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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课 讲稿 

 

 如果你问一个以色列人去迦南地的路线或者他们是谁，他们可能会说：“哦，我曾

在异乡为奴，但我在羔羊的宝血之下寻求庇护。我们的中保带领我们出来并救赎了我们。

现在我们正在通往应许之地的路上，不过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但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

靠祂的恩典活着，祂不会离开我们，而是会一直陪伴我们到达我们最终的目的地。” 

这些话在你们听来是不是很熟悉？那正是当代基督徒所说的话，但那是《出埃及记》

的信息。我们在这一系列课程的开头就已经注意到，上帝用来显明自己的一种方式是藉着

祂的作为、祂的行动或祂所做的事情，那一切都与祂的圣言联系在一起。上帝藉着祂的行

为和关于这些行为的圣言来显明自己。例如，我们在创造之工和大洪水这些重大事件中看

到了这一点。我们并不为此感到惊奇；上帝出于祂的主权管理历史中的一切细节，逐渐展

开祂的计划，同时祂赐下了祂所默示的圣言来为我们记录这些启示。 

 出埃及这一历史事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教导，彰显了上帝在救赎之工中的

荣耀。旧约中的其余部分不断回顾这一事件，新约也阐明了这个事件的含义，藉此来帮助

我们理解福音，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地晓得《出埃及记》中的神学，《出埃及记》对于圣经

 

本课主题: 

上帝搭救祂的百姓脱离奴役，向他们彰显了自己的荣耀，同时也通过他们彰显自己的
荣耀，藉此显明了祂的救赎计划。 

 

经文: 

“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
要应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太 2：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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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福音都具有核心意义。 

 在救赎历史这个大背景下，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如何使用拯救以色列人出埃

及这件事来向祂的百姓和世界显明自己？上帝为什么允许祂的百姓处于为奴的状态？救赎

这一福音主题如何植根于这段旧约记述之中？在出埃及这个故事中，摩西与基督有什么关

系？在这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与出埃及这一历史事件相关的神学主题。首先我们要说的

是，上帝藉此显明了祂自己。上帝早已向亚伯拉罕预言了以色列人将要在埃及为奴这件事，

这个情节为我们提供了背景。还记得《创世记》第 15 章 13 节中的话吗？“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我认为明白《创世记》与《出埃及记》之间的联系，对我们而言很重要，也很有必

要。因为当上帝对摩西讲话时，祂反复显明自己是“你们祖宗的上帝”、“你父亲的上

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你们也可以从《创世记》和《出

埃及记》第 1 章 7 节中看到关于以色列人后裔的描述：“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

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关于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应许实现了。他们从只有 70 人的

一小群人发展壮大起来，后来遍满了埃及地。法老觉得受到了威胁，于是用苦工和重担奴

役他们。这就是救赎和拯救的背景。法老企图杀死以色列人的男婴，这表明蛇的后裔与女

人的后裔之间在进行持续的争战。你们还可以往后想一想基督出生时发生的类似事件，那

时希律也想要杀死以色列人所有的男婴，马利亚的丈夫约瑟带着耶稣逃往埃及，然后又回

来了。我们没有时间探讨这个事件的全部含义。请再次注意上帝的话语和行为之间的联系。 

 从《出埃及记》第 1 章到 18 章，上帝都是先讲话，然后行动。也就是说，上帝的圣

言先于事件的发生。上帝的话语和行为都呼吁我们要有盼望、信心和顺服。但在讲第一点

时，我们尤其需要强调我们学到了关于上帝的什么知识，上帝向我们显明了关于祂自己的

什么事，因为《出埃及记》不仅仅是关于拯救的。事实上，相对于启示关于上帝的知识这

一目的而言，那是次要的。上帝使以色列人获得自由的方式，彰显了祂自己的荣耀。燃烧

的荆棘和《出埃及记》第 3 章所记载的内容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法老自己的话也清楚地

表明了这一点。在《出埃及记》第 5 章 2 节中，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祂的话，

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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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藉着一系列灾祸显明了祂自己，表明自己是掌管大自然的至高之主，远远高过

埃及的一切假神。上帝施行的这次拯救既让以色列人认识了上帝，也让埃及人认识了上帝。

经上告诉我们：“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

道我是耶和华”（出 7:5）。 

 关于上帝的知识不仅仅局限在以色列人当中，也不仅仅局限在埃及人当中，而是要

传扬给全世界的人。事实上，后来在《约书亚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远离耶路撒冷城的

