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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至 7 月，我們會讀 1-18 章，這一部分主要講述上帝的救贖。我們在 5 月讀了 1-6 章，
今個月會繼續讀 7-15 章。
───────────────────────────────────────────────────────────────────────────
第一週 (5 月 30 日至 6 月 5 日) : 第七章八節至第八章三十二節
降首四災
釋經節錄：
希伯來文原文用的「蛇」字作 tannin，與四 3 的「蛇」（nahas）不同。前者指大
7:9
爬蟲，諸如神話中的龍或巨怪；後者指普通的蛇。此處用 tannin 說明杖變蛇的奇
事在規模上比四 3 要大得多 ，所以有些猶太教釋經家將之譯為鱷魚或大龍。
7:11 在埃及，就好像在巴比倫一樣，宗教與法術不分。「博士」原文可譯成「智慧人」
或「學者」，在古代的埃及，是包含星象學家和魔術師在內的（見創 41:8；賽
19:11-12）。術士的專業卻是行邪術的，他們是埃及行法術的。這裏所稱行法術
的，在原文是另一個專有名詞 hartummim。這詞包含博士和術士在內。他們的職
責是在埃及王宮神廟中司禮儀，行巫術、說咒語，特別是與殯葬禮儀有關的事務。
猶太教在其耶路撒冷的他勒目中，稱這兩種人的首領為雅尼（Jannes）和佯庇
（Jambres），所以保羅亦在提後 3:8 提到他們的名字和其敵擋摩西的事。
7:15 「河」所指的就是尼羅河。
十災極可能是在九個月之內發生的。第一災發生在七月或八月尼羅河泛濫的時
候，而最後一災發生在四月，即逾越節的月分。
7:18 魚是埃及人的重要食物，沒有了魚，民生大受影響。
「河裡的魚必死」：這給埃及人致命的打擊，因為魚是他們主要的糧食。
7:19 「木器」與「石器」在原文作「樹木」與「石頭」。埃及全地的水都變為血，連
樹木所吸水分，石頭滲出的泉水，都含有血。
「江」：指尼羅河的分支。「河」：指尼羅河的運河及灌溉用的水溝。「池」：
指河水退時遺留在兩岸的許多小澤湖。「塘」：指所有的貯水處及水塘。
17 節是摩西自己伸杖，並且只擊打尼羅河的水；這節是亞倫要伸杖，並且是擊打
所有的水。大概這水變血災是有兩個層次的，首先是擊打尼羅河，其後使災區擴
大而及於所有的水。
7:25 「滿了七天」神再吩咐摩西，說明十災並非連續發生，中間有一段距離。也可指
第一災經七天才過去。
在全部十災中，蛙災可能是最不恐怖的。因為青蛙不會咬人，也不使人懼怕。但
8:2
是，蛙災卻是使人十分煩厭的。
這節提到法老首次作出讓步。作者似乎是要帶出神降禍的雙重意思：一方面災禍
8:8
是要削減法老的抗拒；另一方面，災害最主要的功用是要見證神的能力和榮耀。
法老是一個狡猾的談判者，他雖然說：「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華」，但究竟那
些人可以參與祭祀，或在那一處祭祀，他早已保留餘地，不加以說明。
8:16 「蝨子」：究竟是何種昆蟲，很難確定。在不同的譯本中，有譯作「蚋」，有譯
作「沙蚤」，有譯作「蚊」。蚊蟲在埃及極普遍，所以將蝨子當作蚊蟲十分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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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8:19

8:22

8:23

8:26

頭兩個災禍，行法術的都可以用邪術照樣做得出來，但這一項災禍他們已無能為
力了。這不單顯出邪不勝正，也彰明神的大能和榮耀。
「這是神的手段」原文為這是神的手指。行法術的人對法老說話時，所指的是那
根杖為神的手指，並非指主神行事的方法──手段。而他們所指的神，也並不是真
神主神，乃是埃及人所信的眾神中的某一個神。他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自己
既無法用邪術能變出虱子來，則亞倫手中的杖定不是尋常之物，乃是神的手指，
就是神用來行事的媒介。
這是在十災中，首次提到將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在災難中分別出來。至於是否從第
一災中就這樣分別出來，我們就無法完全了解。可能性是存在的。其後的災難，
有的是說明將以色列人或屬他們所有的分別出來，有的又沒有說明。
神不讓以色列人受到災害，此事見於蠅災、畜災（9:4）、雹災（9:26）、黑暗之
災（10:23）及最後的長子被殺之災（11:7）。瘡災與蝗災雖未特別說明不及以色
列人，但從 9:11 和 10:6 可以看出，受到刑罰的只是埃及人。神刑罰埃及時，特
別保守祂自己的百姓。
以色列人獻祭以牲畜為主，埃及人雖也間中或有獻全牲為祭的事，平時只獻蔬
菜。埃及人視牛羊為聖畜，不隨便宰殺；故不能接受以色列人祭祀的方法。
從此處所記推斷：以色列人在埃及沒有向耶和華獻過祭。

