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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部分主要講述神的救贖。我們在 6 月讀了 7-15 章:
由十災至過紅海，今個月會繼續讀 15-18 章:以色列人在曠野。
───────────────────────────────────────────────────────────────────────────
第一週 (7 月 4 日至 7 月 10 日) : 第十五章廿二節至廿七節
到書珥的曠野──瑪拉和以琳
釋經節錄：
，意即「牆」或「堡壘」的意思。但在希伯來
15:22 「書珥」在埃及文是有「高起」
文，則有「旅行」的含義。
15:23 「瑪拉」原意是苦味，後期因以色列人在此曾作埋怨，故又有「叛逆了」的含
意。日後拿俄米的丈夫和兒子喪生後，她也自稱「瑪拉」
，意為「苦命人」
。這
是以色列人在神帶領過紅海後第一次發怨言。
15:25 神在許多事上“試驗”以色列人，瑪拉的苦水只是其一，後來在賜嗎哪與十誡的
事上也多予試驗。
使水變甜的是耶和華，而不是那“樹”。
15:26 「疾病」是指災難，尤其是使水變成血而不能飲用的災難。
埃及是熱帶地區，又長年無雨，灰塵滾滾，所以常有各種疾病和時疫的產生。其
中較為人知的，就是埃及人的瘡（參申 28:27）。不過，這裏所指的埃及人的疾
病，卻不單在肉身上的，也是信仰上的。因埃及人心裏剛硬，所以遭受了神所降
的十項大災。這些災禍，若以色列人都留心聽耶和華的話，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
留心聽神的誡命，守主神的一切律例，則不會臨到他們。詳述“律例典章”的要旨，
就是：順服帶來祝福。
，也可以意譯為「眾神」
。在曠野
15:27 「以琳」原文這字的含義，可以解作「大樹」
中有水有樹的綠洲，通常都被認作聖地，是眾神居住的所在。
曠野的綠洲中，有水泉的地方多數會有棕樹。十二股水泉是象徵十二支派之如
水長流，富有生命力。七十棵棕樹則象徵七十位長老（出 24:1、9，民 11:16
等），是管理以色列人，蔭庇者。
思考問題：
以色列人剛剛經歷了過紅海，體會到神的同在保守；事隔三日，他們卻因口渴而埋
怨神。想想看，在一望無際的荒野中，以色列人面對的是基本需要的缺乏。只是，
埋怨離棄神或是呼求等待神，我們還是有得選擇。你有等待的信心嗎？
第二週 (7 月 11 日至 7 月 17 日)：第十六章
到汛的曠野──鵪鶉和嗎哪
釋經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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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記述神賜嗎哪作以色列人的糧食，並說明以色列人與安息日的關係。
「第二個月十五日」
：應是從年頭計起，而不是從出埃及後計起；他們是在正
月十五日（出 12:6）起行，現已離開埃及一個月，所預備的糧食差不多吃光了。
這是以色列人在神帶領過紅海後第二次發怨言。
16:3
百姓其實不是真的快要餓死，只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習慣了豐富的飲食，懷戀在
埃及所吃的美肉。
發埋怨的百姓並不表示真的想死，乃是在埋怨現在活得似乎比死了還不如；這
些話也表明並不單在向摩西埋怨，乃是直接向主神埋怨──怨祂將他們領出埃
及；怨祂何不在埃及地將他們殺死，以致要他們今日在曠野忍受這些艱苦。
通常的糧食是地的出產，但神要從天降給。這是神蹟。雖是神特別的恩賜，人
16:4
仍然要自己勞動每天去收，因為在人犯罪後，神已為人立了定例，必須終身勞
苦，才能得喫（創 3:17、19）
。更要緊的，是不能貪得，只能每天收每天的分，