妓女的故事。她在《约书亚记》第 2 章 9-10 节中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

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

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 

 你们明白这一点了吗？《出埃及记》是关于神学的，是关于上帝的启示。我来为你

们简要概括一下这卷书中包含了关于上帝的什么启示。我们看到了上帝向祂自己的百姓启

示的一些事情。其中一个美好的例子就是上帝的名字，向上帝的百姓宣告的上帝的名字。

上帝的名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概念，因为上帝的名字显明了上帝是谁。实际上，这指

的是上帝显明自己的所有方式，包括藉着祂的属性、祂的圣言、祂的作为和对祂的敬拜来

显明祂自己，也包括藉着祂的头衔和名字来显明祂自己。所以第三条诫命说：“不可妄称

耶和华你上帝的名。”所以在主祷文的第一个祈求中我们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你们可以看到这对于我们理解圣经是多么重要。 

 在《出埃及记》第 3 章 14 节中，上帝宣告：“我是自有永有的……那自有的打发我

到你们这里来。”这是耶和华的名字，是守约的上帝的名字。祂是至高无上的，祂信守祂

的约的应许。那一切都包含在这个名字之中。事实上，如果你们读经的范围更广泛一些，

读了整个《出埃及记》第 3 章 1-22 节，你们就会看到上帝告诉了我们各种事情。祂在第

1-4 节中告诉了我们祂与我们同在，在第 5-6 节中告诉了我们关于祂的约的事情，在第 7-

9 节中告诉了我们祂有慈悲之心，在第 10-12 节中告诉了我们祂分派给摩西的使命，第 13-

15 节告诉了我们祂是信实的，第 16-22 节告诉了我们祂的计划。但耶和华这个名字给我们

的启示，标志着一个改变，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出埃及记》第 6 章 2-3 节中说：“上帝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

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上帝，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你们看到

在出埃及期间，上帝比以前更充分地向我们显明了祂自己。祂也向祂的仇敌显明了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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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也请看看《出埃及记》第 4 章 5 节：“如此好叫他们信

耶和华他们祖宗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是向你显现

了。” 

我们看到上帝藉着祂的名字显明了自己。我们先前在上一课中看到祂在《出埃及记》

的一些章节中显明自己是耶和华的使者。我们看到经上提到了祂的面和祂的同在，提到了

耶和华的荣耀。但上帝显明自己的最后一种方式是藉着祂的行为，藉着与《出埃及记》中

的救赎行为有关的神迹奇事。这并不是平常的事。我的意思是，有些人以为整个圣经历史

过程中一直有神迹奇事发生，因此他们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这些特别的神迹奇事在当

今时代仍然继续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上帝藉着在某些具体的时代发生的具体行为，实

现救赎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目的，那期间伴随着上帝的神迹奇事。所以神迹奇事伴随着上帝

的拯救行为。你们在福音书中，在基督到来时，在基督道成肉身时，在基督一切荣耀的作

为中，都能看到这一点。这些神迹奇事伴随着福音。 

 你们应当注意到，那些灾难，是藉着审判带来救恩。这是我们先前已经谈到过的主

题。那些灾难同时给埃及带来了审判，表明埃及是软弱无能的，同时也表明以色列人得到

了拯救。如果你们看一看上帝赐给我们的关于那些灾难、逾越节、红海、云柱和火柱、颁

布律法、在旷野里的供应以及他们到达应许之地的记述，就会明白这一切都表明了这一点。

但现在我们需要来看一看显明了上帝之荣耀的救赎之工。那带领我们来探讨第二个主题，

即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 

 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时代在许多方面都显得大有荣耀，但这个时代的结局却是

悲惨的：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一切似乎都有悖于上帝的计划和应许。上帝的应许再次显

得遥不可及。请注意，回想一下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第一，他们没有到达那个地方，

却来到了埃及。第二，他们没有得到所应许的福分，却在埃及为奴。第三，他们想要生养

众多，却看到法老企图杀死他们所有的男婴。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以为奴的身份寄居，似乎是对上帝之约的应许的挑战。但为奴的

经历成为了关于上帝及其所赐救恩的荣耀启示的背景。最终，我们必定会得救脱离奴役和

死亡，被带领进入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之中。他们在患难中凭着信心呼求上帝，《出埃

及记》第 2 章第 23 节的后半部分说：“以色列人因作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

上帝。”上帝的应许为人提供了盼望。你在下一节经文中看到了这些话：“上帝听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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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哀声，就记念祂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请注意我们在这些经文以及上下

