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埃及记查经第一课（1：1～2：10） 1/31/2014 

 

『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和摩西的诞生』 

 

 

归纳总意— 

神在创世纪中所拣选的，雅各的一家，在埃及地大大的繁衍。新的埃及王用残忍的计谋来限制以色列人

数的增加，而神的手却在保守他们的儿女，甚至为他们预备了一位拯救者。 

 

主要段落主题— 

 

1：1-22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遭受欺压。 

 

2：1-10 摩西的出生与被保守。 

 

 

 

————————————————————————————————————————————— 

主要信息— 

 

一.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遭受欺压，而神却保守他们的人数继续增加。 

 

 

二. 摩西的父母因着信，冒死要保全他的性命。而神却安排法老的女儿，收养摩西，以至于他能够长大

成人。 

  



 出埃及记查经第一课（1：1～2：10） 1/31/2014 

讨论与分享— 

 

信息一.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遭受欺压，而神却保守他们的人数继续增加。 

 

 

1. 法老为何担心以色列人，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为达到目的，法老采取了哪些手段，是否达到

了目的？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怎样罪恶的世界？ 

 

 

2. 收生婆为什么敢于违抗王命，而神又是如何待她们的？当你在现实生活中遇见类似的冲突与抉择时，

会如何做？ 

 

 

 

3. 虽然法老尝试不同的诡计，而以色列人数依然增加。教会从建立至今，也同样遭受世界的逼迫，神

是如何保守他的教会的？ 

(参考答案：使徒行传，中国近代教会历史) 
 

 

信息二. 摩西的父母因着信，冒死要保全他的性命。而神却安排法老的女儿，收养摩西，以至于他能够

长大成人。 

 

 

 

4. 摩西三个月的时候，他的父母无法再隐藏他了。对于男婴，法老的命令是什么，而摩西的父母又是

如何做的？这给你在遭遇困境的时候，怎样的启发？ 

 

 

 

5. 在这样的险境当中，故事跌宕起伏，最终摩西的性命得以保全。你从中可以认识到怎么样的一位神？

给你的信仰生活什么提醒？ 

 



 出埃及记查经第二课(2：11～3：22） 2/7/2014 

『摩西的训练和神的呼召』 

 

归纳总意— 

虽然成长在埃及皇宫，摩西却深知自己是以色列人。为了自己的血气，他走上了逃亡的道路。在旷野里

的何烈山上，神终于呼召了这位准备已久的拯救者。 

 

主要段落主题— 

 

2：11-25 摩西离开埃及，生活在旷野。 

 

3：1-22 神呼召摩西。 

 

————————————————————————————————————————————— 

主要信息— 

 

一. 神用八十年的时间来保守，训练摩西。 

 

二. 神向摩西启示他自己，并且呼召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 

 

  



 出埃及记查经第二课(2：11～3：22） 2/7/2014 

讨论与分享— 

 

信息一. 神用八十年的时间来保守，训练摩西。 

 

1. 参考使徒行传 7：20-35，希伯来书 11：23-27，摩西是一个怎样的人？ 

 

 

2. 摩西为自己的血气付上了代价，就是漂流在旷野。摩西从中学到了什么功课？ 

（参考答案：发现靠自己不能拯救以色列人，要依靠神） 

 

 

信息二. 神向摩西启示他自己，并且呼召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 

 

3. 神呼召摩西的过程中，你能找到哪些主要的特点？ 

（参考答案：神迹，呼叫，圣洁，异象，重申前约，应许，等等） 

 

 

 

4. 神如何呼召你参与教会的服侍，参与大使命？ 

（参考答案：从神来，看到需要/问题，回应神） 

 

 

 

5. 在圣经中，神有哪些不同的名字，如何帮助你认识神？ 

（参考答案：耶和华以勒，创 22：14；耶和华尼西，出 17：15；耶和华沙龙，士 6：24；耶和华我们

的义，耶 23：6；耶和华的所在，结 48：35） 

 

 



 出埃及記查經 第三課 (4:1 - 4:31) 2/1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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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 2014-02-09 

神坚定祂对摩西的呼召，摩西回到埃及地 

歸納總意 –  

在第三章中，摩西經歷焚燒荊棘的異象，神呼召摩西，並且回應他前兩個疑慮（3：11-22），

但摩西依然三次不肯承擔神的託付。神因此賜給他行三個神蹟的能力，並應允給他口才及亞

倫的同工。摩西因此離開米甸，往埃及去。路上因神的憤怒，希坡拉為摩西的兒子行割禮。

摩西到達埃及，在亞倫的幫助下，成功地使以色列人相信神的眷顧及拯救計劃。 

 

 

分段主題 – 

4:1 – 4:17  摩西繼續三次推辭，但神仍不斷回應並堅立對他的呼召。 

 

4：18 – 4：23  摩西告別岳父，帶著妻兒離開米甸。 

 

4：24 - 4：26  希坡拉為摩西的兒子行割禮。 

 

4:27 – 4:31  摩西回到埃及，成功地向以色列人傳達神的救贖計劃。 

 

 

 

 

主要信息 – 

 
 

信息 1. 神繼續幫助摩西解除疑慮，並裝備摩西承擔託付，與神同工。(4:1-17,4:27-31) 

 

信息 2. 在屬靈爭戰前，摩西（希坡拉）為兒子行了割禮 (4:24-26) 

 

 

 



 出埃及記查經 第三課 (4:1 - 4:31) 2/1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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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分享– 

 

信息 1. 神繼續幫助摩西解除疑慮，並裝備摩西承擔託付，與神同工。(4:1-17,4:27-31) 

 

 

1. 摩西繼續三次推辭神的呼召（4：1-17），各是用什麼理由？神如何回應摩西的這些

疑慮？ 

 

 

2. 你認為摩西的疑慮都合理嗎？哪一些是真的擔心，哪一些可能是藉口？為何摩西如

此不敢接受呼召？神如何幫助摩西？ 

 

 

3. 摩西回埃及的經過（4：27-31）印證了哪些神先前給他的啟示與安排？ 

 

 

4. 在教會中承擔服事，哪一些因素常會讓我們躊躇不前？我們如何從神得幫助，與神

同工？ 

 

 

 

信息 2. 在屬靈爭戰前，摩西（希坡拉）為兒子守了割禮之約(4:24-26) 

 

 

5. 神可能因摩西沒有為兒子行割禮，而想要殺摩西。割禮的意義是什麼？為何在此時

如此重要？這對我們服事的態度有什麼啟示？ 

 
 

 

 

 

 



 出埃及記查經第四課(5:1 - 7：13) 2/21/2014 

 1 Ver. 2014-02-09 

摩西與法老王的對峙 

歸納總意 –  

摩西和亞倫順利地使以色列人相信耶和華的救贖計劃。然而他們帶著初萌的信心去見法老，

卻遭遇到無情的挫折。法老不但兩次拒絕摩西和亞倫的要求，不讓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甚至

變本加厲，要求督工加重以色列人的重擔。摩西和以色列的官長們在嚴峻的現實之下，信心

動搖。然而，人的不信不能廢掉神的信實（羅 3：3）。神再次向摩西重申他的救贖計劃，堅

立他對摩西及亞倫的呼召，差遣他們第二次去見法老，並以“杖變蛇”的神蹟揭開了十災的

序幕。 

 

 

分段主題 – 

5:1 – 5:14  摩西和亞倫第一次與法老王對峙。法老兩次拒絕摩西的要求，並加重對

以色列人的苦待。 

5：15 – 5：23  以色列的官長向法老及摩西抱怨。摩西回到神那裡向神抱怨。 

6：1 - 6：13  神再一次向摩西曉諭他的救贖計劃，並堅立他對摩西和亞倫的呼召。 

7：1 – 7：7   

7:8–7:13  摩西和亞倫第二次見法老王，並行“杖變蛇”的神蹟。 

 

 

主要信息 – 
 

信息 1. 神使（任憑）法老王的心剛硬，抵擋神的救贖計劃。(5:1-23) 

 

 

信息 2. 摩西雖蒙召為神做工，卻不是完全不受挫折。然而神的救贖計劃最終必然成就。

(6:1-13, 7:1 – 13) 



 出埃及記查經第四課(5:1 - 7：13) 2/21/2014 

 1 Ver. 2014-02-09 

討論與分享– 

 

信息 1. 神使（任憑）法老王的心剛硬，抵擋神的救贖計劃。(5:1-23) 

 

 

1. 法老如何兩次拒絕摩西和亞倫的要求？之後又如何變本加厲苦待以色列人（5：1-14）？

你認為法老王為什麼不願讓以色列人離開？ 

 

 

2. 面對事與願違的環境，以色列的官長們和摩西如何反應（5：15-23）？想像你是當

時的官長們或摩西，你的心情會是如何？ 

 

 

3. 我們傳耶穌救贖的福音，可能會遭遇哪些從世界權勢來的阻攔？ 

  

 

 

信息 2. 摩西雖蒙召為神做工，卻不是完全不受挫折。然而神的救贖計劃最終必然成就。

(6:1-13, 7:1 – 13) 

 

 

4. 神再一次向摩西曉諭他的救贖計劃（6：1-8， 7：1-7）。對比（3：6-22），有沒有

什麼重要的新訊息？你認為神為什麼特別四次提到“我是耶和華”？ 

 

 

5. 你的服事都如你的心願嗎？你的禱告都得到正面回應嗎？有沒有祈求後環境卻每下

愈況的經歷？我們從今天的經文中，學習到什麼功課？ 

 

 
 

 



 出埃及記查經第五課 出 7：14 - 8：32節 3/14/2014 

圣经的经文 7：14-10：20节 

十灾的细节观察表格 

灾难 
警
告
？ 

警告时间 神的指示 

经过谁

手行神

迹 

最后的结果 经文 

第一循环 

1水变血 有 

     术士照样行，鱼死，河中

水不能喝，法老无动于衷 

7：14-24 

2河生蛙        
 圣经没说   亚伦 术士照样行，法老无动于

衷 

8：1-15 

3土变虱     手杖击打尘土    8:16-19 

第二循环 

4 蝇成群 有 

         8:20-32 

5 畜染疫      法老的心仍然刚硬 9:1-7 

6人生疮 没
有 

  取炉灰向天扬起 摩西 术士在神迹面前站立不

住，神“任凭”法老的心

刚硬 

9:8-12 

第三循环 

7降冰雹 有 

清早 摩西向天伸杖 摩西 法老认罪，但后来反悔 

 

9:13-35 

8  蝗虫害         10:1-20 

9  大黑暗 没
有 

  摩西向天伸杖    10:21-29 

末灾 

10 杀长子   圣经没说 没有提到 神  11:1-10 

12:29-32 



 出埃及記查經第五課 出 7：14 - 8：32節 3/14/2014 

 

  



