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度

讀經計劃

出埃及記
「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是救你們脫離埃及人之重擔的」(出 6:7)

本月開始我們會細讀出埃及記。出埃及記大約可分為三個主題：上帝的救贖、上帝的立
約、上帝的同在。在 5 月至 7 月我們會先讀 1-18 章：上帝的救贖。
───────────────────────────────────────────────────────────────────────────
第一週 (5 月 2 日至 5 月 8 日) : 第一章 以色列人為奴受虐
釋經節錄：
以色列人預表神的子民──基督徒；埃及預表生活的世界。正如以色列人是在埃
1:1
及地寄居的異鄉客，我們基督徒在地上也是寄居的(彼前 2:11)，我們看重的不
應是今生短暫的國度，應著眼於永生上帝的國度。
「共有七十人」指從迦南地下埃及的六十六人(創 46:26)，再加上約瑟及他在埃
1:5
及地所生的兩個兒子並雅各，一共七十人(創 46:27)。司提反所說的「七十五人」
(徒 7:14)，包括瑪拿西的一兒一孫，和以法蓮的二兒一孫(民 26:29、36-37)。
當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步行的男人約有六十萬(12:37；民 1:46)，也就是
1:7
說，在四百三十年中(12:40)，人數增加了一萬倍以上，這正應驗了神對雅各的
應許說：
「我必使你在那裏成為大族」(創 46:3)。
「新王」指不同朝代的王。據歷史學家考證，當約瑟作埃及宰相時(創 41:41)，
1:8
應是外來的許克索斯人(Hyksos)所建的王朝，後來於主前 1550 年被埃及本土人
推翻，另建朝代。取而代之的這個新王，就是埃及歷史上喜好建築的雷米西斯
第二(Ramesses II)，他的女兒，就是摩西的養母(2:10)。
1:11 「比東和蘭塞」都位於尼羅河三角洲的東北部，兩座城相距大約五十餘公里，
靠近當時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創 47:6)。蘭塞這名較早時是指那一帶地區的
總稱，故歌珊地被稱作「蘭塞境內的地」(創 47:11)，後來蘭塞之名被用來稱呼
其中的一座積貨城。
1:18 「你們為甚麼作這事」按原文含有「你們憑甚麼權力作這事」的意思，是一種
追究責任的嚴厲口吻。
1:19 「希伯來婦人與埃及婦人不同」指兩種婦人體質之差異，除了先天遺傳以外，
可能加上社會階層和生活習慣所帶來的後天差別。希伯來婦人多屬勞動階層，
而埃及婦人則多屬嬌生慣養的富貴階層，以及較少從事戶外工作。
「收生婆還沒有到，她們已經生產了」注意聖經並沒有表明這話是說謊或是事
實，也沒有稱許她們的靈巧。讀經的人宜注重其存心，過於仿傚其言行。
，意指神賜她們生
1:21 「神便叫她們成立家室」原文直譯是「祂給她們建造房屋」
兒育女的福氣，多有後裔。
1:24 「吩咐」按原文是個法律用詞，指不得違背的命令。
思考問題：
神常使用如收生婆、農民、工人、漁夫等平常人物去幫助神的子民，所以我們無論身份
如何卑微，千萬不要小看自己。你有輕看過自己的身份嗎？你有以你的專業為神作工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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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5 月 9 日至 5 月 15 日)：第二章 摩西首八十年
1. 摩西首四十年(2:1-15)
從出生到被法老的女兒收養(1~10 節)
長大後因殺一埃及人而逃亡(11~15 節)
2. 摩西次四十年(2:16-25)
在米甸結婚生子(16~22 節)
神記念與列祖所立的約(23~25 節)
釋經節錄：
「有一個利未家的人」指摩西的父親暗蘭(6:20)，他是利未之子哥轄的兒子
2:1
(6:16、18)，也就是利未的孫子。
「一個利未女子」指摩西的母親約基別，她是哥轄的幼妹(6:20)，所以他們夫
婦兩人的關係是姑母和姪兒，這種婚姻後來被摩西律法所禁止(利 18:12)。
「生了一個兒子」就是摩西。但摩西並不是約基別的第一個兒子，在他之前
2:2
有姊姊米利暗和哥哥亞倫。此處的語法好似指摩西是她所生的第一個兒子，
有聖經學者解為摩西是法老發出屠殺男嬰命令(1:22)之後約基別所生的第一
個兒子。
「同胞」即以色列人；摩西在受他親生母親乳養(2:8-9)之時，必定被教導有
2:11
關他自己的身世和同族的悲慘境遇。這裏顯示摩西認同他的希伯來人身分。
「你要殺我，像殺那埃及人」這裏的兩個「殺」字，原文意指無理的殺害、
2:14
蓄意殺戮；說這樣的話，表明他不明白摩西的心意(徒 7:25)。
「米甸地」位於巴勒斯坦之南，即阿卡巴海灣東部的曠野。米甸人是遊牧民
2:15
族，源自亞伯拉罕的庶子，與希伯來人有遠親關係(創 25:2)。
摩西一直到八十歲蒙神呼召(3:10；徒 7:30)，就住在米甸地；他在這些年間必
定學會在曠野生存的方法。
摩西不僅幫助米甸祭司的女兒，面對驅趕她們的牧羊人，甚至打水給她們的
2:17
羊群喝，這就是「助人到底」。
「父親流珥」即米甸祭司葉忒羅(3:1)，釋經學者對他的兩個名字有不同的看
2:18
法：(1)古代人往往同一人有兩個名字；(2)流珥是名稱，葉忒羅是祭司的尊稱；
(3)流珥是父親，葉忒羅是他的長子，在流珥過世後，成為一家之主，被弟妹
們視同父親；(4)流珥不是名字，而是一種對跟神有親密關係之人的描繪。
「埃及王」指摩西所躲避追殺的法老王(4:19)死了。
2:23
2:23-25 23~24 節一共用四個不同的字眼來形容以色列人的痛苦：歎息(嘆氣)、哀求(哀
號)、哀聲(求救聲)、哀聲(呻吟)。24~25 節也用四個不同的字眼來表達神的回
應：聽見、記念、看顧、知道。

