论》，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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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出埃及記在故事上為創世記之續集，在靈意上為信徒脫離罪惡，蒙神拯救，

歸入神國的類型。全書可分三大段：首段論以色列民在埃及的情況（1-12

章）；次段論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情況（13-18 章）；末段論以色列民達西乃

山後的情況（19-40 章）。 

 

一、以色列在埃及（1-12 章） 

A、拯救之原因（1 章） 

創世記以雅各下埃及定居為末，當時約瑟在埃及貴為宰相，但以後新王興起

（1:8），見以色列民日漸眾多，便忘記了前任宰相的功績，反倒設計害他

們（1:11-14），又命凡是他們生下來的男丁都須滅絕（1:16），當新王之命

不成功時（1:17-22），他便以自己的毒計行事（1:22）。 

B、拯救者之預備（2-4 章） 

神並不是眼瞎看不到他自己選民的苦楚，他已暗中為他們預備一名拯救者，

帶領他們脫離苦境，這位拯救者名摩西（2:1-10）。神先對付他血氣之剛



（2:11-15），再藉著各種不同的遭遇挫抑他的銳氣，使他能一心一意倚靠神

（2:16-25），時候到了便以異象呼召他（3:1-5），以應許堅固他（3:6-8），

以使命交託他（3:9-12）。摩西起初諸多藉口推辭，但神一直以神跡奇事堅

固他（3:13-4:26），最後摩西順服下來（4:27-31）。 

C、拯救之過程（5-12 章） 

摩西到埃及王法老面前請准以色列民離開，結果非但不能得准，埃及王還加

倍苦待他們（5 章）。摩西受了拒絕的挫折便開始灰心（5:22-23），但神屢

次申言所許，堅固其心（6 章），又先後以十個空前絕後的神跡降服法老，

使他容許以色列人離去。茲把這段事件摘要表述如下： 

經文 神跡 為期 結果（法老的態度） 

7:14-25 1)水變血之災 七天 法老心裡剛硬，不放在心上（7:22,23） 

8:1-15 2)蛙災 二天 硬著心（8:15） 

8:16-19 3)虱災 一天 心裡剛硬（8:19） 

8:20-32 4)蠅災 二天 又硬著心（8:32） 

9:1-7 5)畜疫之災 二天 心卻是固執（9:7） 

9:8-12 6)瘡災 一天 神使心剛硬（9:12） 

9:13-35 7)雹災 一天 越發犯罪，和臣僕都硬著心（9:34-35） 

10:12-20 8)蝗災 一天 神使法老心剛硬（10:20） 

10:21-29 9)黑暗之災 三天 神使法老心剛硬（10:27） 

12:1-36 10)殺長子之災 一天 依從你們所說的去罷（12:31-32） 

 

 

二、以色列出埃及（13-18 章） 

A、往紅海（13 章） 

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毫無作戰的經驗，他們乃是一群二百萬男女老幼的烏

合之眾。神體貼他們的軟弱，怕他們初見敵人便灰心喪志，因此故意帶他們

繞道而行（13:17-18），繼以日間雲柱、夜間火柱帶領他們，使他們日夜平

安，又能看到神的同在（13:21-22）。 

B、過紅海（14:1-15:21） 

反覆無常的法老見以色列人離去後便開始後悔，打發手下雄兵在後追趕

（14:1-9）。在”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之際，神施行另一空前絕後的神跡，

紅海之水分開，讓以色列安然渡過（14:10-22），又使海水復合，使凶殘不

悛的埃及軍兵葬身海中（14:23-30）。因這偉大的神跡，整個以色列民族均

敬畏順服真神（14:31），摩西又作謳歌頌讚神的偉大（15:1-19），他的姐

姐米利暗率領眾婦女拍和（15:20-21）。 



C、往西乃（15:22-18:27） 

以色列人開始其新生涯，靠著信心，跟著摩西的帶領，往西乃山前進。可是

以色列民不信的惡心碰著艱難便滿口埋怨，使神極度痛心，惹神發怒（參來

3:8-19）。他們往西乃的路程是一條埋怨的路途，但神還是眷愛他們，為他

們開路，又使他們在敵人面前得勝。茲把這路上的事跡表述如下： 

經文 事跡 結果 

15:22-27 三天無水達瑪拉 樹丟水中水變甜 

16:1-36 在汛曠野挨飢餓 天降嗎哪與鵪鶉 

17:1-7 在利非訂（瑪撒、米利巴）缺水 摩西怒擊磐石 

17:8-16 亞瑪力在利非訂挑釁以色列人 「耶和華尼西」的勝利 

18:1-27 葉忒羅造訪摩西，獻管理百姓之上策 摩西才能「受得住」（18:23） 

 

三、以色列在西乃（19-40 章） 

A、賜給誡命（19-31 章） 

三個月後，以色列數以萬計之男女老幼來到西乃山麓。摩西代表百姓在山上

與神立約，神要他們作「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子民」（19:6），百姓也樂意

接受（19:8）。摩西又從神手中領受作國民之標準：誡命（Commandments）

（19 章）、典章（Judgments）（20-24 章）、律例（Ordinances）（25-31

章）。誡命即是神的「道德律」；典章即是神的「民律」；律例即神的「宗

教律」，這三組律便成為神的「律法」（參太 5:17-18）（注 14）。這是神

與他們「立國的憲章」（與太 5-7 章的「登山寶訓」遙遙相應）。神賜律法

給他們的目的有四（單從出埃及記角度看）：（1）指出神是聖潔的；（2）

他們為聖潔之民；（3）他們要尊敬神；（4）也要彼此尊敬。 

B、打碎誡命（32-33 章） 

當摩西在山上代表人民與神立約時，在山下的百姓因小信而猜疑，因猜疑而

犯罪，那在埃及時拜偶像的毒一發不可收拾。摩西下山，看到這群無恥叛逆

的人民，「無名火起三萬丈」，怒摔手中兩塊法版，並「清理門戶」，結果

三千人遭擊殺（32:15-19,27-28）。 

C、重賜誡命（34-40 章） 

以後神命摩西復造法版，神在其上寫下神的律法(34 章），並命摩西建造帳

幕(35-40），目的有三：（1）作他在他們中間的臨時居所，以外證顯出與他

們的同在（40:34），堅定他們的信心，免得他們再陷入敬拜偶像的禍患中；

（2）顯出神與人相會交通之需要，心靈固然要緊，劃一的地點也需要；（3）

預表將來在基督裡完全的救贖。 

****** 



出埃及記為一本信徒生活寫實的書卷，以色列從埃及為奴之地被救贖出來，好

比信徒蒙主拯救脫離罪惡之捆綁；神與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約，藉著律法、祭司、

祭祀使他們曉得奉獻、崇拜、服從及與神交通的功課。但以色列人蒙神拯救後，在

到西乃山的途中稍微遭遇試煉便數度埋怨，忘記過去的恩典，忘記現今的帶領，使

人痛心，這正是基督徒的反照。今日許多屬神的兒女，常為了自己的遭遇而向神提

出控訴，一連串的控訴和埋怨，但神仍向我們施憐憫，未曾因我們的埋怨而丟棄我

們，如同他沒有丟棄以色列人一樣，向我們施恩，牽著我們的手前行，體恤我們的

軟弱，這樣的神，有何神像他呢（彌 7:18）？願我們這些既蒙了恩的人就不要負義，

免得辜負主恩。 

 

出埃及記附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