 出埃及記查經第五課 出 7：14 - 8：32節 3/14/2014 

神施展大能拯救祂的子民的過程,目的是讓人(主要是法老及埃及人，但也是

摩西亞倫與以色列人）認識耶和華 

歸納總義 

摩西被神差遣要帶領百姓出埃及，當面要求法老讓以色列百姓離開埃及，法老硬心不肯，

神施行大能用十災來顯明祂是創造掌管一切萬物的獨一真神  

全段（九個災）重點 

1. 十災從強度和廣度上是漸漸加強的。從水變血之災（7：14-25）和河生蛙之災 （8：

1-15），一開始只是影響到埃及人民的日常生活。可是到了土生虱之災 （8：16-19）,

災禍的影響從身體之外移到身體之上。到了牲畜染疫之災（9：1-7）和蝗蟲之災（10：

1-20)，開始對埃及的經濟造成了重大損失，冰雹之災開始直接威脅到人的生命安全

（9：13-35)。到了最後的黑暗之災直接擊敗埃及主要敬拜的太陽神『瑞』，神其實可

輕易的用一個神蹟就完成拯救，但祂透過漸漸加強的災禍，給了埃及法老足夠的時間

和機會悔改，顯明了神慈悲憐憫的屬性。 

2. 十災的前面三災殃及埃及人和以色列民，到了第四災蠅成群之災以後，災禍就只殃及

到埃及人，而沒有影響到以色列民，顯明了神在埃及的災禍中紀念到他和以色列人所

立的約，顯明保護和眷顧以色列民的屬性（如挪亞方舟的事件）。 

3. 十災還讓我們看到神如何勝過邪靈的勢力。從第三災土生虱之災（8：16-19）開始，

埃及術士不能行同樣的神跡，開始承認這是神的手段，一直到了第六災人長瘡（9：8-

12），術士在這個災禍站立不住，放棄了最後的抵抗, 這九災也有部分是直擊埃及人

所膜拜的假神（如河流，青蛙，太陽）。 

4. 十災還讓我們看見，盡管神常常在施行災禍之前提醒和警告法老，但法老的心還是變

得越來越剛硬。從第一災，法老完全不予理會，到了第二災河生蛙之災 （8：1-15），

法老開始請求摩西讓青蛙離開，但是到了後來法老的心越來越硬，於是到了第六災

（人長瘡之災），神開始『使法老的心剛硬』，看出這是神『任憑（人意）』的旨意，

神開始『任由法老選擇背叛神』，最終法老要自負其責， 預指殺埃及長子的第十災審

判即將來臨 

  



 出埃及記查經第五課 出 7：14 - 8：32節 3/14/2014 

主要信息 （本次查經先討論第一個信息） 

神施行神跡（signs）的目的是為了讓人（主要是法老和埃及人）認識到，耶和華是唯一

的全能真神，是創造宇宙 萬物的獨一主宰，徹底擊潰埃及人的泛神論及法老王『君權神

授』的假象。 

討論和分享 

1. 第三個災（虱災）是最後一次提到埃及的術士用法術對抗神的能力，顯明人的有限和

邪靈終究不能對抗上帝。在現實生活當中，人們多少會敬拜或依靠某些東西（worship 

“something”）， 比如法老是在依靠及敬拜各樣假神，我們可能也在敬拜依靠『自

己』，『金錢』，『權力』，『工作』，『其他神佛』等等，既然我們知道神是全能

的神，為什麽還會常常不能全心的，單單的依靠神？請分享在你的生命中有沒有曾經

體會到人的有限，轉而依靠耶和華神的經歷？ 

 

 

 

2. 從經文中看出前三個災中以色列民並沒有得到幸免，到了第四個災（蠅災），神把以

色列民從埃及人中分別出來了。你怎樣看待今天世上發生的天災人禍？在這些災禍中，

為何有些基督徒並沒有得到幸免？今日神對祂子民的『拯救』如何顯明？ 

 



 出埃及記查經第六課 出 9：1 - 10：29節  3/21/2014 

神施展大能拯救祂的子民的過程,目的是讓人(主要是法老及埃及人，但也是

摩西亞倫與以色列人）認識耶和華 

歸納總義 

摩西被神差遣要帶領百姓出埃及，當面要求法老讓以色列百姓離開埃及，法老硬心不肯，

神施行大能用十災來顯明祂是創造掌管一切萬物的獨一真神  

全段（九個災）重點 

1. 十災從強度和廣度上是漸漸加強的。從水變血之災（7：14-25）和河生蛙之災 （8：

1-15），一開始只是影響到埃及人民的日常生活。可是到了土生虱之災 （8：16-19）,

災禍的影響從身體之外移到身體之上。到了牲畜染疫之災（9：1-7）和蝗蟲之災（10：

1-20)，開始對埃及的經濟造成了重大損失，冰雹之災開始直接威脅到人的生命安全

（9：13-35)。到了最後的黑暗之災直接擊敗埃及主要敬拜的太陽神『瑞』，神其實可

輕易的用一個神蹟就完成拯救，但祂透過漸漸加強的災禍，給了埃及法老足夠的時間

和機會悔改，顯明了神慈悲憐憫的屬性。 

2. 十災的前面三災殃及埃及人和以色列民，到了第四災蠅成群之災以後，災禍就只殃及

到埃及人，而沒有影響到以色列民，顯明了神在埃及的災禍中紀念到他和以色列人所

立的約，顯明保護和眷顧以色列民的屬性（如挪亞方舟的事件）。 

3. 十災還讓我們看到神如何勝過邪靈的勢力。從第三災土生虱之災（8：16-19）開始，

埃及術士不能行同樣的神跡，開始承認這是神的手段，一直到了第六災人長瘡（9：8-

12），術士在這個災禍站立不住，放棄了最後的抵抗, 這九災也有部分是直擊埃及人

所膜拜的假神（如河流，青蛙，太陽）。 

4. 十災還讓我們看見，盡管神常常在施行災禍之前提醒和警告法老，但法老的心還是變

得越來越剛硬。從第一災，法老完全不予理會，到了第二災河生蛙之災 （8：1-15），

法老開始請求摩西讓青蛙離開，但是到了後來法老的心越來越硬，於是到了第六災

（人長瘡之災），神開始『使法老的心剛硬』，看出這是神『任憑（人意）』的旨意，

神開始『任由法老選擇背叛神』，最終法老要自負其責， 預指殺埃及長子的第十災審

判即將來臨。 

  



 出埃及記查經第六課 出 9：1 - 10：29節  3/21/2014 

1. 神施行神跡也讓他的仆人摩西和亞倫以及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認識到，耶和華是信實守

約的神，大能救贖的神，，耶和華在拯救過程中，以神蹟顯明他的屬性，並警戒心硬

的人，要他們認識祂而悔改，也施恩惠憐憫給信靠他的百姓。 

 

2. 埃及法老的心裏剛硬和固執遭災，人心是如此地剛硬，法老的狀況，是人類的罪性本

質，即使在神多次施展大能警戒，也寬容等候中，還是不肯悔改歸向神；我們今天要

盡快地悔改歸向神，祂是『不可輕慢』的要時常遵循神的話作一個順服神的兒女，免

遭神的管教。 

討論和分享 

信息一 ：摩西亞倫在十災中對神的認識 

1. 摩西在十災的過程當中怎樣通過經歷神而更加認識神的？在十災中的摩西和在米甸曠

野的摩西有什麽不同？你有什麽經歷神幫助你成長的見證可以分享？ 

 

信息二  人心是如此地剛硬，法老的狀況，是人類的罪性本質，人人要盡快地悔改歸向神，

作一個順服神的兒女。 

2. 在出 9章 12節，在十災中提到神使法老的心剛硬，在後面的幾災神就是『任憑』法老

的心剛硬，法老做的選擇，最終影響了他最終的命運。 你有沒有一些偏行己路，但神

仍然施恩拯救，讓你回頭的經歷可以分享？  

 

3. 法老想盡一切辦法想讓以色列民留在埃及，法老的第一個詭計是讓以色列人留在埃及

來敬拜耶和華（出 8：25），第二個詭計是讓以色列人在曠野敬拜神，但不要走太遠

（出 8：28），第三個詭計是讓以色列人去敬拜神，但要留下妻子兒女（出 10：11），

第四個詭計是讓以色列人離開，但要留下羊群和牛群（出 10：24）。分享這個世界的

王有沒有用類似的詭計來阻止你歸向神？ 

 

4. 你在經歷掙扎和困難的時候你的心會剛硬嗎？分享神通常是用什麽辦法來讓你的心可

以軟下來？ 



 出埃及記查經 第七課 (11:1 - 12:42)  3/28/2014 

 1 Ver 2014-03-17 

神以第十災拯救子民出埃及，並教導逾越節無酵節定例 

 

歸納總意 –  
神施行『殺長子及一切頭生的牲畜』之災、審判埃及，並教訓以色列人守逾越節與無酵節，作

為永遠的定例， 神終於信實地在以色列人住在埃及 430年後,將他們領出了被奴隸的埃及地。 

 

分段主題 – 

11： 1 ～ 11：10 神藉著摩西警告法老『殺長子及一切頭生的牲畜』之災 

12： 1 ～ 12：28 神與摩西教訓『如何及為何』守逾越節與無酵節 

12：29 ～ 12：42 神施行第十災，領以色列人從埃及地出來 

 

 

主要信息 – 
 

信息 1. 神的『拯救』顯明祂的『公義，全能，信實（守約施慈愛）』 

 神以大能審判埃及，保守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分別出來』，並信實的照

著祂的應許，在四百三十年後，領祂的百姓出了埃及。 

 

信息 2. 神的『教訓』要建立以色列人為『永遠順服感恩的子民』 

 神教導以色列人遵守逾越節與無酵節，作為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出埃及記查經 第七課 (11:1 - 12:42)  3/28/2014 

 2 Ver 2014-03-17 

討論與分享– 
 

信息 1. 神的『拯救』顯明祂的『公義，全能，信實（守約施慈愛）』 

 神以大能審判埃及，保守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分別出來』，並信實的照

著祂的應許，在四百三十年後，領祂的百姓出了埃及。 

 

1. 第十災中下列的每一個角色各做了什麼事？ 

神  

摩西  

以色列民  

法老  

埃及人  

 

2. 神擊殺埃及人長子與頭生牲畜的時候，對以色列人特別保守，為什麼? 從出埃及記 1-12章，

以色列人在道德上有比埃及人『更好』嗎 

 

3. 神照著 祂對亞伯蘭〈亞伯拉罕〉的應許〈創 12:2-3,15:5,15:13-14〉，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出 3:21-22,12:32-41〉。以色列人因著信、在逾越節之夜，照著 神的吩咐行（很不尋常的

要求），得蒙保守；今日基督徒的生活也會發生嗎？ 請分享你的經驗，或者弟兄姐妹如何能

為你禱告？ 

 

 

信息 2. 神的『教訓』要建立以色列人為『永遠順服感恩的子民』 

  神教導以色列人遵守逾越節與無酵節，作為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4. 在 神教導以色列人逾越節與無酵節條例中(12:1-13:10)， 神用了幾次『世世代代』、『永遠』、

『記念』？為何 神要如此強調？ 

 

5. 今日我們是被 神拯救的『新以色列人』，我們如何紀念感恩 神的救贖？如何傳承後代？ 



 出埃及記查經 第八課(12:1-28,43-51,13:1-13:16) 4/25/2014 

 1 Ver 2014-04-21 

神的百姓從埃及地『被領出來』並要在迦南地『分別出來』 

 

歸納總意– 
神公義信實慈愛全能，將他的百姓以色列民從埃及地領『出來』，並教訓他們以『逾越節』，『割

禮』，『無酵節』，『無酵節期』，『頭生的人與牲畜獻祭歸神』，在迦南地分別『出來』，並傳承後

代子孫。 

 