思考問題：
2:15 摩西逃往米甸居住，必定是出於神的安排，為要在那裏培養他，充實他在日後帶領
以色列人出埃及所必需的裝備：(1)米甸人敬拜獨一的真神(18:12)；(2)可從米甸人學習在
曠野沙漠中生存的技能；(3)藉遊牧學習牧養羊群的技能。你有遇到像摩西般「流落曠野」
的經歷嗎？
第 2 頁，共 4 頁

第三週 (5 月 16 日至 5 月 22 日)：第三章至第四章 神呼召摩西
釋經節錄：
「神的山」這是後來的稱呼，取這名起因於神在這山上召見摩西並降律法
3:1
(3:12；19:1~2、11)。
「何烈山」是西乃山的另一名稱(19:11；申 5:2)，位於西乃半島。
「我是什麼人」意指我這個人不夠資格接受神的差遣(3:10)。這話表示摩西從
3:11
前自認為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2:11-14)，但經過四十年在米甸曠野的磨煉，
學會了謙卑的功課，不再相信自己有此能力。這是摩西第一次推辭神的差遣，
其他三次都在第四章(4:1、10、13)。
「這就是我差派你去，給你的憑據」意指神向他所說的話是真實的；按本節
3:12
摩西受神差遣的證據或記號有二：(1)有神的同在；(2)帶領人歸神並事奉神。
「他叫什麼名字」名字代表那擁有這名者的特性和品格，故問這話意指祂和
3:13
我們(以色列人)有甚麼關係。
本節摩西對神所說之話的含意是：我自己口中的「我」
，對以色列人而言，根
本不能算數，惟有你自稱的「我」
，才能算數，但是，你這個「我」究竟是誰，
跟以色列人究竟有甚麼關係呢？
「我是自有永有的」按原文意思是「我就是那我是(I am that I am)」，顯示祂
3:14
自己的絕對存在，祂作事的能力是獨立而又無限的。又按原文的時式，可以
解作「我過去曾是」
、
「我現在仍是」
、
「我將來還是」
，無論過去、現在或將來，
祂都是。
神授意以色列人索取埃及人的財物，用意至少有二：(1)補償多年來被埃及人
3:22
剝削做苦工(1:11-14)所付出的代價；(2)為日後建造會幕和其中器具預備材料
(25:2-9)。
痳瘋不單是一種有傳染性的絕症，古代中東一帶的人，認這絕症是從神而來，
4:7
患者也是神所棄絕或神施懲罰的人(民 12:10-15)；要得醫治，也惟有神才能做
到的神蹟。因此，摩西能忽然把手放入懷中而患絕症，卻忽然又獲痊癒，若
非有神的同在，是絕對做不到的。這個神蹟對以色列人的說服力，比之前一
個神蹟，尤更為大。
從尼羅河取水變血，最少含有三種意義：(1)污穢埃及人神聖的所在地；(2)表
4:9
明主神勝過埃及人所崇拜的神，把他擊殺了；(3)也有報仇了的含義(詩 58:10；
賽 49:26、63:1-6；耶 46:10 等)。
「你要藉著誰的手，就差派誰去吧！」
：更深入的意思是「請你差派另一個人
4:13
去」
；所以神向摩西發怒。但神仍作出最佳的安排，讓亞倫成為摩西的發言人
(4:16)，而摩西作領袖的責任卻仍由他自己肩負。摩西與亞倫的關係就像神與
先知的關係；舊約的先知乃是神的代言人。
4:24-26 當時西坡拉立即為兒子行了割禮，用陽皮接觸摩西的身體，耶和華就不再追
殺摩西了。摩西逃過大難，是因為兒子受了割禮。這樣看來，耶和華起初想
要殺他，是因為他沒有為兒子行割禮。