藉以遵守神的法度。
這是預言鵪鶉的飛來（見 13 節）
，並藉此事實，要叫百姓知道領他們出埃及的，
16:6
不是出於摩西個人的意思，乃是出於神的旨意。因此，他們的埋怨，也不是對
人的不信任，乃是對神的不信賴。
16:6-8 6-7 節是平衡的，強調他們將要經歷神的能力 ，而 8 節則解釋神將如何藉著每
早晨及晚上的神跡來彰顯祂自己。摩西指出百姓發怨言實在是向神抱怨；百姓
企圖隱藏他們對神的不信，將責任推到摩西身上，摩西卻將他們對神的不信一
語道出。
6-8 節摩西以辯駁的方式回答百姓：百姓控告摩西，指他領他們出埃及是一種
欺騙，摩西的回答是：他們不久便會經歷那帶他們出埃及的耶和華所顯的大能。
在宣佈糧食的應許之前，摩西要百姓來到耶和華，承認自己背叛了祂。由於摩
16:9
西和亞倫的行為受到了質疑，神必須向百姓表明祂認可祂忠心僕人的行動並尊
重他們的承諾。
，神賜他們鵪鶉
16:12 神計畫賜嗎哪給以色列人為食物，但百姓要求有肉吃（3,8 節）
（13 節）。後來百姓厭惡嗎哪、貪吃鵪鶉、以致招禍（民 11:13-34）
16:15 「這是甚麽呢」：在原文與「嗎哪」的發音極為相似，可能就是嗎哪一名的起
源。這種食物在第 31 節，民 11:7-9，詩 78:24、25 以及詩 105:40 有詳細的描
述。
，約等於 2、3 公升，
16:16 “俄梅珥”是一種容量單位，為“一伊法的十分之一”（36 節）
似為一個人一天的配給量。
16:17 「以色列人就照樣去做」但這並不表示以色列人都遵守主神的法度（見第 4
節），因為下一句已告訴我們：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多收的，顯明是貪心；
少收的，可能信心不夠，或是懶惰。
16:19 不聽摩西話的，有的可能是故意的觸犯，也有的可能是出於沒有信心，怕第二
天無可收取而餓肚，所以留下一些作預防。
「把食物留到早晨，食物就生蟲發臭了」這是另一個神蹟，是警戒無信心或故
意不聽摩西之吩咐的人的。因為食物在第二天變臭是較常有的，忽然在第二天
生蟲了，卻是罕見的。
16:23 這是聖經中第一次正式提到安息日，也是以色列人最早守安息日的記載。神創
造天地之後，第七天歇息了一切的工。以色列人在此日不作工，停止一切日常
活動（16:27-30；35:2-3）
；這當為安息日的原來意義。後來摩西律法設立詳盡
的安息日制度，成為宗教性的假日。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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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7
16:28

16:31
16:34

和往常一樣，總有人不相信摩西的話，想親自看一看有沒有嗎哪降下，或者他
們是出於頑固而故意違犯這條誡命。
希伯來動詞“不肯”的複數形式說明了這一點。嗎哪賜下的第一天就有了悖逆之
舉（第 20 節）
，現在發生了性質更為嚴重的事。神象審判官那樣質問這種罪行
什麼時候才會結束；他們什麼時候才會明白悖逆的壞處。以色列人以後的歷史
表明，他們要花多長的時間才學會這個重要的教訓。神問“幾時”，暗示他們會
長期明知故犯地干犯安息日。
「芫荽子」種子細小，呈灰白色，通常作煮菜調味用。
希伯來書 9:4 說:會幕至聖所的約櫃中存放有金罐裝的嗎哪、亞倫的杖和兩塊約
版。在正式建造會幕前（25 章）
，摩西已設有一個敬拜神的帳篷會幕（33:11）。

思考問題：
在 16:18 神按需要賜嗎哪給百姓，並禁止他們儲存，讓他們學會信靠按時的供應。你
試過經歷從神而來、剛剛足夠的供應嗎？你有否像以色列人一樣，希望為自己儲存更
多，對神明天的供應有懷疑？
可參考 利未記 25:20-21 有關安息年的教導，思想上帝的供應。 “你們若說：『這第
七年我們不耕種，也不收藏土產，吃甚麼呢？』 我必在第六年將我所命的福賜給你