分段主題– 

12：1～12：28, 

12:43～13：4 

在埃及地分別『出來』–守逾越節（分別耶和華的『夜』）、割禮（分別『神

子民』）、守無酵節（分別出埃及的『那日』），頭生的人與牲畜歸神（分別『為

聖』）。 

13：5～13：16 在迦南地應許地的異族中分別『出來』–守逾越節、無酵節期，所有公的頭

生的都歸耶和華，贖長子，獻祭。並在手上作記號、在額上作紀念、作經文、

耶和華的律法常在口中、承傳後代。 

 

 

 

主要信息– 
 

信息 1. 『分別出來』不僅是在埃及地，也要在迦南地 -『得救』是持續的『分別自己成聖』。 

 

神顯明祂的憐憫、慈愛及救恩，以大能神蹟帶領百姓從埃及『出來』，因此『分別』埃及人與

以色列人；更教訓他們將來在迦南地的異族中間，世世代代『分別出來』 - （1）守逾越節，

（2）行割禮，（3）守無酵節，（4）獻頭生的公牲畜歸神，贖回長子。 

 

 耶穌基督是『逾越節的羔羊』(約翰 1:29、36、哥林多前書 5:7)、在逾越節之夜被殺，將神的

救恩帶給全人類，讓我們從罪人中『分別出來』；但祂也要求我們要謹守他的教訓，世世代代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持續的『分別出來』作天國子民。 

 

 

信息 2. 回應神的拯救之恩，將祂所『當得的』（claim），分別為聖獻給祂、並以此教導後代。 

 

神拯救祂的子民，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分別『首生的』為聖、歸於耶和華，是 祂

所當得的（claim），今日藉著耶穌基督的救贖， 神帶我們離開罪的權勢；我們也當獻上『最

好』，回報祂的恩典，並以此教導後代。 



 出埃及記查經 第八課(12:1-28,43-51,13:1-13:16) 4/25/2014 

 2 Ver 2014-04-21 

討論與分享– 
 

信息 1. 『分別出來』不僅是在埃及地，也要在迦南地 -『得救』是持續的『分別自己成聖』。 

 

1. 神設立的逾越節有些什麼要求？ 

時間 (12:2-3,6)  

主菜 (12:3-5)  

如何預備主菜 (12:6-10)  

其他的食物 (12:8)  

不能有的成分  

要如何預備居住環境 (12:7-22)  

要如何吃逾越節食物 (12:8-10)  

吃第一個逾越節食物時的穿著 (12:11)  

誰可以吃逾越節的食物,誰不能吃 (12:43-49)  

 

2. 神設立的逾越節的目的是什麼(12:12-13,23)？ 

 

3. 當日 神要求的『割禮，逾越節』，對今日來說有什麼意義？ 

 

 

信息 2. 回應 神的拯救之恩，將 祂所當得的（claim），分別為聖獻給祂、並以此教導後代。 

 

4. 神要以色列人如何『代贖』(13:11-13:16)？為何需要『代贖』？我們藉著『神羔羊、基督

耶穌的代贖』，信而得救，成為 神的兒女；為何我們需要『基督耶穌的代贖』？請分享『基

督耶穌的代贖』，對你個人的意義？ 

 

5. 對你來說，什麼是 神所當得的？如何將 祂所當得的，來獻給 神？請分享你的經驗，或者

你的困難。又如何來教導兒女，將 神所當得的，獻給 神？ 

 



 出埃及記查經 第九課 (13:17 - 15:21)  5/9/2014 

1 

Ver. 2014-04-11 

过红海和摩西与米利暗的赞歌 

 

 

歸納總意 –  

以色列民从疏割起行，正式开始走向应许地之路。神顾念百姓的软弱而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

海旷野的路。神让海水分开，让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神让海水复原，淹没了法老的全军、

车辆和马匹。摩西和米利暗赞美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力量、诗歌和拯救，并提醒众人都要歌颂

耶和华。 

 

分段主題 – 

13：1 7～ 14：31 神带领、保护以色列人过红海 

 

15：1 ～ 15：21  摩西和米利暗的赞歌 

 

 

 

主要信息 – 
 

信息 1. 神带领、保护以色列民过红海顯明祂的『慈爱，全能， 公义』 

 神顾念百姓的软弱而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并在云柱、火柱中带领、保

护祂的百姓；神有大能力，祂分开红海，让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神有公义，让复

原的海水淹没了法老的全军、车辆和马匹，审判埃及人心刚硬和曾在尼罗河中杀以色

列人的长子。 

 

 

信息 2. 神的子民要赞美并牢记神的信实和拯救，敬畏、信靠祂，靠信心在地上与神同行 

  

 

 



 出埃及記查經 第九課 (13:17 - 15:21)  5/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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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 2014-04-11 

討論與分享– 
 

1. 请试着找出经文中神对以色列民的慈爱、带领和保守的有关描述？云柱和火柱在行程开始和

过红海之前的位置和作用有什么不同？你的人生旅途或许也有过曲折、甚至低谷和绝境，神

是如何引领、保守你一路走来的？ 

 

 

 

2. 神让海水分开又复原，你希奇神的大能作为吗？神在创世之初就有过类似的作为，你能找到

经文的出处吗？神真的需要摩西挥杖来“帮助”祂分开海水或让海水复原吗？如果神不需要

这样的“帮助”，神为什么却在行奇事前要摩西挥杖呢？ 

 

 

3. 神是如何让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看到祂的荣耀的？ 

 

 

小结： 神带领、保护以色列民过红海顯明祂的『慈爱，全能， 公义』。神顾念百姓的软弱而

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并在云柱、火柱中带领、保护祂的百姓；神有大

能力，祂分开红海，让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神有公义，让复原的海水淹没了法老

的全军、车辆和马匹，审判埃及人心刚硬及曾在尼罗河中杀以色列人的长子。 

 

4. 你能从经文中看出以色列民刚踏上行程时的心情吗？但是以色列民看到法老的追兵临近时

就害怕起来， 神是如何安慰以色列民的？以色列民过红海后对神的态度有什么改变？以色

列民从中学到什么样的信心功课？ 

 

 

 

  

5. 摩西以前的哪些经历帮助摩西有这样大的信心来回应以色列民对摩西和神的抱怨？你或许

曾经有过惧怕的经历，或许现在正在忧虑当中，神的信实和摩西的信心对你的信心的成长有

何激励和启发？ 

 

 

 

6. 摩西是如何赞美耶和华的？米利暗提醒全民都要赞美神的得胜和拯救，你最近一次赞美神是

多久以前的事了？我们该如何为我们的得救和蒙神保守而把荣耀归给神？ 

 

 

 

小结： 神的子民要赞美并牢记神的信实和拯救，敬畏、信靠祂，靠信心在地上与神同行 



 出埃及記查經 第十課 (15:22 - 17:16)  5/1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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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 2014-04-11 

神在旷野中的引领 

 

 

歸納總意 –  

以色列民过红海后，在走向西奈山的旷野中经历了四件事：（1）喝苦水，（2）没食物吃，（3）

沒水喝，（4）被攻擊。神借着祂的作为来启示祂自己，也让以色列民在这个过程中亲身经历祂

的信实和同在。喝苦水和没食物吃 -- 『生活困苦、缺乏』，神实行『医治』和『供應』。但神

要求百姓首先要敬畏祂，遵行祂的诫命和律法。这是要百姓學習敬畏與順服的功課；沒水喝和

被攻擊 -- 『生命不保』，神让磐石出水又与百姓一起爭戰得胜，显明祂与百姓在患难和争战中

同在。这是要百姓學習信心的功課。 

 

分段主題 – 

15：22 ～ 16：35 神在旷野『医治』和『供應』以色列民，也试验他们。 

 

17：1 ～ 17：16  神与百姓在患难和争战中同在 

 

 

 

主要信息 – 
 

信息 1. 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医治和供应，教导我们要顺服祂。 

  基督徒生活中会有困难甚至软弱，也会面临缺乏的试验。如果我们能转向神、敬畏神，

  并遵行神的话，神就会医治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唯有如此，才能有真正的饱足和 

  安息。因为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申 8： 2～3） 

 

 

信息 2. 耶和华神是活着的神，是我们的旌旗，永远与我们在患难和争战中同在。人不可试探

神，应当凭信心仰望神的大能与同在，同时尽职做自己的工，神就会带领我们得胜。 

  

 

 



 出埃及記查經 第十課 (15:22 - 17:16)  5/1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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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分享– 
 

1. 玛拉与以琳的泉水（15：22～15：27）：神听到百姓的怨言和摩西的呼求，就让苦水变甜；

神接着向以色列民定律例、典章并试验他们、教导他们，然后带领以色列民到以琳的水边歇

息。你从经文中可以看到神的哪些属性和能力？以色列民要得到神医治和赐福的先决条件有

哪些？请试着找出以色列民在灵性方面有哪些需要神“医治”的地方？我们自己呢？  

 

 

 

2. 吗哪与鹌鹑（16：1～16：35）：神让以色列民在旷野中有肉吃，并天天供应吗哪。但以色列

民是如何对待神的命令的？你担忧未来生活可能面临的缺乏吗？学习这段经文会给你哪些

看见和安慰？ 

 

 

 

小结： 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医治和供应，教导我们要顺服祂。 基督徒生活中会有困难甚至软弱，

也会面临缺乏的试验。如果我们能转向神、敬畏神，并遵行神的话，神就会医治我们，

供应我们的需要。唯有如此，才能有真正的饱足和安息。因为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

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申 8：2～3） 

  

3. 磐石出水（17：1～7）：以色列民虽然经历神让苦水变甜的奇事并天天享用神供应的吗哪，

但当他们面临被渴死的绝境时，就开始试探神，怀疑神的同在，并攻击神的仆人摩西。你是

否经历过人生的困境，你有过怎样的心路历程？ 

 

 

  

4. 打败亚玛力人（17：8～16）： 请观察在这场争战中是如何开始和结束的？以色列民得胜的

几个要素是什么？ 

 

 

 

 

5. 从“出埃及”到现在，我们会发现以色列民曾多次重复这样的经历循环：（1）以色列民前行；

（2）遇到难处；（3）以色列民抱怨，而且在言语间流露出对埃及生活的眷恋；（4）摩西呼

求神；（5）神回答、指示摩西；（6）摩西顺服；（7）事情解决。我们是否也在难处来临时抱

怨，甚至重复类似的经历循环？今天学到的哪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今后避免重复以前的经历

循环？ 

 

 

小结： 耶和华神是活着的神，是我们的旌旗，永远与我们在患难和争战中同在。人不可试探

神，应当凭信心仰望神的大能与同在，同时尽职做自己的工，神就会带领我们得胜。 



 出埃及記查經 第十一課（18：1－19：25）   5/23/2014 

 

西乃山下的兩件大事 

歸納總意 

以色列人出埃及後三個月，來到西乃的曠野。在神聖山的腳下，發生了兩件重要的事；其

一是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葉忒羅，帶著摩西的妻子西坡拉，及摩西的兩個兒子（革舜、

以利以謝）來與摩西相見，使摩西的全家得以團員，又建議摩西建立分層負責的管理制

度。其二是神與以色列民立約，要他們「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就是舊

約中極為重要的『西乃之約』 

 

分段主題 

18：1－12     摩西一家團聚  

18：13－27    葉忒羅的建議  

 

19：1－8       神要與百姓立約  

19：9－25      神要與百姓相見  

 

