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第三季裝備課程--出埃及記課程進度 

出埃及的意思就是"出去", 表明神要救贖祂的百姓, 由為奴之地到應許之地。 

神是守約立約的神, 神制定法律使百姓愛神與愛人, 神要祂的百姓造聖所, 

因祂樂意與人相會. 

“ 出埃及” 是充滿神蹟的, 我們將由神蹟的幕後, 看神救贖計劃的「聖約」,  

由幕前看神願意與人同在的心意「聖殿」, 由過程中學習屬靈的爭戰「聖戰」。願個人與教會
在 Shekinah Glory 建殿的過程中, 與神相會, 經歷神蹟，使神的名 

被高舉。 

 

 

  

 

 

 

 

 

 

 

 

 

 

 

教師：劉梅蕾師母 belindamliu@rolcc.net 

      許藍方姊妹 lanfanghsu@yahoo.com 

裝備中心：equipping@rolcc.net 

上網收聽下載講義：http://www.double-portion.org/ 

                  http://www.rolcc.net/rolcc/sunday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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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埃及的神蹟 

第一講   1. 以色列人在埃及 

 

出  1-6 章 

7/17    第二講   2. 神選召摩西和以色列 出  1-6 章 

7/24    第三講   3. 法老與十災 出 7-11 章 

7/31    第四講   4. 逾越節與過紅海 出 12-1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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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紅海至西乃山 

   第五講   5. 礦野/約與律法 

 

出 16-2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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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造聖所 

   第六講   6. 建造聖所的指示 

 

出 25-31 章 

8/21    第七講   7. 百姓的背逆與回轉 出 32-35 章  

8/28 

 

   第八講   8. 聖所建造的完成 

           （大家一起造聖所） 

出 36-4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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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講 出埃及的神蹟--出 1:1-15:21 

                           1. 以色列人在埃及            

          

出埃及記簡介  

出埃及的意思就是"出去", 是表明神要救贖祂的百姓, 由為奴之地到應許之地. 神是守約立約
的神, 神制定法律使百姓愛神與愛人, 神要祂的百姓造聖所, 因祂樂意與人相會. 

『出埃及』是充滿神蹟的， 在這神蹟的幕後， 拉開了神救贖計劃的「聖約」，  

 在這幕前看見神願意與人同在的心意「聖殿」， 在這過程中經歷了爭戰 「聖戰」。  

 

作者: 摩西(路 24:44-45) 

出埃及記中的基督（聖子）: 祂是逾越節的羊羔 

(出 12 章; 約 1:29; 來 11:28; 9:11-15; 林前 5:7) 

聖父的名： 我是耶和華（I AM who I AM- YHWH- YAH-way-Jehovah)出 3:13-14 

           耶和華（Adonai）出 6:3, 15:3 (耶和華是戰士) 

           耶和華尼西（Jehovah Nissi) 出 17:15 

           耶和華拉法（Jehovah Rapha)出 15:31 

聖靈：出 24:11, 31:3, 35:31, 35:35, 賽 63:11-14 

 

出埃及記的分段:  

 聖約 聖殿 聖戰 

1-15 章  出埃及的神蹟 

＊建立神的名, 神的名高舉 

2:24; 6:2-8 

12-13 章 

 

15:13; 17 

12-13 章 

14:13-14; 15:3 

15-24 章 過紅海至西乃山 

＊曠野中認識供應的神 

19:5-6 

24:8 

 17:15-16 

25-40 章 建造聖所  

＊神的心意要與人同在（住） 

 25: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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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以色列人在埃及 (出 1:1-22) 

          A-1 生養眾多; 繁茂; 強盛 

         A-2 埃及的新王不認識約瑟 

         A-3 被派作苦工-- 為奴的日子 (1:7-14) 

     用巧計待以色列人 

     派督工轄制他們 

     加重擔苦害他們 

    A-4 下令殺男嬰 

       收生婆存留男孩性命 

 

   B. 神帶領以色列出埃及的目地: (2:23-25; 6:1-8; 12-13 章) 

        B-1 眷顧--看見, 聽見以色列的苦情 

       B-2 應驗創世記中的預言 (創 15:12-18; 12:3) 

        B-3 記念--"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約" 

       B-4 救贖--刑罰埃及, 以色列脫離重擔 

        B-5 揀選以色列作屬神的子民 

        B-6 要知道"我是耶和華神", 神要建立自己永遠的名 

 

  C.神的選召--摩西 

C-1 神的預備 (出 1:15-2:10) 

            a. 收生婆 (施弗拉;普阿) 敬畏神,不怕王命 

            b. 摩西的母親 

               b-1 見他俊美非凡 

               b-2 因信藏了三個月 

               b-3 預備蒲草箱 (Basket--NIV; Ark--KJ) 

               c. 摩西的姊姊 

            d. 法老的女兒 

               (摩西名字的意思: 因我把他從水裡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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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與討論： 

1. 以色列在埃及受欺壓的方式請列出三項，又為何受壓制? 