文中学到了关于上帝的什么教导。上帝听见了，上帝记念，上帝看顾，上帝顾念他们。 

 在救赎之工这一极其重要的主题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上帝的百姓那时和

现在所需要的，都是得救脱离罪。他们需要得救脱离压迫和痛苦。他们也需要得救脱离偶

像崇拜。后来在《约书亚记》第 24 章和《以西结书》第 23 章才提到了这一点。但以色列

人在埃及为奴和出埃及表明人类被邪恶的权势所捆绑，绝对需要上帝大能的作为来救赎祂

的百姓脱离罪的奴役。救恩就是关于上帝如何搭救人脱离奴役的。以色列人是为奴的，这

反映了他们和我们的属灵状况。在来到基督面前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人服侍罪。人被

罪所辖制和控制。人无法脱离罪，也不能抵挡罪。 

 人也是偶像的奴仆。要记得，偶像就是你爱之胜过爱上帝的任何东西。这个为奴的

状态，就是人因着信上帝的应许被更新、转离不信状态的背景。这带领我们来看第三点，

救赎之工这一主题。 

 救赎的意思是得救脱离为奴的状态。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松开”或“从捆绑中被释

放出来”。它指的是从为奴的状态中被买赎回来。在《出埃及记》第 14 章 13 和 14 节中，

我们读到：“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

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作声。’” 

我们发现了什么？我们发现他们是被用血拯救出来的，被用血拯救出来这整个概念，

是关于出埃及的这段记述的核心。血是逾越节用来遮盖门楣的材料。我们将在讲解献祭的

那一课中详细探讨逾越节，阐明那与主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但在此请注意，以色列人是

藉着流血逃脱了审判。之前的灾难使歌珊地的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分别开了，但第十灾，也

就是最后一灾，致使以色列人彻底得救离开了埃及。以色列自身必须藉着这最后一个神迹

得救赎。 

 以色列人头生的儿子得救脱离死亡，象征着以色列民族得救离开埃及。逾越节的羔

羊象征着一个替代者，代人赎罪：那羔羊代替了以色列人的儿子。显而易见，这教导了我

们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真理。上帝的羔羊除去了世人的罪孽（约 1:29），这羔羊代替自己的

百姓被杀，为的是救赎他们，为的是拯救他们脱离罪的奴役。在《以赛亚书》第 41 章 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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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中我们读到：“雅各啊……以色列啊……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

的……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作你的赎

价。” 

 你们看到赎价的概念包含在关于救赎和得救脱离奴役这一极其重要的观点之中。这

反映了灵魂的属灵状况。《罗马书》第 6 章 14 节说，耶和华的百姓一旦得救赎，“罪必不

能作你们的主”；罪不能再像主人那样辖制或奴役你们。《希伯来书》第 11 章 29 节表明，

过红海是基督徒之信心的范例。正如在挪亚时代，上帝藉着审判赐下了救恩。这次也是藉

着水。以色列人安全地过了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想要跟着他们过去，却被水吞没了，

都被淹死了。浸水礼也是上帝之审判的记号。 

 这一切都阐明了上帝的百姓在主耶稣基督里拥有自由这一主题：他们如今不再是为

奴的、被捆绑的，而是自由地生活在上帝白白的恩典之中，为上帝的荣耀而活。上帝的百

姓得救脱离了撒但黑暗的国度，被带领进入了基督国度之中，宛如进入了应许之地光明的

国度之中。他们得救脱离了魔鬼作主的家族，进入了上帝之家。 

 但此刻我们必须注意到出埃及这个故事中意义最深远的一点，我认为这一点的意义

最深远，因为它是上帝的整个宏伟计划中具有深远意义的几个关键点之一。这一点就是：

救赎的目标是敬拜。 

 我们在《创世记》的前几章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后来也曾提到这一点。但上帝的

目的是带领一群按照自己的形像样式造的百姓归向祂自己，以便他们可以在敬拜中侍奉祂。

救赎是达到那一目的的手段。你们在《出埃及记》的记述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上帝搭救他

们是为了让他们敬拜祂，让他们可以与祂同住。在《出埃及记》第 4 章 23 节中，摩西告诉

了法老这句话：“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侍奉’可以翻译成‘敬拜’）”。这在红

海的另一边达到了顶点。结果是什么？以色列人满怀喜乐和感恩地敬拜上帝，庆祝上帝救

赎了他们。在《出埃及记》第 15 章摩西受圣灵默示所写的歌中为我们记录了这一点，这首

歌赞美了上帝的守约、信实。我们认为这首歌不仅是《出埃及记》这卷书的中心，从许多

方面来说也是整个故事的中心。 

 在第 15 章 13 节中，我们读到那首歌里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

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这里的“慈爱”希伯来原文是“chesed”，是你们应当知道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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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非常重要的旧约词汇。它指的是上帝对祂百姓的稳定、永无穷尽的立约之爱。这个词还