主要信息 

1. 合宜的『親人相處之道』使我們得益處，也讓我們能為神做見證，幫助親人看到神

的作為。摩西與葉忒羅的互動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2. 神與人立約的目的是要人「聽從祂的話，遵守祂的約，在萬民中作屬祂的子民，歸

祂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 

 

 

 

 

 

 

 

討論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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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摩西如何接待他的岳父（留意每一個細節）？他有沒有因為葉忒羅是外邦人而感到

腆靦？不敢（不願）分享他的信仰和神的恩典？ 

 

2. 你和姻親（公公、婆婆、岳父、岳母）之間的相處有困難嗎？你覺得自己有沒有需

要改善的地方？ 

 

3. 葉忒羅给摩西的建議有何重要性？對摩西最大的幫助是什麼？ 

 

4. 葉忒羅揀選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的條件是什麼？對我們服事神有何

提醒？ 

 

（以上的討論與分享，應當涵蓋第一個主要信息 － 合宜的『親人相處之道』使我

們得益處，也讓我們能為神做見證，幫助親人看到神的作為。摩西與葉忒羅的互動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5. 神要以色列民歸祂「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個要求對今日的基督徒還

有意義嗎？請用你自己的領受來分享：為什麼神的國度是一個「祭司的國度？」 

 

6. 神在與百姓立約之前，神先做了什麼？約的核心為何？ 

 

 

7. 以色列民在西乃山腳的經歷（他們極其害怕）如何幫助你更認識神？你對神的態度

會因此而轉變嗎？ 

 

（以上的討論與分享，應當涵蓋第二個主要信息 － 神與人立約的目的是要人「聽

從祂的話，遵守祂的約，在萬民中作屬祂的子民，歸祂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

民。」）  



 出埃及记查经第十二课（20：1～26） 6/20/2014 

『十诫』 

 

 

 

归纳总意— 

 

出埃及后三个月，以色列人来到了神的圣山，西奈山。在此神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典章，包括宗教律例

，和民事法典。 

而所有律法典章的核心，就是十诫，用最简洁明了的方式，定义了以色列民信仰和生活的标准。就是要

他们敬畏神，并且彼此相顾，这和耶稣所说最大的诫命是一致的。 

 

 

 

主要段落主题— 

 

 

20：1-17 神向摩西颁布十诫。 

 

 

20：18-26 民众的惧怕与敬畏。 

 

 

 

————————————————————————————————————————————— 

主要信息— 

 

 

 

一. 通过十诫，神定义了人与神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规范，让人学习爱神爱人。 

 

 

 

 

二. 以色列人看到神显现的威严，心生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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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分享— 

 

 

 

 

信息一. 通过十诫，神定义了人与神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规范，让人学习爱神爱人。 

 

 

 

1. 

从前四诫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哪些属性，而人与神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什么叫做爱神，什么叫做恨神

？今天的基督徒怎样才算恨神？ 

 

 

 

2. 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今天的基督徒还需要守安息日么，有什么样的挑战？ 

 

 

 

3. 后六诫是如何定义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今天的基督徒如何将这六诫应用在生活中？ 

 

 

 

4. 如果今天的基督徒依然要遵守十诫，那么對你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守住誡命的秘訣是什麼？ 

 

 

 

 

 

信息二.以色列人看到神显现的威严，心生敬畏。 

 

 

5. 今天的基督徒，怎么样才算是敬畏神？“敬畏神”和“不犯罪”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么？ 

 



 出埃及记查经第十三课（21：1～36） 6/27/2014 

 

『以色列生活的典章 （一）』 

 

 

 

归纳总意— 

 

颁布完十诫之后，神开始颁布具体的细节。在这一章里，解释了在具体生活当中，在奴隶，暴行，和牲

畜三个方面，以色列民当如何做。由此可见神所颁布的律法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影响到以色列民每一

天生活的具体原则和制度。而这些律例对于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很好的指引和提醒。 

 

 

主要段落主题— 

 

21：1-11 奴隶的条例。 

 

21:12-27 暴行的条例。 

 

21：28-36 牲畜的条例。 

 

 

 

————————————————————————————————————————————— 

主要信息— 

 

 

 

一. 通过在奴隶，暴行，和牲畜三个方面颁布的律法，让以色列民学习公平公义的原则。 



 出埃及记查经第十三课（21：1～36） 6/27/2014 

讨论与分享— 

 

 

 

1. 神所设立关于主仆关系的律法，是为了对付人的哪些罪，表明了神怎样的心意？ 

 

 

 

 

2. 在 12-27节，描述了几种情况？对于这些暴力和犯罪的行径，神的律法是如何处置的？这其中看到

了神怎样的心意？ 

 

 

 

 

3. 对照本章 23-25节，和马太福音 5：39节，你如何理解这两处经文，又如何应用在生活里？ 

 

 

 

 

4. 在 28-36节，关于牲畜的律例，其中反映了什么样的原则？当今社会中有什么类似的现象？ 

 

 

 

 

5. 从神所颁布的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律例中，你能找到哪些原则，依然适用于今天基督徒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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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民生活的典章  (二) 

歸納總意— 

摩西繼續傳述  神教導以色列民如何將十誡的基礎實踐在生活中（『約書』- 出 24：7）。這兩

章經文的內容包括偷竊與賠償、潔淨、社會關懷、司法公正、守安息與節期等敬神愛人的條例，

也不乏違背誡命後的補贖之道。在約書之末，神諄諄告誡以色列民，要與迦南人『分別』出來，

專心事奉耶和華。祂多方應許以色列民，若聽從  神使者的話去行，就必在進住迦南的凡事上蒙

福。神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神的子民。 

 

分段大意—    

22：1-17 不可偷盜與財物賠還的條例 

22：18-31 尊奉神與憐憫人的條例 

23：1-9 不可作假見證的條例 

23：10-19 守安息與守節期的條例 

23：20-33 聽從神使者進住迦南的條例與神的應許 

 

 

主要信息— 

神親自賜下的『十誡』，不只是『理想主義的』（idealistic），也是『實際可行的』（

realistic）；約書裡載明當時以色列民的群體『可以』並『必須』實踐在生活中的準則條例，因

此就與非選民『分別』出來，他們要成為『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子民』 （出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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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分享： 

1. 讀 22：1-4，請分享這些條例保護了誰？教導了什麼觀念？設下什麼限制？再讀 22：5-9

，偷竊與損毀的賠償為何不同？什麼情況需要審判官？百姓可從這些條例體會神的哪些心

意，預備作聖潔的國民？ 

 

 

2. 在 22：18-31，神特別指出哪些人不容存活？哪些人不應該被虧負苦待或毀謗？神為何特

別說明原因？你看到哪些人性？神如何教導百姓不要發怨言毀謗神、毀謗官長？請比較雅

各書 1：27 所講的『虔誠』。 

 

 

3. 根據 23：1-9，如何作一個不屈枉正直的人？試想妄作見證害死無辜的景況，人當如何秉

公行義？你有過受屈枉的經驗可以分享嗎？23：4-5為何夾在這段經文中？ 

 

 

4. 神為何如此看重『安息』？守安息日、安息年及一年三個節期，說明神的什麼心意？如何

應用在今日基督徒的生活裡？（人為何不肯守安息或不能安息？） 

 

5. 從 23：20-33，請找出神對以色列民進住迦南的每一個應許？這些應許神在後來都成就了

嗎？但以色列民因悖逆受了怎樣的虧損？讀完這份約書，你對神的律法有何新的認識？請

分享今天查經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結論：以上討論分享是否幫助了解本課主要信息？ 

【信息】   神親自賜下的『十誡』，不只是『理想主義的』（idealistic），也是『實際可行的

』（realistic）。神的子民『可以』也『必須』在生活中實踐，因此就與非選民『分別』出來，

成為『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子民』 （出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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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分段的主要內容： 

 

22：1-18 有關私有產權（property rights）的條例（包涵十誡中的『不可偷盜』）這些條
例保障被盜竊或搶奪，卻也定下賠償的限額。論點是：神的律法（God’s  law）

要求犯罪者補償所偷盜的，無罪者還以清白。 

22：19-31 關於貞潔和公義的律法，縱覽神的公義準則 

維護婚姻的神聖（16-17）；維護宗教制度的純潔（18-20）；維護人權（21-28）

；維護神權（29-31）。 

23：1-9 有關與人交往時保持公正（equity）與公義（justice） 

要作誠實的見證人（1-3）；神的子民必要公義，就算面對的是敵人（4-5）；神

的子民必要秉公行事（6-9）。 

23：10-19 有關向神感恩敬拜時的責任 

與窮人分享自己的所得（10-11）；給為自己服苦的人休息恢復體力的機會（12）

；對神忠誠（13）；以感恩的態度來到神面前並分享所得的（14-17）；保持正確

的敬拜方式（18-19節）。 

23：20-33 主要是應許（promise），但也是律法（the Law）中的一部分，故要求以信心遵
守神應許差遣天使為祂的忠僕預備道路（20-23）；神應許賜福與祂的忠僕們（

24-33）。看到神應許對『順服忠心的敬拜者』的保護（勝利）和祝福（藉天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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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乃之約』的確立與神的榮耀 

 

歸納總意— 

 

本(24)章在多方面是出埃及記全書的高潮，最重要的是耶和華（Yahweh）和祂的子民立約：摩西

頒布『約書』，百姓齊聲承諾『願意遵行』，摩西（1）寫上命令，（2）築壇獻祭，（3）宣讀約

書，（4）灑血為憑，正式與  神立約，成就了『西乃之約』（又稱『摩西之約』）。神並召喚摩

西率領袖們上山，共同經歷  神美好的同在。之後摩西再單獨上山，顯明他的中保（mediator）
身份，領受律法誡命的石版，其餘的人觀見神的榮耀在山上。 

 

 

分段大意— 

 

24：1-2 神召喚的命令 

24：3-8 摩西在西乃山下帶領以色列百姓與神立約 

24：9-18 摩西與領袖們上山，經歷神同在的美恩；榮耀的神召摩西單獨上山頂，領受約版 

 

 

 

主要信息— 

 

1. 神是『與人立約的神』，立約的要點：（1）人的承諾遵行（24：3，7），（2）有意義的

立約儀式（築壇，獻祭，灑血，參來 9：19-22），（3）神的接納與榮耀的同在，（4）銘

刻永存的誡命（約版）。 

 
2. 當日所立的是『血之約』（a covenant of blood），這『血』是「約被確立的血」（the 

blood by which the covenant is ratified），今日立的新約是憑基督的血（the blood 
of Christ）所立的（參太 26:28；林前 11:25）。當日榮耀的神親手將律法寫在石版上，

今日神將律法寫在人的心版上。 

 

-『那些日子以後，······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耶 31：33） 

-『主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寫在他們心上，

又要放在他們的裡面。』（來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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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分享— 

 

1. 整個立約的過程有哪些細節？『約書』是指什麼？你認為百姓為何能熱烈回應說：『耶和

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行』？立約後他們看見什麼？他們可能的心境為何？ 

 

 

2. 你知道你信主時也有類似的與神立約的過程嗎？你對神有何承諾？以色列人立約後經歷耶

和華同在的平安喜樂，你也有類似的見證嗎？  

 

 