2. 收生婆為何違背法老的命令? 神為何祝福收生婆? 

3. 摩西的母親如何將他藏了三個月? 她為何有這勇氣? 神如何插手這事? 

4. 請讀使徒行傳七:23-29；出二:11-14;來:11-24-26;請比較那些是出埃及記中所沒有記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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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講 神選召摩西和以色列  
 
A. 摩西一生的三個階段 
     A-1 頭 40 年 -- 我能 (出 2:1-15; 徒 7:22-29; 來 11:24-25) 
  -- 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 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 
  -- 願意與弟兄 (以色列) 百姓認同, 同受苦害 
  -- 打死埃及人替弟兄報仇 
  -- 以為弟兄必明白神是藉他的手搭救他們 
    *逃往米甸寄居 
 
    A-2 中 40 年 -- 我不能 (矌野 40 年) (出 3:11; 13;4:1; 10;13) 
    A-3 後 40 年 -- 我不能, 神能 
 
B. 神的顯現 (出 3:1-4:17) -- 神呼召摩西 
    顯現的異象: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毀 
    脫鞋與聖地 

 
C.神的差遣 
    C-1 神的使命: "將我的百姓從埃及領出來", "在這山上事奉我" 
    C-2 摩西的反應: 

“我不能” 
  “我是什麼人” 
  “他叫什麼名字” 
  “他們必不信我,也不聽我” 
  “我素日是不能言的” 
  “你願意打發誰,就打發誰” 
 
   C-3 差遣的應證: 神的同在 
 C-3-1 神啟示的名-- 自有永有 (出 3:14) "I AM" 
           原來的讀音: 耶巍或耶威 
           後加讀音: 耶和華 (Adonai + 子音) 
 C-3-2 神記念與先祖的約 



 C-3-3 神的神蹟 
 C-3-4 神預備亞倫成為摩西的口 
 
D. 神的選召 -- 摩西與以色列   
    D-1 神的顯現與遇見 (出 3:2; 16; 18, 5:3) 
  摩西 
  亞倫 
  以色列的長老 
  以色列的百姓 
    D-2 摩西的身份與職份 (來 3:5, 11:27; 民 12:3; 78; 申 25-27; 10:10; 18:15-19) 
 首領 -- 帶領百姓出埃及 
 僕人 -- 謙和;盡忠; 禱告 
 先知 -- 作神的口; 傳遞律法; 記念神的約 
    D-3 神的約與神的選民 

   "創造之約"                  關係人類與天地 
      "挪亞之約"            關係全人類 
          "亞伯拉罕之約"       關係全人類與選民 
            "摩西之約"         關係選民 
               "大衛之約"    關係選民與彌賽亞 
 
                       "新約" 
                                           ↓ 
                                      耶穌基督 

  *摩西之約 -- 出 6:2-8; 19:3-6, 加 3:19-24; 4:4-5 
    摩西之約是承襲亞伯拉罕之約要表明神的救贖, 作屬神的子民, 
    祭司的國度, 聖潔的國民, 且藉由律法引我們到基督那裡. 
 
E. 神對選民的應許 -- 出 6:1-9 
F. 神選民的身份與職份 

 F-1 百姓 -- 事奉 (敬拜) 
(出:18; 5:1,3; 8:27; 7:16; 8:1, 20, 27; 9:1,13; 10:3,24) 

     F-2 長子 -- 分別為聖 -- 4:22-23; 13:1 
     F-3 軍隊 -- 脫離與摔碎仇敵 -- 6:26; 7:4; 12:41, 51 
 
 



作業及小組討論 

1. 神向摩西顯現的目的何在? 神在用摩西前如何塑造他? 你願意被神使用嗎? 你在那些方面

需要被塑造?  

2. 請複習寫下摩西面臨呼召時的反應? 神的回答如何? 你曾面臨神差遣的經歷嗎? 如今是在

逃避或順服? 

3. 比較摩西第一個四十年與第二個四十年之不同? 