出现在旧约中别的重要地方，具有很重要的神学含义，但你们在《诗篇》中也可以看到这

个词。你们将会发现《诗篇》第 136 篇中反反复复地使用这个词。 

 在《约翰福音》第 5 章 24 节中，我们读到：“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

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看到那里的描述与《出埃及记》的相似之处了吗？

在《以赛亚书》第 51 章 10-11 节中，我们读到：“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

赎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 

 最后，我们需要探讨中保这一神学主题。以色列是藉着一位中保得赎脱离为奴的状

态的。摩西的服侍所起的作用是作为一个器皿，上帝藉着他救赎上帝的百姓。他的使命是

显明和预表主耶稣基督以及祂的工作。我们在新约的多处地方都看到了这一点。你们可以

认为他是救赎主。上帝是救赎主。摩西在埃及生活了四十年，在米甸的旷野里生活了四十

年；然后在西奈山颁布律法之后，摩西又与以色列人一起在旷野里生活了四十年。你们会

注意到摩西的信心和顺服。《希伯来书》第 11 章中说，摩西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里

也表明了他甘愿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

之乐。这里面也提到了圣洁这一主题。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基督是一切的中心。摩西的目光越过了埃及，甚至越过了他将要与希伯来人一起承

受的苦难。他的目光越过了一切，唯独仰望主耶稣基督。所以，我的朋友，我们最好也做

同样的事。在阅读关于摩西的记述时，我们的目光也应当回到主耶稣基督身上。摩西站在

上帝和祂的百姓之间。他也站在上帝和各民族之间，实际上，他站在上帝和当时的一切受

造物之间。当上帝有话要说时，祂藉着摩西讲话。上帝没有藉着异象或别的什么事物直接

对法老讲话。祂打发摩西去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先是去到上帝面前，然后带着上帝的话语

回到上帝的百姓面前。那些神迹也是藉着摩西行出来的。 

 摩西和基督之间既有对比，也有联系。摩西是中保——将要到来的基督的预表。

《希伯来书》第 3 章 3 节说：“祂（基督）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

房屋更尊荣。”摩西指向更伟大的中保——主耶稣基督，祂既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

人。后来我们在《出埃及记》第 32 章 32 节中读到：“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

求你从你所写的册子上涂抹我的名。”这些是摩西的话。你们看出来这里描绘了一位中保

吗？与摩西不同的是，主耶稣基督没有罪。然而发生了什么事？祂代替祂的百姓浸没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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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忿怒的洪水之中。 

 上帝使苦难降临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摩西并没有被从上帝的册子上涂抹去，

但基督在十字架上大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基督是更高、

更大、更荣耀的中保，摩西只能以影子的形式指向祂。但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中保这一主题：

上帝将要藉着祂荣耀的中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手救赎祂的百姓脱离为奴的状态。 

 你们注意到出埃及并不仅仅是身体方面的救赎，也是属灵的救赎。归根到底，埃及

是一个充满了偶像崇拜和邪恶的地方，法老被视为神和魔鬼般的压迫者。以色列人会一直

回顾上帝搭救他们离开埃及这一荣耀的救赎之工。他们以后还会经历第二次出埃及——被

掳至巴比伦后离开那里。但这一切最终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在新约的开头，在《马太福

音》第 2 章 14-15 节中，我们读到：“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藉着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

子来。’”——那指的是主耶稣基督。 

 有趣的是，后来我们在《路加福音》第 9章 30-31节中读到了这些话：在变像山上，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请注意这一点），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

耶稣去世的事。”“去世”这个词按希腊原文直译是“出埃及”：“他们在荣光里显现，

谈论耶稣出埃及的事，就是祂（基督）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那个希腊词就是“出埃及”。这意味着什么？摩西和以利亚在跟基督谈论祂将要死

去这件事，表明基督在十字架上将要成就的事情就是最终的出埃及，彻底地救赎上帝的百

姓脱离罪和死亡的奴役。我们再次看到这不仅仅是激动人心的故事。这是上帝在显明基督

及其作为，以及祂百姓大能的救恩。我们必须把出埃及这一事件与上帝在救赎历史中的伟

大计划联系起来。 

 总之，圣经把在埃及为奴描述为苦难的熔炉——我们在《申命记》第 4 章 20 节和

《以赛亚书》第 48 章 10 节看到了这样的措词——上帝救赎祂的百姓脱离世界的奴役，使

他们闪耀着祂荣耀的光芒。 

 在下一课中，我们将要专注于阐述西奈山和颁布律法这件事。上帝将会对他们说：

“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作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

洁的”（利 11:45）。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