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  1  
 

出埃及記  查經材料(19):  将头生的分别为圣 (13:3-16)  
 

參考答案: 

 

觀察或解釋 的問題: 

 

1. “亞筆月間的這日是你們出來的日子”請問 亞筆月是以色列月曆的那一個月? 這個月又叫做什麼月? 是

一般月曆的那一個月? 

 亞筆月(month of Abib)是以色列月曆的第一個月 (出埃及記 23:15, 34:18, 申命記 16:1), 因為此時是

大麥 barley 開使成熟的時候, 大麥的垂耳 希伯來話就叫亞筆 abib 

 亞筆月又叫尼散月(以斯帖記 3:7, 尼希米記 2:1)，巴比倫月曆的尼散月時間與亞筆月相同  

 亞筆月是一般月曆的三月到四月 

 

2. 在一年當中, 對於你個人或你的家庭而言, 有那些是應該記念的日子? 如果沒有記得的話, 會有什麼後果? 

 

3. 在一年當中, 對於 LWEC 而言, 到目前為止, 有那些是應該記念的日子? 

 

4. 在一年當中, 對於你們團契/小組而言, 到目前為止, 有那些是應該記念的日子? 

 

5. 13:5 所提到的這五種民族,是惡名昭彰的迦南七族中的五族, 另外兩族是誰? 

 根據申命記 7:1, 另外兩族是革迦撒人、比利洗人 

 

6. 惡名昭彰的迦南七族, 有什麼事情惡名昭彰? 

 申命記 18:9-14 

你到了耶和華你 神所賜之地，那些國民所行可憎惡的事，你不可學著行。你們中間不可有人使兒
女經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觀兆的、用法術的、行邪術的、用迷術的、交鬼的、行巫術的、過陰
的。凡行這些事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因那些國民行這可憎惡的事，所以耶和華你的 神將他們
從你面前趕出。你要在耶和華你的 神面前作完全人。因你所要趕出的那些國民，都聽信觀兆的和
占卜的；至於你，耶和華你的 神從來不許你這樣行。 

 

7. 13 章出現了四個字用來描述迦南地, 這四個字在舊約聖經中出現過 21 次, 是那四個字? 

 流奶與蜜 a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出埃及記: 3:8, 3:17, 13:5, 33:3 

 利未記 20:24 

 民數記 13:27, 14:8, 16:13-14 

 申命記 6:3, 11:9, 26:9, 26:15, 27:3, 31:20 

 約書亞記 5:6 

 約伯記 20:17 

 耶利米書 11:5 

 以西結書 20:15, 22:6 

 
8. 聖經中有段經文特別描述到迦南地之真是物產富饒的美地? 是那段經文? 

 申命記 8:7-10 

因為耶和華你 神領你進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從山谷中流出水來；那地有小麥、大
麥、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橄欖樹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無所缺。那地的石頭是鐵，
山內可以挖銅。你吃得飽足，就要稱頌耶和華你的 神，因他將那美地賜給你了。 

 
9. 以色列第四屆總理梅爾夫人, 曾經開玩笑說, 迦南地什麼都有, 就是沒有一種很重要的資源, 是什麼? 

 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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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聖經中用了幾個”__ __ 之地” 或”__ __ __ __之地” 來形容迦南地,  除了流奶與蜜之地之外, 還有那些? 

 應許之地, 極美之地, 你所躺臥之地, 腳掌所踏之地, 未得之地 

 

11. 以色列人過逾越節的時候, 除要吃無酵餅，不可見有酵的餅，也不可見發酵的物之外, 為人父母的, 還要

做什麼事? 

 告訴孩子們說：這是因耶和華在我出埃及的時候為我所行的事 

 

12. 13:9  在你額上作紀念  的英文翻譯是什麼? 

 NIV: a reminder on your forehead 

 KJV: a memorial between your eyes 

 所以 額上 應該是指兩眼之間額頭的位置 

 

13. 以色列人後來如何實踐 13:9 這要在你手上作記號，在你額上作紀念，使耶和華的律法常在你口中? 

 一千年之後, 西元前第六世紀時,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回來後, 真的照這裡所說的, 用皮革做成兩個

備有經文的小方盒, 一個戴在額前, 一個戴在左手,經文寫在羊皮上, 經文就是 13:1-16 和申命記 6:4-9. 

11:13-21 

 (馬太福音 23:5) 主耶穌指責法利賽人說, 他們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見，所以將佩戴的經文做
寬了 

 

14. 我們今天如何實踐 13:9 這要在你手上作記號，在你額上作紀念，使耶和華的律法常在你口中? 

 One possibility:  
Make Bible accessible wherever you go, especially places where you spend a lot of time during 
the day (e.g., your office, your car – placing a pocket-size Bible in the glove compartment), so 
that when you need to check up some Bible verses, you can. 

 詩篇 1:2 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 
 

15. 我們今天如何實踐 13:12 那時你要將一切頭生的，並牲畜中頭生的，歸給耶和華；公的都要屬耶和華? 

 長子歸給耶和華: 
 長子代表整個家庭, 我們要時常想到我們全家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屬於神, 我們要時常把全家每一

個人的一生奉獻給神 

 頭生的牲畜，歸給耶和華: 

 頭生的牲畜要獻上為祭 時常向神,認罪悔改(獻上贖罪祭), 時常向神獻上感恩祭 
 初熟的土產也要奉獻給神  忠心樂意實踐十一奉獻 
 箴言 3:9       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 尊榮耶和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