4. 請試著將摩西、亞倫與其曾祖利未及先祖畫一簡單族譜。(Family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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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講   法老與十災 (出 7:1-11:10) 
    ** 神的爭戰 (聖戰) 

 
A. 神的授命(出 6:26-7:7) 
     A-1 將以色列人按著軍隊 

     A-2 差摩西亞倫見法老 
   *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使法老的心剛硬 
   *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蹟 
   *要伸手重重的刑罰, 攻擊埃及 
 
B. 神降十災與埃及(見附頁) 
      法老   術士        埃及人 
      ** 要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華神 
 
C. 十災與以色列人 
     C-1 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 (出 7:16, 8:1; 20; 27, 9:13,10:3; 9) 
     C-2 將以色列人, 所住之地與牲畜分別出來 
     C-3 奪取埃及人的財物 
     C-4 使以色列人知道我是耶和華神 
 
D. 十災與摩西 
     D-1 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去行 
     D-2 不因法老的拒絕而灰心 
     D-3 更深的認識神 
     D-4 禱告的能力 
     D-5 在埃及人眼前看為極大



作業及小組討論 

1. 神差遣摩西去見法老，為何又使法老的心剛硬呢? 

 
 

2. 當一國之首拒絕聽神的話，會有何結果? 在現今的局勢，有類似的光景嗎? 

 
 

3. 請列表簡述比較各災及反應? 

  災難   神的指示 摩西、亞倫的反應 法老 術士 
--------------------------------------------------------------------------------------------------------- 

1 
2 
3 
4 
5 
6 
7 
8 
9 

 10 
 

4. 摩西十次見法老的目的何在?神對法老與神的選民以色列的心意為何? 

 
 
 

5. 摩西一次次的去見法老都失敗而仍不灰心，秘訣何在?你有面對失敗的經歷嗎?你是如

何度過的? 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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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講 逾越節與過紅海 ( 出 12:1-15:21) 
                             **神的爭戰(聖戰) 
 
A. 末次之災 (第十災) 
 
     A-1 神的警語: 
           A-1-1 神巡行埃及遍地 
           A-1-2 埃及的長子及頭生的牲畜必死 
           A-1-3 埃及將求摩西和百姓離開 
           A-1-4 神要再多顯奇事 
 
     A-2 神定逾越節: 出 12:1-28; 43-50,13:1-16; 利 23:4-8; 林前 5:7, 彼前 1:17-19, 
                      來 11:27-28; 約 1:29 
           A-2-1 日期: 正月十四日 (尼散月) 
           A-2-2 按著______,一家一隻_____ 
           A-2-3 羊羔要________ 
           A-2-4 將血塗在______,________上 
           A-2-5 羊羔要用______,與無酵餅,_______同喫 
           A-2-6 喫羊羔,當腰間______,腳上______,手中______,趕緊的喫. 
           A-2-7 要世世代代守這日為永遠的定例 
           A-2-8 外邦人, 寄居的不可喫 
   **逾越節的羔羊: 預表耶穌基督 
 
    A-3 神領百姓出埃及: 
          以色列中凡頭生的贖出, 分別為聖歸給神 
          神的百姓 (神的軍隊) -- 昂然無懼 
          奪得埃及人的財物 
          將約瑟的骸骨一同帶去 
          繞道而行,走紅海曠野路 
          雲柱與火柱的同在 
    
 



 
B. 過紅海 (神的爭戰) 
 
    B-1 神的安慰: 
  不要懼怕, 只管站住, 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救恩. 

 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 你們只管靜默, 不要作聲 
 
    B-2 神的保護: 

B-2-1 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B-2-2 摩西舉手向海伸杖, 海水作了牆垣 

 B-2-3 以色列人海中走乾地 
 
    B-3 神的爭戰 

B-3-1 晨更時, 耶和華向埃及軍兵觀看 
 B-3-2 海水將埃及軍兵淹沒 
  ** 神在法老,埃及得榮耀,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以色列人見耶和華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華,  
                又信服神和他的僕人摩西 
 
C. 摩西與米利暗的歌頌 

C-1 認識神是: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 認識耶和華是戰士, 他的名是耶和華 " 
 
    C-2  神"贖"、 "領"、 "等候"、 "栽" 百姓於神產業的山上, 進入聖所. 
 
 
 
 
 
 
 
 
 



作業及小組討論: 
 

1. 請簡述神對逾越節的定規? 

 

 

2. 逾越節的預表為何? 

 

 

3. 為何神要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後仍要守逾越節? 

 

 

4. 以色列人離開埃及時，經歷了那些神的預備? 

 

 

5. 神如何為以色列人爭戰? 你經歷過神為你爭戰嗎? 請分享。 

 

 

6. 請由摩西的頌歌中找出摩西對神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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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過紅海至西乃山 
                                      第五講   礦野/約與律法 
 

1. 曠野三個月 
A. 從瑪拉至以琳 

      A-1 百姓: 發怨言因瑪拉的水苦 
      A-2 摩西: 呼求耶和華 
      A-3 神的回應: 
                    A-3-1  指示摩西將樹丟在水裡, 水就變甜了 
          A-3-2  神定律例典章 
           神的名字: 『耶和華拉法』(Jehovah-Rapha) 我是醫治你的神 
          A-4 在以琳安營--12 股水泉, 70 棵棕樹 
 