小結：以上 2題討論分享是否幫助你了解信息 1？ 

【信息 1】神是『與人立約的神』，立約的要點：（1）人的承諾遵行（24：3，7），（2）有意

義的立約儀式（築壇，獻祭，灑血，參來 9：19-22），（3）神的接納與榮耀的同在，（4）銘刻

永存的誡命（約版）。 

 

 

 

3. 立約中摩西特別提到什麼？這『血』的意義如何（一半灑在壇上，一半灑在百姓身上）？

對照馬太 26：27-28 耶穌立約的血，這兩約有何異同？為何需要兩個約？ 

 

 

4. 當日神自己用指頭寫字給百姓，你如何體會神的心意？今日神如何『寫』在我們心裡？ 

 

 

5. 今日信徒心版上『銘刻永存的誡命』是什麼？你活出誡命的精意有何困難？可就（羅 12：

9-21）或（西 3：12-17）分享你近日的得勝或軟弱。你準備怎樣將今天所學應用在生活中

？ 

 

 

小結：以上 3題討論分享是否幫助了解信息 2？ 

【信息 2】當日所立的是『血之約』（a covenant of blood），這『血』是「約被確立的血」（

the blood by which the covenant is ratified），今日立的新約是憑基督的血（the blood of 
Christ）所立的（參太 26:28；林前 11:25）。當日榮耀的神親手將律法寫在石版上，今日神將律

法寫在人的心版上。 



 出埃及记 第十六课：25章 1-40 8/08/2014 

 1 ver. 7/20 

会幕的中心：至圣所内的约柜、陈设饼桌、金灯台 

 

在 24章我们看到神颁布律法后召摩西等 74位长老上山享受神的同在，并让他们亲身经历

神荣耀的充满。从 25章起直到 40章，神要启示另一个心意，就是祂要住在人的中间。耶

和华召摩西进入云中，用四十昼夜指示他圣所会幕蓝图。出埃及记以 13章之多的篇幅详

尽地描述会幕的蓝图和以色列是怎样照神的吩咐去建造，这些都足以证明会幕的重要性。 

神拯救以色列人，是要他們出了埃及之後去事奉神，而事奉神的最高峰是敬拜神。这不只

是神当时对以色列人的心意，也是在今天对你我的心意。怎样的事奉能讨神喜悦的呢？不

圣洁的人怎能来到神的面前？在 25-40章里从会幕的中心至圣所开始、到会幕本身、外院

直到在会幕服侍的祭司，神逐一把祂的心意启示给摩西和以色列人。 

 

分段主题： 

1. 材料的奉献（25：1－9） 

2. 约柜的样式（25：17－22） 

3. 陈设饼的桌子（25：23－30） 

4. 金灯台的样式（25：31－40） 

 

主要信息： 

一、 神的心意是要住在我们中间，祂也悦纳人为此而作的甘心乐意的奉献（25：1-9） 

 

二、 神是圣洁的，会幕的建造必须按照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不能有任何的掺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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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分享：  

1、 请观察神让摩西收下奉献的内容，举例说明这些东西后来做了什么用途？神设

立的奉献原则是什么？今天我们的奉献的内容和原则跟当初以色列人的有什么

相似和不同？你觉得今天的奉献用在了哪些地方？ 

 

2、 神设立会幕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照祂所指示的样式建造？今天的会幕是什

么？应该怎样建造？你怎样能在这建造上有份？ 

 

3、 请分成三小组用 3-5 分钟分别研读以下物件的材料，尺寸、组成和外观：约柜，

陈设饼桌、金灯台。然后把你们的结论画成图给大家看。 

 

4、 约柜里装的是什么？神在哪里与摩西相会？你怎样理解施恩座？ 

 

5、 神让以色列人常摆陈设饼, 对照約翰福音 6：35.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怎样理解陈设饼的用意？ 
（注：陳設餅照字面是「同在的餅」的意思。這陳設餅共有十二塊，代表十二個支派。

餅擺在聖所北邊的桌上，對著金燈臺，擺列成兩行，每行有六塊。每逢安息日換上新

的陳設餅，一周舊的餅退下來給祭司在聖所吃。参看利未記 24:5-9） 

  

6、 金灯台上面的杏花代表什么意思（参考数 17：8）？你怎样理解“祭司要点这

灯使灯光对照”这句话（参数 8：2-3）？请对照诗篇 119:105你的话是我脚前的

灯是我路上的光。約翰福音 8:12 耶穌又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人，

绝不会在黑暗裡行走，却要得到生命的光。」分享你得到光照的见证。 

 

7、 约柜，陈设饼桌子和金灯台的共同点是什么？你怎样理解神今天给人的供应？ 

附图：会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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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要与人在圣所里同住。祂对圣所的启示分为两个来回：在建

造的顺序上从中心到边缘又从外围回到核心；在预备上是从神给人的供应和恩典开始，经

过人的认罪、被赎买和成圣回到神的荣耀面前。具体顺序是从至圣所内的约柜、圣所内的

陈设饼桌、金灯台，到帐幕、铜祭坛、外院和祭司的预备，然后又回到圣所内的香坛，再

经由赎银、洗濯盆、圣膏油回到香坛上的香；从施恩座、陈设饼、不熄的灯光、荣耀会幕

的吸引，经过赦罪的恩典、祭司的成圣、回到得救之人把圣膏油和至圣的香献在耶和华面

前—祂为人准备好了一切之后在圣所的法柜前等待人的回归。 

这一课我们具体查考神启示摩西如何建造帐幕，铜祭坛和外院。愿我们以一个孩童的心来

领会神给摩西的启示，先记住那会幕、祭坛、外院的每个细节，有一天神会自己让我们明

白这一切的属灵意义。 

 

分段主体： 

1、 帐幕建造的蓝图（26章） 

神启示帐幕是从上面到下面，从里面到外面，从个体到全部。先是帐幕上面的幔子，从里

到外共 4层。最里面的是十幅由白细麻、蓝、紫、朱红的线织成的，每个上面都绣着基路

伯。每五幅幔子相连然后以 50个金钩连接 50个蓝色的纽扣成为一整块长 40肘宽 28肘的

巨幅幔子。第二层是纯白的山羊毛织成的十一幅幔子，五幅相连，另外六幅相连，再以

50铜钩连为一体，总长 44肘宽 30肘。第三层是由染红的公羊皮作成，最后一层是灰黑

的海狗皮作成。所有这些幔子都要挂在皂荚木竖板作成的结构上。每块皂荚木板高 10肘

宽 1肘半，南北各 20块(30肘)，西面就是帐幕的后面有 6块（9肘），边上的两块再加

厚两块。每块板都包着金子插在两个银卯座上，板和板之间以五根包金的皂荚木的闩连接，

中间的一根闩贯穿所有的竖板。帐幕的顶是四层幔子，假如你抬头看立起的帐幕，白蓝紫

红美丽的色彩和幔子上的基路伯尽收眼底；环顾四周，是耀眼的金碧辉煌。但是在金灯台

照亮你之前，你看不到圣所内的辉煌。又有绣着基路伯的彩色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安

在银卯座上皂荚木的柱子上，把圣所和至圣所分开。至圣所内是法柜，包金的饼桌在圣所

北边，纯金的灯台在南边对着桌子。帐幕的东面是入口，没有门，有一幅彩色(兰、紫、

朱红和白色)绣花的门帘，以金钩挂在 5根包金皂荚木的柱子上，柱子立在 5个铜的卯座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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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燔祭坛和外院（27：1－19） 

祭坛是方形 5x5肘，高 3肘， 里面是皂荚木外面包裹着铜，坛四拐角有 4个突出的角，

一切的配件（盆、铲、盘、火鼎）及器具都是铜作的。抬祭坛的皂荚木杠是铜包裹的插在

两边的铜环里。坛是中空的，四周围着铜网从下面达到坛的半腰。 

外院是白色细麻做的帷子四面围起来的，南北长 100肘，东西宽 50肘，高 5肘。每隔 5

肘有一个柱子，插在铜卯座上，柱子上有银制的杆子和钩子，用以连接和挂搭帷子。门在

东面，宽 20肘，门上挂着蓝、紫、朱红线和白细麻织成的绣花门帘。柱子用铜作的橛子

固定。帐幕和院子所用的橛子和其他用品都是铜的。 

3、 灯台的油（27：20－21） 

圣所里灯台点的油是捣碎的橄榄榨出的清油。灯是长点不熄的，从晚到早都点着，由亚伦

和他的子孙打理。 

 

问题与分享： 

1、帐幕内哪些地方你会看到基路伯？联系圣经第一次提到基路伯的地方（创 3：24）和

25章里基路伯的位置，你怎样看会幕内基路伯所表达的意义？ 

2、帐幕总共几层，几幅幔子？每层都是什么材料什么颜色？假如你站在高处从外面看帐

幕，和站在里面看，会有什么不同的看见？这让你联想到什么? 

3、到 27章为止，你能说出在会幕内有哪些物件，在会幕的外面又有什么物件？这些物件

特别是铜祭坛的功用是什麼？参考利未记第 1章和第 4章及 ch16：18的内容。 

4、根据我们刚刚学的经文，你能否描述一下对外院的印象？院门和周围的帷子有什么不

同和反差？院门上的帘子和帐幕的帘子跟周围的色彩有什么差别？ 请注意帷子和帐幕的

高度。 

5、金灯台上的灯光照在哪里？假如没有点亮的灯，你在会幕内能看见什么？为什么灯是

不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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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第一幅图的罩棚上幔子的层次是对的，但里面的颜色不对，而且幔子应是自然垂

下不应是斜钉在地上的，更重要的约柜的杠子不应该在柜的中间； 第二个图帐幕里面周

围金色是对的，但没有顶棚上的幔子，两副竖的幔子和外院门上的帘子也缺少了蓝色紫色。 

第三图画的是以色列人营纛的位置，圣所内的摆设不清楚，颜色不对，铜祭坛和洗濯盆的

大小比例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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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聖以供祭司的職分 

 

歸納總意 –  

 

神在西乃山上已經頒布了誡命與律法，也指示以色列人如何建約櫃和會幕，使神能住在以色

列人中間。然而，在神公義的律法底下，以色列人是不可能不犯罪的。罪若不被處理，人就

無法在神面前站立。於是神設立了祭司制度，使祭司成為舊約中神與人的中保，讓他們為百

姓獻祭代求，使神的公義能夠得到滿足，也使神的祝福能夠臨到以色列人。然而舊約的祭司

也是罪人，於是神特別指示摩西要為祭司們製作聖服，並以膏油及獻祭之禮使他們分別為

聖，為神供祭司的職分。舊約的大祭司預表新約的基督耶穌（希 9：11），而我們每一位基

督徒也在神的恩典之下成為神國“有君尊的祭司”（彼前二：9）。希望我們在繁瑣的聖服

及成聖禮細節中，能更明白基督耶穌的榮耀，性情，救贖，以及我們作為新約祭司應有的職

分。 

 

分段主題 – 

 

28:1 – 28:5  神指示摩西，要為亞倫和他兒子們製作聖服，使他們供祭司的職責。 

 

28：6 – 28：43  神指示祭司聖服的詳細做法及用法。 

 

29：1 - 29：43  神指示祭司成聖禮中，洗身，穿聖服，受膏，及獻祭的詳細程序。 

 

29：44 – 29：46 神使會幕及祭司成聖的心意。 

 

 

 

 

主要信息 – 

 

 

信息一. 大祭司預表新約的中保基督耶穌（來 9:15），為選民贖罪，代求。 

 

 