「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蹟」指的應是摩西。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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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1. 按照我們的本相，原不夠資格蒙神使用，但神有豐富的恩典，祂要破格使用我們，
所以當我們蒙神呼召時，切不可一味地推辭。面對神的呼召，你是如何回應？以謙
卑順服神？以自卑拒絕神？
人作主工，並不在乎我是什麼人，乃在乎我如何讓主藉我作成祂的工。所作之工，
並不是我作然後求主作我的幫手；乃是主作，我是為祂所用。當摩西說：
「我是什麼
人」，神才會使用他。一個人自大，神就不用他；一個人自謙，神才用他。
2. 摩西以往的失敗（3:14）使他認為以色列人必不信他（4:1）
。你有否因為以前痛苦的
經歷而不肯承擔重任？
第四週 (5 月 23 日至 5 月 29 日)：第五章至第七章七節 摩西受命見法老
釋經節錄：
“守節”（hag）指去到聖所朝拜神，向祂獻祭。
5:1
「其實是你百姓的錯」你百姓指的是埃及人。這裡其實意思是指責法老王的
5:16
苛刻命令以至以色列人受苦，但因他們不敢直接指責法老王，故以「你百姓」
──埃及人稱之，將法老王也包括其中。
「至於我的名耶和華，我未曾讓他們知道。」表示該名字是列祖未曾徹底瞭
6:3
解的，列祖只知道「全能的神」曾與他們立約，但他們並未經歷到所應許的。
現在神啟示「耶和華」這名字時，是要更具體的顯出「耶和華」所代表的屬
性，就是：信實的、必會履行盟約；是一位有能力拯救的神；而並不是摩西
所說的：
「你一點也沒有拯救他們」
（5:23）
。神跟著向摩西及以色列人啟示三
重應許： 要伸手救贖以色列人離開埃及（6）
， 又要收納他們作自己的子民
（7），並要引領他們進入應許之地（8）。
6:14-27 作者加插這段家譜，強調摩西與亞倫的身分，作者先提及以色列長子流便的
支派（14）
，跟著列出西緬（15）及利未的後代，但以色列其他的支派則隻字
不提。無可否認，這家譜是經過精細的挑選，讓讀者感受到利未家的重要性，
利未家內，對暗蘭（20）的描述較為詳細，因他乃是亞倫和摩西的父親。這
家譜另外列出以斯哈及烏薛的後代，因為在他們中間有幾個重要人物，又與
摩西及亞倫屬於同一時期。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像神一樣”不是說摩西有神的地位，而是說在摩西向法老
7:1
交涉釋放以色列人這件事上，他就是神的發言人。神怎樣藉著先知的口把話
傳給世人，摩西也藉他的哥哥亞倫把話傳給法老。亞倫的地位有如先知，替
摩西說話。

思考問題：
5:22~23 摩西為何向耶和華發怒呢？約伯和約拿發怨言的理由與摩西的有何不同？參伯
19:7-22; 23:1-4; 拿 3:10-4:11。耶和華如何鼓勵摩西、約伯和約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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