  B. 從以琳至汛的曠野 (出 16:1-35; 民 11:1-35; 詩 78:18-31) 
      百姓:發怨言因沒有肉吃,饑餓 
      摩西:對百姓說:我們算什麼, 你們的怨言不是向我們發的, 乃是向耶和華發的 
  "要知道耶和華是你們的神" 
  "要就近耶和華面前" 
  "要看見耶和華的榮耀" 
     神的回應: 使鵪鶉飛來, 神降嗎哪 
                               定收取嗎哪的法度: 
                               每日早晨收取 (日頭出前) 
                               按著各人各帳棚的飯量 
                               不可留至早上 
                     收取六日, 第七日安息 
                     留一罐嗎哪向世世代代記念神的作為 
                     嗎哪: 約 6:26-63 
                    天上的糧 -- 生命的糧 -- 神的話語 -- 耶穌基督 
 
  C. 從汛至利非訂 
       C-1 百姓: 爭鬧, 發怨言因無水喝 
              摩西: 呼求耶和華 



             *神吩咐摩西用杖擊打磐石, 必有水流出來 
               擊打磐石水流出來: 林前 10:1-4 
     耶穌基督 -- 生命活水 
      C-2 以色列人與亞瑪力人爭戰 (25:17; 撒 15:2; 斯 3:1)   
             山上: 摩西舉手,亞倫,戶珥扶持.摩西何時舉手, 以色列人就得勝. 
             山下: 約書亞帶著選出來的人與亞瑪力人爭戰 
             神的爭戰: 神已起誓, 必世世代代與亞瑪力人爭戰 
             神的名: 『耶和華尼西』耶和華是我旌旗 
      C-3 摩西岳父的獻策--揀選首領, 建立團隊 
            獨自一人辦理不了 
            揀選有才能的人: 敬畏神,誠實無妄,恨不義之財 
            設立: 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 
 

 2. 西乃山--約與律法 
       A. 西乃山的聖約 (出 19:13-6) 
 A-1 作屬神的子民 
 A-2 作祭司的國度 
 A-3 為聖潔的國民 
 
      B. 神降臨西乃山 
 B-1 自潔 
 B-2 預備等候 
 B-3 叫山成聖 
 B-4 出營迎接神 
 B-5 摩西見神 
 B-6 神於火中降臨 
 
      C. 神降臨西乃山的目的 
 C-1 百姓可以永遠信摩西 
 C-2 頒佈律法 
 C-3 試驗百姓--時常敬畏,不至犯罪 
 C-4 禁造神像 
 
 



      D. 聖約與律法 
 摩西之約 (西乃之約) 是承襲亞伯拉罕之約要表明神的救贖, 
 且藉由律法引我們到基督那裡, 而立約的憑據是血. 
  (出 19:3-6; 24:3-8; 加 3:16-19; 24; 4:4-5; 來 9:19-20) 
 律法的分類:  
             道德律法--為聖潔的國民 
          (十誡) -- 出 20:1-17 
          律法的總綱:愛神與愛人--太 22:37-39 
          律法的精華:愛人如己--加 5:14 
   民事律法--作屬神的子民 
         社會生活的規條--出 20-24 章;利 11-26 章) 
         律法的目的:將以色列人從外邦的生活型態中分別出來 
            禮儀律法--作祭司的國度 
         聖所--林前 3:17 
         獻祭--來 10:12 
         節期--西 2:16-17 
 
      E. 復許進迦南 
 E-1 差遣使者在前面引導保護 
 E-2 百姓要謹慎聽從 
 E-3 不可效法迦南地人的行為,及跪拜他們的神 
 E-4 要事奉耶和華神, 神應許:出 23:25-26 
 E-5 使仇敵轉背逃跑,攆出(但不在一年之內) 
 E-6 再次定地界:紅海直到非利士海, 曠野直到大河 
 
 
 
 
 
 
 
 
 
 



作業與討論： 

1. 以色列百姓過了紅海後，多久開始發怨言?發怨言的原因何在? 我常在那些事上發怨言? 

如何脫離怨言? 請分享你的經歷。 

2. 神用何法供應以色列人的需要? 請用你自己的話分享嗎哪的意思? 

3. 請比較約四:1-14;七:37-39;林前十:1-4;出十七:1-6，找出水、磐石的涵義，以及對你的意

義。 

4. 神為何要世世代代與亞瑪力人爭戰?爭戰得勝的關鍵為何?你有這樣的經歷嗎?  

5. 摩西與百姓如何預備自己在西乃山迎接神? 

6. 請寫下十誡，並分出對神與人的，如今我們是否仍要在生活中遵守十誡?  

7. 請讀出二四:1-8; 神為何要透過摩西與以色列民立約?立約的憑據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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