信息二. 獻祭使祭司的罪得贖，可以分別為聖，在會幕中事奉神。在新約中，基督耶穌

將自己一次獻上，成了永久的贖罪祭，使我們成為“有君尊的祭司”（彼前 2：

9），為要事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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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分享– 

 

信息一. 大祭司預表新約的中保基督耶穌（來 9:15），為選民贖罪，代求。  

 

1. 以色列人中，那些人可以當祭司？為什麼要為大祭司做聖服？聖服包括哪些？他們

大致是哪些材料做成的？ 

 

 
 

2. 從以弗得和胸牌的細節，可以看出神對大祭司的性情有什麼期許？如何看出新約的

大祭司耶穌基督也有這些性情？ 

 

 

信息二. 獻祭使祭司的罪得贖，可以分別為聖，在會幕中事奉神。在新約中，基督耶穌將自

己一次獻上，成了永久的贖罪祭，使我們成為“有君尊的祭司”（彼前 2：9），

為要事奉神。 

 

3. 歸納成聖禮所獻的四種祭，對血，脂油，肉，餅的處理各有什麼異同？所獻的這些

祭，各有什麼目的？ 

 

祭物 類別 血的處理 脂油的處理 肉或餅的處理 

公牛犢 
    

公綿羊 
    

公綿羊 
    

無酵餅，調油

無酵餅，抹油

無酵薄餅 
 

    
 

 

 

4. 神使祭司分別為聖的目的是什麼？我們要如何才能過聖潔的生活，使我們可以做神

的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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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聖以供祭司的職分 

 

歸納總意 –  

 

神在西乃山上已經頒布了誡命與律法，也指示以色列人如何建約櫃和會幕，使神能住在以色

列人中間。然而，在神公義的律法底下，以色列人是不可能不犯罪的。罪若不被處理，人就

無法在神面前站立。於是神設立了祭司制度，使祭司成為舊約中神與人的中保，讓他們為百

姓獻祭代求，使神的公義能夠得到滿足，也使神的祝福能夠臨到以色列人。然而舊約的祭司

也是罪人，於是神特別指示摩西要為祭司們製作聖服，並以膏油及獻祭之禮使他們分別為聖，

為神供祭司的職分。舊約的大祭司預表新約的基督耶穌（希 9：11），而我們每一位基督徒

也在神的恩典之下成為神國“有君尊的祭司”（彼前二：9）。希望我們在繁瑣的聖服及成

聖禮細節中，能更明白基督耶穌的榮耀，性情，救贖，以及我們作為新約祭司應有的職分。 

 

分段主題 – 

 

28:1 – 28:5  神指示摩西，要為亞倫和他兒子們製作聖服，使他們供祭司的職責。 

 

28：6 – 28：43  神指示祭司聖服的詳細做法及用法。 

 

29：1 - 29：43  神指示祭司成聖禮中，洗身，穿聖服，受膏，及獻祭的詳細程序。 

 

29：44 – 29：46 神使會幕及祭司成聖的心意。 

 

 

 

 

主要信息 – 

 

 

信息一. 大祭司預表新約的中保基督耶穌（來 9:15），為選民贖罪，代求。 

 

 

信息二. 獻祭使祭司的罪得贖，可以分別為聖，在會幕中事奉神。在新約中，基督耶穌

將自己一次獻上，成了永久的贖罪祭，使我們成為“有君尊的祭司”（彼前 2：

9），為要事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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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分享– 

 

信息一. 大祭司預表新約的中保基督耶穌（來 9:15），為選民贖罪，代求。  

 

1. 以色列人中，那些人可以當祭司？為什麼要為大祭司做聖服？聖服包括哪些？他們

大致是哪些材料做成的？ 

 

 
 

 神揀選利未人管理法櫃的帳幕和其中的器具，並要在帳幕的四圍安營（民 1：

50）。其中，再揀選亞倫和他的後裔為祭司的職分（民 3：6-10）。但也可以

依照拿細耳人之例（民 6），從小將自己獻給神，如撒母耳（撒上 1：28）。

撒母耳是哥轄的兒子以斯哈的後代（代上 6：34-38），亞倫是哥轄兒子暗蘭

的後代（代上 6：2-3）。 

 “這大祭司的尊榮，沒有人自取。惟要蒙 神所召，像亞倫一樣。”（希 5：

4）。以色列人有時讓非亞倫後裔做祭司的事，都是得罪神，如可拉大坍（民

16），米迦的祭司（士 17:12），掃羅代撒母耳獻祭（撒上 13：9）。 

 大祭司也是人，並不比一般人聖潔，“律法本是立軟弱的人為大祭司”（希 7：

28）。所以在供聖職前，大祭司要先為自己除罪，以便可以被分別為聖。“他

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須先為自己的罪，後為百姓的罪獻祭”（希 7：27）。 

 亞倫本身並不榮耀華美，原本不配做大祭司，所以神賜給他榮耀華美的聖服，

使他可以預表基督耶穌的榮耀華美。 

 聖服共有六件，胸牌，以弗得，外袍、雜色的內袍、冠冕，腰帶。並規定要

穿細麻布褲子，但這也許不是特殊“聖服”的一部分。材料是各種寶石，金

飾，細麻衣，以及與造會幕材料類似，“金線和藍色、紫色、朱紅色線，並

撚的細麻”（28：6）。 

 大祭司所穿的與會幕是出於類似的材料，這也可以象徵基督耶穌是我們新約

中的會幕（約 2：21），同時也是新約中的大祭司（希四：14），之後我們還

會明白，基督更是我們的贖罪祭（希 7：27）。 

 大祭司進聖所，雖然已獻祭，但卻不是真能除罪（希 10：3-4）（亞 3：3），

冠冕上的金牌也許是個提醒，說明亞倫是神特別的恩典，“歸耶和華為聖”，

所以不至於死。 

 Fun Fact: 祭司似乎不用穿鞋子？也許這與神呼招摩西時所指示的“不要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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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3：5）有關。 

 

2. 從以弗得和胸牌的細節，可以看出神對大祭司的性情有什麼期許？如何看出新約的

大祭司耶穌基督也有這些性情？ 

 

 大祭司背負以色列人的重擔 -- 肩帶的兩塊紅瑪瑙，“亞倫要在兩肩上擔他

們的名字，在耶和華面前作為紀念”（28：12）。我們的主也是“天天背負

我們重擔”（詩 68：19）。“像這樣，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來

9：28)。 

 大祭司體貼百姓天然人的軟弱，並代表以色列人到神面前，肩帶的兩塊紅瑪

瑙“六個名字在這塊寶石上，六個名字在那塊寶石上，都照他們生來的次序”。

今日我們的大祭司也能體恤我們的軟弱，為我們代求（希 4:15）。 

 大祭司紀念神所揀選的每一個選民 -- 決斷胸牌上十二塊不同的寶石，“要

將決斷胸牌，就是刻著以色列兒子名字的，帶在胸前，在耶和華面前常作紀

念” “帶在胸前” NIV translation is "close to his heart".（28：29）。

基督耶穌是我們的好牧人，他能按着名叫自己的羊，還為羊捨命（約 10：3，

10：11）。 

 大祭司不斷地為百姓代求 -- 烏陵（“光明”之意）和土明（“全備”之意）

是求問神的聖物。“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亞撒面前；以利亞撒要憑烏陵的判斷，

在耶和華面前為他求問。他和以色列全會眾都要遵以利亞撒的命出入。”（民

27：21.）。今日聖靈也照著 神的旨意不住替聖徒祈求（羅 8：26-27）。 

 

 

信息二. 獻祭使祭司的罪得贖，可以分別為聖，在會幕中事奉神。在新約中，基督耶穌將自

己一次獻上，成了永久的贖罪祭，使我們成為“有君尊的祭司”（彼前 2：9），

為要事奉神。 

 

 

3. 歸納成聖禮所獻的四種祭，對血，脂油，肉，餅的處理各有什麼異同？所獻的這些

祭，各有什麼目的？ 

 

祭物 類別 血的處理 脂油的處理 肉或餅的處理 

公牛犢 贖罪祭 抹在壇的四角，其餘倒在壇腳 燒在壇上 燒在營外 

公綿羊 燔祭 灑在壇的周圍 燒在壇上 燒在壇上 

公綿羊 平安祭 

抹在祭司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和

右腳的大拇指上，膏油和壇上的

血，彈在祭司的衣服上，其餘灑在

壇的四圍。 

燒在壇上 

一隻羊腿燒在壇

上，另一隻羊腿及

胸歸祭司們在會

幕前吃 

無酵餅，調油

無酵餅，抹油

無酵薄餅 

素祭     

餅各一個燒在祭

壇上， 其餘祭司

在會幕前吃 

 

 亞倫和他兒子們按手在公牛頭上，就代表與牛聯合了，所以公牛被殺被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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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代表祭司們被殺被燒。 

 贖罪祭 -- 尋求神的赦免。 

o 亞倫和他兒子們雖然已有祭司的身份，但他們仍是軟弱（有罪）之人，

必須先對付自己的罪，否則不能為百姓的罪獻祭（希 7：27-28）。 

o 贖罪祭的血被帶到祭壇贖罪，但祭物帶著（祭司們的）罪，神不悅納，

不能燒在祭壇上，祭司們也不能吃，必須燒在營外。就如耶穌擔當了

我們的罪孽，被殺在城門外，他自己被神所離棄，而他的血卻潔淨了

我們（希 13：10-12）。 

 燔祭 -- 尋求神的悅納。 

o 燔祭就是整個祭牲燒在祭壇上，沒有一點保留。代表我們在得救之後，

為神甘心樂意的全然獻上（羅 12：1）。 

o 同時也代表神對贖罪後的祭司們的完全悅納。 

 平安祭（利 9：22） -- 與神聯合。 

o 平安祭（Fellowship Offering）是祭司成聖禮最終所要完成的儀式。

代表與神聯合。 

o 平安祭的血潔淨祭司的耳，手，腳，好為神做工。 

o 這是唯一祭物可以留下給祭司在會幕前與神一起享用。 

 素祭（利 9：17）通常是與其他祭物一起獻上，因為它沒有血，“按著律法，

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淨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來 9:22）。 

 所有脂油都是不能吃的，與血一樣（利 7：23-25）。 

 共重複七天 -- 代表完全的意思，因神用七天造天地。 

 

 

4. 神使祭司分別為聖的目的是什麼？我們要如何才能過聖潔的生活，使我們可以做神

的祭司？ 

 

 (1) 給我供祭司的職分 (29:44) (2)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間，作他們的 

神。 

 用水洗身 – 寶血潔淨。 

 穿聖服 – 披戴基督。 

 膏油 – 接受聖靈。 

 贖罪祭 – 接受主耶穌作我們唯一的救贖。 

 燔祭 –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羅 12：1）。 

 平安祭 – “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來 6：

1），”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 4:13）。 

 聖潔的生活（自由分享） 

o 每日靈修，讀經禱告，蒙神光照。 

o 接受聖靈的帶領，隨時認罪悔改。 

o 不以基督為恥，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並隨時提醒自己，在生活上

作見證。 

o 弟兄之間彼此洗腳，互相提醒造就（約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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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會幕的其它細則 

 

歸納總意 –  

 