們，地便生三年的土產。”
第三週 (7 月 18 日至 7 月 24 日)：第十七章
在汛的曠野──磐石出水和擊敗亞瑪力人
釋經節錄：
利非訂是以色列人到達西奈山之前的最後一站（19:2），在到達利非訂之前，
17:1
以色列人曾在脫加和亞祿停留（民 33:11-14）。
這是以色列人在神帶領過紅海後第三次發怨言。
17:2
神要摩西帶同幾個長老一同從百姓面前走過去，神知道摩西被威脅被石頭打
17:5
死的回應，目的是堅立摩西的信心。
亞瑪力人是以掃的子孫(創 36:12)，是以色列人的世仇。以掃孫兒的後裔亞瑪
17:8
力人從後面攻擊以色列人，襲擊那些掉隊的人（申 25:17-18）。
聖經首次提到約書亞，他這時約四十歲，是以法蓮支派的領袖（民 13:8）
，原
17:10
名叫“何西阿”，義為“拯救”，摩西給他易名為“約書亞”（民 13:16），義為“耶
和華拯救”。
“舉手”在戰爭中表示前進的軍事信號，或是表示倚靠神的手勢。
17:11
希伯來文裡“尼西”有很廣泛的意義，可作船篷、旗號、信號、軍旗、徽章、
17:15
標誌、國旗。這裏要表達的，是摩西在得勝亞瑪力人後，築壇獻祭感恩，並
誓言從此以後要以主神為標誌，世世代代和亞瑪力人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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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試比較下面三段以色列人所發出的怨言:
15:23-24…水是苦的…百姓就向摩西發怨言，說：「我們喝甚麼呢？」
16:3 以色列人對他們說：「我們寧願在埃及地死在耶和華手中！那時我們坐在肉鍋
旁，吃餅得飽。你們卻將我們領出來，到這曠野，要叫這全會眾都餓死啊！」
17:2 百姓就與摩西爭鬧，說：
「給我們水喝吧！」
由第一、二段怨言，以色列人問摩西吃什麼喝什麼，到第三段怨言，與摩西爭鬧，並
命令似的向摩西要求水，甚至威脅用石頭打死摩西。你有像以色列百姓的態度向神要
求什麼嗎？
第四週 (7 月 25 日至 7 月 31 日)：第十八章
葉忒羅到訪並獻策
釋經節錄：
葉忒羅來訪，頌讚神對以色列人的救贖，並向摩西提供一些管理的原則。摩
18:1
西自從重返埃及以來，一直以先知或領袖的姿態出現；本章內，作者卻強調
摩西也是人，也會在工作上遭遇困難。
從獻祭和吃飯來看，摩西與葉忒羅可能簽訂了一種友好條約，因為古代簽約
18:12
儀式包括此二者（創 31:54；出 24:11），條約中規定以色列人和米甸人守望
相助，互不侵犯。
摩西的岳父來見摩西，送他的家人回來，只是一件附帶的父職；因龐大數目
的以色列人臨境，與葉特羅的族人之安危，和其牧地是否受侵奪（像亞瑪力
人所遭遇的）
，是他關心的要點。因此，他前來的目的，必在於建立友好盟
約，互不侵犯盟約，或是要求摩西善待其女的附加盟約等，都必在葉特羅的
心目中的。
摩西在岳父的幫助下建立起司法行政制度，來減輕他親自審理以色列人間各
18:13
種爭訟的負擔。申命記 1 章記有摩西選定長老協助他的事。
18:14-15 「我就在雙方之間作判決」這表達出摩西在作法官斷案，判定有爭端的兩造
之誰是誰非。
「我又叫他們知道上帝的律例和法度」這似乎又表達摩西在作祭司和先知的
工作，教訓和宣講神的旨意。
從摩西的答話中，葉特羅已讓摩西自覺自己角色的混淆，聖俗的不分，不但
自陷己苦，百姓也苦不堪言。
思考問題：
葉忒羅的來訪，不但讓摩西能一家團聚，更讓摩西明白到與能者分擔職務的重要。葉
忒羅雖是一名尊貴的祭司，卻謙和地引導摩西看到自己的問題，並提出合神心意的建
議。你生命中有沒有遇到過像葉忒羅一樣的長輩，引導你在事奉上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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