思考問題：
1. 在水變血災和蛙災中，行法術的也跟著摩西照樣而行，是不是有異能行奇事的就是出
於神？邪術和神蹟有甚麼分別？我們應如何分辨？耶穌說，在末世時，有好些假先知
會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迷惑多人(太 24:24)，我們怎樣才可分辨真假先知？
2. 神為什麼要安排這麼多災害？為什麼不一開始就降下第十災，以迫使法老讓以色列人
離去？

第二週 (6 月 6 日至 6 月 12 日)：第九至十章
降第五至第九災
釋經節錄：
牲畜對埃及農、工業都很重要，馬更是運輸與作戰的重要牲口。
9:3
主神總是給人予悔改的機會，因為祂說話的時間，和定了的時候之間，總是有空
9:5
檔的，讓人有機會悔改。有些懼怕耶和華的埃及人趁此延遲的機會把自己的牲畜
從田間帶回家裏（20 節）。
這是主神自己施行的神蹟，未經摩西或亞倫之手。
9:6
「埃及的牲畜幾乎都死了」(新標點和合本)中的「幾乎」有旁點，說明是和合本
譯者所加的。原文卻是「埃及的牲畜都死了」。和合本加上這「幾乎」的原因，
大概是想清楚的說明，跟著來的第七、八兩災，就是瘡災和雹災中，有牲畜的緣
故（見九 9、10、19、20、21、22、25 等）。和合本修訂版沒有「幾乎」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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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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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災的降臨類似第三災，事前沒有預先宣告。
9:14 -16 神向法老說明降災的理由，不是要消滅他，而是要他知道神的大能，使
祂的名可以傳遍天下。
神給予埃及人自由選擇的權利，凡相信神所說的便可避過這雹災，這也是神憐憫
的一面。
原文「懼怕」和「敬畏」是同一個字。
從第七災開始，摩西成了神的唯一代表。
法老第一次承認他的罪以及耶和華的公義。摩西看出法老不是懼怕神，只是懼怕
大雷暴（9:30）。
「雷轟」：在原文是「神的聲音」，在舊約裡，雷轟往往象徵神的聲音。
這冰雹之災，大概是發生在陽曆一月間。因為埃及的麻和大麥是在二至三月間收
成，這時大麥已經吐穗，麻也開了花，所以被雹擊打敗壞了。小麥和粗麥是在三
至四月間收成，這時還沒有長成，所以沒有被雹所害。
在埃及和近東一帶，時有蝗害。蝗蟲繁殖迅速，成群飛離原產地，為害農作。

10:4
10:10 法老以諷刺的口吻回答說：「如果我讓 ...... 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罷。」意思是即
使他准許他們去，也不會有神保護他們的。他接著就警告摩西：「你們要小心，
否則你們就麻煩了」。
10:13 埃及地三、四月間普遍吹東風，風帶來大群仍在發育期的蝗蟲幼蟲。蝗蟲多數在
埃及以東的阿拉伯和西奈沙漠中繁殖，然後飛入埃及。
10:19 這裡的「紅海」不是今天我們所知道的紅海，而應該是「蘆葦海」。
原文的西風是「海風」。在以色列說「海」即地中海，是在西面，故通常譯為西。
10:21 第九災和第三及第六災一樣，神未有作出任何警告，這災就來到。大多數學者
都同意這黑暗是指東方一種可怕的風沙；一股強烈的熱風突然產生，帶著大量的
沙塵掠過，將太陽的光輝掩蓋，產生黑暗。