在 30-31章中，神接著曉諭會幕中的其他幾個物件用品的製作方法和使用的規定，包括香壇，

洗濯盆，膏油和香。神並指示向以色列人收取贖罪銀，“可以在耶和華面前為以色列人作紀

念，贖生命”。神並為摩西呼召比撒列及亞何利亞伯為巧匠，能作祂所指示一切的工。最後，

神再次曉諭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並將所有誡命刻在兩塊石板上，交給摩西。 

 

 

分段主題 – 

30:1 – 30：10  香壇的製作和使用。 

30：11 – 30：16 向以色列人收取贖罪銀。 

30：17 – 30：21 洗濯盆的製作和使用。 

30：22 - 30：33  膏油的製作和使用。 

30：34 - 30：38  香的製作和使用。 

31:1 – 31:11  神召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為工匠。 

31：12 – 31：17 神再次曉諭以色列人守安息日。 

31:18   神親自用指頭將誡命寫在兩塊石板上，交給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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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分享– 

 

 

1. 香壇的大致結構是什麼（30：1-5）？香的做法是什麼（30：34-35）？香壇所燒的香，

預表什麼（參考詩 141:2，啟 5:8）？ 

 

 

 

 

2. 神對香和香壇的使用，有什麼嚴格的規定？這對我們的禱告有什麼提醒？ 

 

 

 

 

3. 收取贖罪銀的原則是什麼（30：11-16）？這原則與 25章中，為會幕奉獻的原則有什

麼不同？ 

 

 

 

 

4. 洗濯盆的功能是什麼？我們重生得救後，願意為主服事，如何保持聖潔？ 

 

 

 

 

5. 由各種香料及橄欖油所作成聖膏油的功能是什麼？你能想到聖經中哪些人物曾經被

膏油所膏？ 

 

 
 

 

6. 神如何幫助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使他們能作各樣的工？神今天如何幫助你，在教會

中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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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會幕的其它細則 

 

歸納總意 –  

 

在 30-31章中，神接著曉諭會幕中的其他幾個物件用品的製作方法和使用的規定，包括香壇，

洗濯盆，膏油和香。神並指示向以色列人收取贖罪銀，“可以在耶和華面前為以色列人作紀

念，贖生命”。神並為摩西呼召比撒列及亞何利亞伯為巧匠，能作祂所指示一切的工。最後，

神再次曉諭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並將所有誡命刻在兩塊石板上，交給摩西。 

 

 

分段主題 – 

 

30:1 – 30：10  香壇的製作和使用。 

30：11 – 30：16 向以色列人收取贖罪銀。 

30：17 – 30：21 洗濯盆的製作和使用。 

30：22 - 30：33  膏油的製作和使用。 

30：34 - 30：38  香的製作和使用。 

31:1 – 31:11  神召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為工匠。 

31：12 – 31：17 神再次曉諭以色列人守安息日。 

31:18   神親自用指頭將誡命寫在兩塊石板上，交給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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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分享– 

 

 

1. 香壇的大致結構是什麼（30：1-5）？香的做法是什麼（30：34-35）？香壇所燒的

香，預表什麼（參考詩 141:2，啟 5:8）？ 

o  “願我的禱告如香陳列在你面前！願我舉手祈求，如獻晚祭！” （詩 141:2）。 

o  “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啟 5:8）。 

o 香壇對著施恩座，透過香壇所燒的香，來到神施恩座前，與神相會，“得憐恤，

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希 4：16）。 

o （民 16：46-48）亞倫的香爐，止住了瘟疫，和神的憤怒。 

 

2. 神對香和香壇的使用，有什麼嚴格的規定？這對我們的禱告有什麼提醒？ 

o (30:38)這香是單單給神享用的，不是給人享用的。我們的禱告是給神的，不

是給人聽的。 

o （太 6:5）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裡和十

字路口上禱告，故意叫人看見。” 

o （太 6:6）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o （30：9）奉給神的也只能用這神所命定的香，所以我們也只能奉基督耶穌的

名禱告，不能奉別的名禱告。 

o （30：10）香壇要每年經由贖罪禮潔淨，我們的禱告也要經常透過聖靈的光照，

潔淨我們從私慾而來的禱告。 

o （30：7）大祭司要在早晨及黃昏時燒香，也就是在早晚獻祭時燒香（29：39），

且燒香時必須用獻祭後的火來燒，不可用“凡火”（利 10：1）。 

  

 

 

3. 收取贖罪銀的原則是什麼（30：11-16）？這原則與 25 章中，為會幕奉獻的原則有

什麼不同？ 

o 不可不付，否則有災殃。（不是甘心樂意的禮物） 

o 20歲以外的，每人半舍客勒（約 1/5 ounce）銀子。 

o 要按聖所的平。 

o 富足的不可多出，貧窮的不可少出。 

o 今天我們若也要收贖罪銀，1/5 ounce silver，大約美金$4 （$21 per ounce），

所以並不是很多,應該人人都可以出得起。 

o 贖罪銀最後會作為會幕使用，但最重要的目的，還是在神面前為以色列人作紀

念。 

o 在神的標準前，每一個人不分貧富，在神面前的價值都是一樣的。 

o 今天在教會中，我們看待每一位弟兄姐妹，是不是一視同仁呢？ 

 

4. 洗濯盆的功能是什麼？我們重生得救後，願意為主服事，如何保持聖潔？ 

 

o 洗濯盆是在祭司進會幕供職前，在這裡用水洗手洗腳的。是服事的潔淨，不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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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的潔淨。 

o （自由分享）雖然我們已經寶血潔淨，但仍要隨時蒙聖靈光照，認罪悔改。並要

接受真理的潔淨，按照神的話語來服事，“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弗 5：26），水就是道，就是真理。 

 

 

5. 由各種香料及橄欖油所作成聖膏油的功能是什麼？你能想到聖經中哪些人物曾經被

膏油所膏？ 

 

o 功能（1）使各種聖物成聖，（2）使祭司們成聖。 

o 祭司 – 亞倫及他兒子們。 

o 君王 – 撒母耳膏掃羅（撒上 10：1），撒母耳膏大衛（撒上 16：13），祭司撒督

膏所羅門（王上 1：39），耶戶（王上 19：15）。，亞蘭王哈薛（王上 19：16）。 

o 先知 - 以利沙(王上 19：16)。 

 
 

 

6. 神如何幫助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使他們能作各樣的工？神今天如何幫助你，在教

會中服事？ 

 

o 神親自呼召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並賦予他們能力，來承擔神的工作。 

o “我也以我的靈充滿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能做各樣的工。” 

o “凡心裡有智慧的，我更使他們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 

o 藉聖靈賜給我們恩賜，智慧，能力。（徒 1: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

必得著能力”。 

o 自由分享。 



 出埃及記查經 第十九課(reference) (30:1 - 31：18) 9/19/2014 

4 

  Ver. 2014-08-31 

 



 出埃及記查經第二十課 經文（出 32：1-35）  10/10/2014 

Ver 9-29-2 Page 1 
 

歸納總義 

在西奈山下等候四十晝夜的百姓見摩西上山遲遲不回來，要求亞倫為百姓造神像，亞倫屈

服於百姓，要求百姓把耳上的金耳環摘下給他，百姓照做之後，亞倫叫人鑄造和雕琢了一

只金牛犢，百姓把這金牛犢當作領他們出埃及的神，向他獻祭，在金牛犢面前狂歡作樂。

當上帝對摩西宣告要除滅這頑梗的百姓，摩西苦苦為百姓代求，恩慈的上帝垂聽了摩西的

禱告，改變心意沒有降下所說的災禍給百姓。摩西下山親眼目睹百姓崇拜金牛犢且狂歡跳

舞行外邦人的惡，盛怒之下摔碎了刻有十誡的兩塊石板，並叫百姓燒掉金牛犢磨成粉末，

放在水中罰百姓喝這水。摩西見百姓放肆，呼召利未人以殺戮三千犯罪的百姓為警戒。因

為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犢違約犯了大罪，摩西再次上山為百姓祈求贖罪，上帝應允繼續引領

以色列人前往應許之地 

經文主題 

以色列百姓犯罪敬拜金牛犢遭上帝嚴厲的管教，摩西抓住神的心意懇求神赦免以色列人

的罪禱告蒙垂聽 

全段分段和重點 

1.亞倫和以色列民鑄造敬拜金牛犢，百姓在金牛犢前跳舞狂歡作樂得罪上帝 （出 32：1-

6） 

2.上帝在山上宣布審判要除滅這頑梗的百姓，摩西在上帝面前苦苦為百姓禱告 （出 32：

7-14） 

3. 摩西下山親眼目睹百姓的罪行之後，盛怒之下摔碎了兩塊石板 ，並叫百姓燒掉金牛犢

磨成粉末，罰百姓喝這摻有這粉末的水 （出 32：15-24） 

4. 以色列人面臨審判，利未人蒙摩西呼召殺戮犯罪的百姓三千人 （出 32：25-29） 

5.摩西再次上山求上帝贖罪，甚至以塗抹他在上帝冊上之名來代求，上帝答應繼續引領以

色列人到上帝所指示的地方去 （出 32：30-35） 

主要信息 

1，以色列人犯罪鑄造和崇拜金牛犢，上帝施行審判管教以色列百姓，顯明神公義和聖潔

的屬性。  

2，摩西緊緊抓住神的心意為以色列百姓祈求最終蒙上帝垂聽，上帝沒有降下所說的災禍

給百姓，顯明神憐憫和樂意饒恕人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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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和分享 

信息一 ：以色列民犯罪，鑄造敬拜金牛犢，面臨上帝嚴厲的審判和管教 

1在整個拜金牛犢的過程中，導致以色列民敬拜金牛犢犯罪的主要問題出在哪裏？為什麽

以色列民會產生如此的心態？ 

 

2百姓敬拜金牛犢而偏離了神的道，他們面臨了怎樣的後果？分享今天我們有沒有看似敬

拜神但實際上已經偏離神的道的事值得我們警惕？ 

 

信息二  摩西緊緊抓住神的心意為以色列民祈求，神最後改變心意不降災給以色列百姓，

並且繼續帶領以色列民前往應許之地 

3從摩西的禱告中，摩西抓住上帝什麽樣的心意為百姓代求？摩西有怎樣的品格值得我們

效仿？在你周圍有 沒有類似摩西無私為他人代求的見證可以分享？  

 

 

4為什麽上帝在傾聽摩西的禱告之後改變了祂的計劃？你有沒有經過禱告事情發生轉變的

經歷可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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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總義 

上帝吩咐摩西帶領百姓前往應許之地，並且差遣使者在他們前面把住在迦南地的人攆走，

但上帝拒絕與百姓親自同去，因為頑梗悖逆的以色列百姓在面對上帝的直接同在時，可能

會遭到上帝立時的擊殺。摩西在會幕中與上帝有親密的交流和禱告，他按著神憐憫的屬性

祈求上帝可以親自與以色列民同去，摩西為了印證更多上帝的臨在，他大膽地祈求要見上

帝的面，神恩待摩西讓他看到祂的背。   

經文主題 

以色列百姓蒙神應許繼續前往應許之地，但因頑梗悖逆本性不能在路上得神直接的同在；

摩西按神恩慈的本性祈求上帝親自與以色列百姓同往而禱告蒙應允 

全段分段和重點 

1.上帝應許差遣祂的使者趕出迦南七族的人，將迦南地賜給以色列人。但是上帝自己不和

他們同去，以色列民因此悲哀而摘除裝飾 （出 33：1-6） 

2.摩西在會幕裏與神親密交流，得到上帝神諭來解決百姓日常問題，在會幕中為百姓代禱 

（出 33：7-11） 

3. 摩西大膽祈求上帝親自與以色列百姓同去應許之地（出 33：12-16） 

4. 摩西為了進一步證實上帝的同在，大膽地祈求上帝將自己顯現給他來看，神恩待摩西

讓摩西看到祂的背，因為人見上帝的面不能存活（出 33：17-23） 

主要信息 

1，以色列百姓蒙神應許繼續前往應許之地，上帝拒絕直接的臨在避免因以色列民的頑梗

悖逆遭立時的擊殺   

2，摩西與神在會幕中親密交流謀求神更多的同在，更是求神按他豐盛的憐憫親自與以色

列民同行前往應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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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和分享 

信息一 ：上帝應許以色列民前往應許之地，但是拒絕親自與以色列同行前往迦南地  

1為什麽上帝會拒絕與以色列民親自同往應許之地？祂的用意何在？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神

怎樣的屬性？ 

 

 

2 神的同在對今天的信徒有怎樣實際的意義？你有沒有因某件事件的發生感受到神的同在，

這樣的經歷對你與神之間的關系有怎樣的改善作用？  

 

 

信息二  摩西與神親密交流祈求神更多的同在，更是求神按他豐盛的憐憫親自與以色列

民同行前往應許之地 

3 觀察摩西向上帝的禱告中（12-16節），摩西是抓住神的那個屬性來向上帝祈求的？ 

為什麽摩西一定堅持要神親自同去？  

 

 

4 怎個過程中看得出摩西一步一步想要和上帝建立更加親近的關系 （13節，求上帝將道

指示摩西。 15節求上帝不但和摩西同去，也要求上帝和百姓同去。18節，甚至求上帝將

祂的榮耀顯給摩西看），我們可以怎樣效仿摩西和上帝建立更加親近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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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總義 

上帝吩咐摩西再鑿法版次日清晨再上西乃山四十晝夜，上帝透過摩西和以色列人重新立約，

警誡以色列民不可與迦南地居民和他們的神立約和拜偶像，不可娶外邦女子為妻，不可為

自己鑄造神像。上帝向以色列人重申祂的誡命，典章和禮儀，摩西下山因和上帝長時間在

一起而面容發光，為使百姓不懼怕，和百姓說話時用帕子蒙臉 ，進入會幕見上帝時就把

帕子除掉 

經文主題 

上帝透過摩西重申神的誡命警戒以色列人不要再犯奸淫要遠離偶像；摩西長時間與神親

密交流被神光照面露榮光。  

全段分段和重點 

1.上帝吩咐摩西再造法版，次日清晨上西乃山。在山上摩西求告上帝的名，上帝將祂的聖

名，榮耀的特質，公義又慈愛的本性宣告出來。摩西伏地求神與他們同行，赦免他們的罪

過，並以他們為業。（出 34：1-9） 

2.上帝和以色列人重新立約，忌邪的上帝警誡以色列民不可與迦南地居民和他們的神立約，

要鏟除一切偶像和敬拜偶像的地方，不可娶外邦女子為妻，不可為自己鑄造神像。（出

34：10-17） 

3. 上帝吩咐要守除酵節，要將頭生的牲畜獻給主，要將頭生的兒子贖出來，要守安息日

和三大節期（除酵節，七七節，收藏節），並遵守特殊的禁忌（不可將祭物的血和有酵的

餅獻上等等），摩西在山上四十晝夜（出 34：18-28） 

4. 摩西下山以後，他因和上帝長時間在一起而面容發光，以色列人因此敬畏不敢靠前。

摩西將神在山上的命令傳達百姓，和百姓說話時用帕子蒙臉 ，進入會幕見上帝時就把帕

子除掉（出 34：29-35） 

5.摩西頒布安息日條例（出 35：1-3） 

主要信息 

1，上帝透過摩西在西乃山和以色列百姓再次立約，重申神的誡命典章和禮儀，再次顯明

神慈愛憐憫和公義的本性。  

2，摩西在上山四十晝夜和神會面，下山後面露榮光，表達與神親密交通有改變人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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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和分享 

信息一 ：神透過摩西在西乃山和以色列百姓再次立約，重申神的誡命典章和禮儀  

1從出埃及記 34章 7-9節，可以看出神有公義也有慈愛，你是怎樣理解這兩者之間的關

係的？詩篇說“神的怒氣是一時之間，但慈愛卻是一生之久”？ 分享神在你的身上類此

的經歷。 

 

 

2神在出埃及記 34章 10-26重申誡命和禮儀主要用意和重點是什麽？對你在生活上有什

麼提醒? 

 

 

3  怎麽理解神是一個忌邪的神？今日我們在怎樣的事上，顯出我們不夠專一而需要自我

警惕的？ 

 

 

信息二  摩西在上山四十晝夜和神會面，下山後面露榮光，表達與神親密交通有改變人

的功用 

4  摩西長時間和神親密交流之後，下山後面容發光。在你的周圍有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人，

因和神建立親密關系，而生命發生改變的見證可以分享？你心中羨慕有這樣的生命改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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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按神吩咐的来準備制作帐幕 
 

 

歸納總意 –  

神曾把帐幕的建造蓝图告诉了摩西（25～31 章），但帐幕的建造却因以色列民的背道（32章

的金牛犊事件）而耽延了。神与以色列民重新立约之后，神吩咐以色列民开始准备建造帐幕。

以色列人預備制作帳幕的材料，都是按照神在西乃山上吩咐摩西的。眾百姓也甘心樂意獻上

所需的材料。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被神揀選并賜予智慧和技能，負責整個制作工程，百姓中

有智慧的都來作神的工。這段時間以色列人為了神的事工齊心協力，精誠合作，在曠野上渡

過了一段和睦同居的美好時光。神囑咐以色列人在作工時一定要守安息日。 

 

 

 

 

 

主要信息 – 

 
 

信息 1. 神豐富的預備。神預備了製作帳幕的材料，預備了百姓的心，并挑选了合神使用的

工人。 

 

 

 

信息 2. 以色列民積極的回應。会众甘心樂意奉獻帳幕所需，把最珍貴的物飾都獻給耶和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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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分享– 

 

1. 神在地上设立帐幕的心意是什么？以色列民刚刚与神重新立约要守安息日（34：

21）。为什麽在建造帐幕开始时，神要再一次強調以色列民在制作帐幕的過程

中一定要守安息日？这对于我们今日的侍奉和敬拜有哪些提醒? 

 

 

 

 

2. 神在以色列民出埃及前就預備了制作帐幕的材料（出 12：35-36）,以色列民是

怎样回应帐幕制作的需要的？我們今天的財富也是從神來，對待錢財應是一个

什麼樣的心態？当你看到神家里的需要时你如何回应？ 

 

 

 

 

 

3. 曾几何时，以色列民在山下拜金牛犊（32章），但现在却回转过来积极回应神

的吩咐。是什麽原因导致这样的反转?你生命中是否也有过从低谷向上提升的

经历？请分享。 

 

 

 

4. 神预备了工作（建帐幕）和做工所需要的材料，神也捡选、预备了工人。这些

工人都包括哪些人？请从经文里找出合乎主用的工人当具备的条件。 

 

 

 

5. 神赐给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以及以色列众工人智慧和技能。当他们回应神的呼

召后，神賜給他们更多的智慧和能力，并在圣经中纪念他们所作的工。我們的

智慧才幹也是從神而來，当神呼召你侍奉时，你是如何回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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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按神吩咐的来制作帐幕 

 

歸納總意 –  

在比撒烈和亞何利亞伯的帶領下，以色列人制作了帳幕、約櫃、桌子、燈台、香壇、祭壇、

洗濯盆以及帳幕的院子。制作過程都是按照耶和華吩咐摩西的，由比撒列負責制作，亞何利

亞伯是他的助手，有智慧技能的工匠都參與了制作。以色列人奉獻了足夠的金、銀和銅。 

 

 

 

 

 

主要信息 – 

 
 

以色列人制作的帳幕過程是完全遵照神所吩咐的，彼此同工、配搭，在神面前完成了一

次忠心的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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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分享–  

 

a. 約櫃和施恩座象徵著甚麼？今天沒有看得見的約櫃，基督徒怎樣確信神的同在？請分

享聖靈同在的經驗。 

 

 

b. 旧约时的以色列人需要经常在祭坛上用真的祭物来献祭。今日的基督徒不需要通過獻

祭來贖罪，我们当向神献什么？ 

 

 

c. 按功能可以把会幕划分为院子、圣所和至圣所三个部分。请画出会幕的图形并标出院

子大门、祭壇、香壇、幔子、約櫃和施恩座的位置。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如何才能够来

到神的面前？什么是今日基督徒的会幕（圣殿)？今日的基督徒如何来到神的面前？

請分享舊約與新約在與神同在的方式上的區別。 

 

 

 

d. 以色列人制作帳幕時是如何互相配搭的？我們從中學到了怎樣的侍奉原則？這些原

則在你今後的侍奉上有何幫助？ 

 

 

e. 聖經中把以色列人奉獻的金、銀和銅的具體數字記載下來，你從中理解到神是怎樣看

待奉獻的? 这些新的看见或理解如何帮助你来回应神家里在财务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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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總意 –  

神從以色列中召來製作會幕的人完成了最後一項聖衣的製作。 

 

他們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完成一切的工。 

 

他們將帳幕和帳幕的一切器具，及用以供祭司職份的聖衣都送到摩西那裡。摩西檢査一切的

工都做成了，就給他們祝福。 

 

神曉諭摩西在正月初一立起帳幕。當帳幕立起來， 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在以色列人

所行的路上， 耶和華與他們同在。  

 

 

 

 

 
 
主要信息 – 

 
 

人遵行神的吩咐，完成神要人所作的工 (製作會幕 -- 出:39:32,42)。 

使得神的旨意 (神與人同在 -- 出 29:45,46) 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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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分享–  

 

1.「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在 (出埃及記 39, 40 章) 裡重複了幾次?  

  這對我們在事奉上及傳福音上有什麼提醒?  你曾有照著「神所吩咐而行」的經歷嗎? 

 

 

  

2. 祭司的聖衣有那些特點反映出祭司的職份? (出 39:6-14; 出 39:27-30) (参考啓 19:8; 詩 24:3-4 ) 

   基督徒就是祭司, 當如何行 可與這職份相稱?  

 

[彼前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 神的

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來 5:1 -4] 凡從人間挑選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辦理屬 神的事、為要獻上禮物、和

贖罪祭， 他能體諒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為他自己也是被軟弱所困．故此他理當

為百姓和自己獻祭贖罪。這大祭司的尊榮、沒有人自取、惟要蒙 神所召、像亞倫一樣。 

[羅 15:16] 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 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獻上的外邦人、

因著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悅納。 

 

 

  

3. 會幕立起來之後, 神如何顯現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 請分享你在什麼事上看到神的顯現      

   (例如：神的能力與慈愛的作為帶給人得勝與安慰), 以及這經歴對你靈命的影響。 

 

 

 

 

4. 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 (來 3:2) 。在出埃及記中你看到摩西如何向神盡忠 ?  

  有那些摩西做的事你可學習來幫助你的事奉? 

   

 

 

 

5. 出埃及記中那些人, 事, 物給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為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