思考問題：
1. 在 9:20 – 21 中，法老的臣僕在聽到耶和華的話後有哪兩種不同的反應？你有將神的
話放在心上嗎？每當崇拜聚會時，你有留心細聽主的教導嗎？你每天有預留時間細讀
神的話語嗎？
2. 面對越來越嚴重的災害，法老一次次的讓步，由最初不讓以色列人去，以至只讓男丁
去，到後來讓所有人去，只需留下牲畜。但摩西卻沒有半點退讓，堅決要所有人帶著
牲畜去神所指示的地方。在信仰生活中，你也有這份堅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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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6 月 13 日至 6 月 19 日)：第十一章一節至第十二章三十六節
降第十災與過逾越節
釋經節錄：
推磨的工作在古埃及是被喻為最卑賤的工作。從最高的法老到最低的女奴，無
11:5
一能倖免。
「連狗也不敢向他們搖舌」是句俗諺，表示無人敢攔阻以色列人。「搖舌」也
11:7
可譯為「犬叫」。
以色列人有兩套曆法：一套為宗教曆，也就是本節所宣佈的「以本月為正月，
12:2
為一年之首」。這裡的正月介乎今天的陽曆三月與四月之間，因為近東一帶，
新年隨春天降臨而開始，各種節期都和四時運行配合，近乎中國的農曆。另一
套為農曆，一年自秋季九、十月間開始。猶太教中人現在採用農曆。
「逾越」就是門上塗有血的人家，耶和華神巡行時，會越過不擊殺其長子。
12:11
猶太人宰羊羔的那日，也正是基督受苦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那日（參看約
12:14
18:39 及前後文）。
「牛膝草」是薄荷屬的一種常見植物。由於牛膝草的枝子堅硬，葉子多毛，所
12:22
以最好用來灑水。除了逾越節之外，牛膝草也用來潔淨長大麻 風的人（利
14:2-7）、潔淨瘟疫（利 14:49-52）和獻奉紅母牛（民 19:2-6）。
在 10:28，法老已趕逐了摩西，並警告他不得再來見他，否則治死。現在他自己
12:31
卻顧不得這面子了，連夜把摩西召來。
思考問題：
1. 經過十災後，埃及人對以色列人的態度有那些改變？見 11:1-3。是誰操縱和改寫歷
史？
2. 在 12:26-27 中，神教導以色列人不單要守節，還要教導下一代禮節的意義。教會有不
少禮儀，你知道其中的意義嗎？你有教導下一代這些禮儀的意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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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6 月 20 日至 6 月 26 日)：第十二章三十七節至第十三章十六節
以色列人出埃及
釋經節錄：
「閒雜人」亦可譯作「外族人」，包括在埃及為奴的他族人，還有一些可能是
12:38
埃及奴隸。他們希望與以色列人一同掙脫為奴生活。亦有可能包括一些與以色
列人通婚的埃及人。
神答應亞伯拉罕，他的後裔在埃及寄居，到第四代便可回歸（創 15:16）。
12:40
「這夜是耶和華的夜」也可譯作「耶和華親自守夜」。原文還兼有「保守、看
12:42
顧、看察」的意思。
這裏所說的本地人，乃指生來就是以色列人的。因此與地緣無大關係。凡以色
12:49
列人所生的兒子，都要受割禮──與主神立約後，才是神的子民；不是以色列人
生的，不管是他在外國出生，或在以色列地出生，若照樣行了割禮，他就被認
為是以色列人，同樣可以享受逾越節的筵席。
「驢」是很有用但屬不潔的動物，所以要藉羔羊代贖；若不代贖，就要被打折
13:13
頸項（避免血流出），它這樣被毀之後也可當為供物獻給神。這裡特別提到驢，
因它是從埃及帶出來唯一荷負重載的動物。

思考問題：
1. 「這夜是耶和華的夜」(12:42)，神一邊進行殺戮，另一邊看顧、保護以色列人。就像
在創世記中記載神一邊降火消滅所多瑪和蛾摩拉，另一邊保護著羅得一家。到末世，
神同樣一邊審判不信的人，另一邊迎接祂的子民。當日神給予一次又一次的機會法老
悔改，今日同樣讓你身邊未信主的人悔改，你有像摩西一樣向他們述說主的作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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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6 月 27 日至 7 月 3 日)：第十三章十七節至第十五章二十一節
以色列人過紅海
釋經節錄：
「非利士地的道路」可能指沿地中海岸通往巴勒斯坦西南的軍用道路，始自埃
13:17
及邊防要塞洗錄（Zilu）上達巴勒斯坦西南的拉非亞（Raphia），是自埃及去迦
南的近路。但因埃及人沿邊境設有防守要塞，而非利士人又是好戰的強敵，以
色列人很可能要求重返埃及，所以神領百姓繞道走曠野的路。
這節表達法老的心剛硬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以色列人得蒙主神護佑，傲然出境，
14:8
使他心有不甘。
在經過首次逾越節的整夜無眠，又經過勞累的跋涉之後，現在看見龐大的埃及
14:10
軍兵，以色列人認為甚麼機會都沒有了。因為他們看見前有大海，後有追兵。
這是出離埃及後，以色列人的首宗埋怨事件。這怨言，在曠野的傳統中是屢見
14:11
的（參看出 15:24，16:2-3，17:3 等）。這些怨言，有時是出自他們中間的閒雜
人（民 11:4-6），有時卻是全會眾（民 14:1-3，20:3-5 等），有時也是個別的人
（民 16:12-14）。主要的埋怨，是在遇仇敵、缺飲食、道路難行和對領導人的不
滿等。他們埋怨的對象是摩西，或摩西、亞倫，甚至也埋怨主神。但一切的埋
怨，都來自對主神的缺乏信靠和太過看重環境和自身肉體的需要。
埃及軍兵在海中混亂的時刻為“晨更的時候”，約為清晨二至六時。《詩篇》
14:24
77:16-20 說神此時用大雨、雷電和地震來懲罰埃及人。埃及人的戰車陷在泥沼與
流沙中，動彈不得。
米利暗一名的意思為「神所愛者」，等於希伯來的「馬利亞」。在以色列社會
15:20
中，有女子舞蹈歌唱以迎戰士的習俗。米利暗領導眾婦女歌頌神的得勝。
思考問題：
1. 在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的情況下，眾人都驚惶失措，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怎樣做？
(14:13)在生活中，你也會碰到驚慌、不知怎樣做的時候嗎？或者你也有感到迷失、疲
乏的時候嗎？你會否也會停下來「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救恩」？
2. 生命中面對困境危難，人很容易埋怨，覺得神不看顧自己。神拯救以色列脫離埃及人
之手，使以色列人得自由。但曠野之路充滿危險、障礙，救恩之路並不易行，但卻恩
典處處。回顧你的生命之路，哪些時候特別看到神的同在、感受到神的大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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