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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课 ：以色列的强盛与埃及的迫害 —— 神的应许与保守 

本章段落 

vv 1-10 以色列的强盛  

Vv. 11-14 法老第一个阴谋——奴役  

vv.15-22 法老第二个阴谋——慢性民族屠杀 

属灵原则 

P1 逆着神的计划而行是愚昧人的行为 

P2 严峻的考验是属神的人蒙恩的季节  

A.  古埃及简介  

1.  肥沃的土地。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有一句名言：“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尼

罗河使埃及成为肥沃的耕地，水源充足、四季阳光明媚，农作业出产不胜枚举，埃

及人几乎是种什么收什么。农作业每年两次的丰收：鱼、黄瓜、西瓜、韭菜、葱、

洋葱、蒜（民 11 :5）；小麦、大麦、水果、蔬菜、苹果、橄榄、枣、石榴等。 

2. 富庶的资源。埃及的天然资源极其丰富，不但适合农作业，畜牧业也很旺盛。在尼

罗河三角洲的地方，蒲草盛生，其纤维用于制作草纸、篮子、草席、鞋子和小船。

埃及的野生盛生动物有狐狼、狐狸、鬣狗、狮子、猞猁、花豹等。尼罗河岸也提供

了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湿土制做砖块、陶器等。还有丰富的建筑材料如砂

岩、石灰石、花岗岩、金、铜等。 

3.  卓越的科技文化。《使徒行传》7:22「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

事，都有才能。」古埃及是世界公认为知识的储藏库，早在摩西以前就发明

里他们的文字。他们擅长绘画和音乐，还有纺织技术（创世记  41 :42）。考古学

家在古埃及的坟墓里挖掘到雕像、乐器和珠宝。他们的数学和工程技术卓

越，吉萨的大金字塔就是其中一项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木乃伊的发现显露

了古埃及人早已经掌握了复杂高深的医药知识，其中包括蛀牙的修补和脑手

术。  

4.  多神论宗教。埃及人是膜拜多神的民族，常以动物的形象调画出膜拜的偶

像，如公牛、母牛、飞禽、猫、蛇和鳄鱼等。「…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

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罗马书 1 :20-23）他们

有看星象的博士、行邪术的术士等。（7 :11）  

「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哥林多前书 3 :19）  

富庶的资源、先进的科技、领先的文明都是很好，但若没有真理，这一切会

加速一个民族的人性腐败和道德堕落。这就是为什么埃及人很快就忘了约瑟和

他的恩，到了「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 ( v . 8 )  的时候，转而视希

伯来民族为一个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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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色列的强盛  vv 1-10 

1.  vv.1-7 以色列的强盛   

神藉着饥荒把雅各（就是以色列）全家迁移到埃及居住，因约瑟与埃及

人有功，作了埃及的宰相，以色列全家获得法老的庇护（创 47 :5 , 6），在埃及

住了四百年之久。他们所住的歌珊地是尼罗河三角洲肥沃之地，所以以色列

人「繁茂，满了那地」。雅各一家迁居埃及时才 70 人，出埃及的时候，能

打仗的男丁已有 603,550 人来计算，估计全人口至少有 2,000,000（出 12 :37 民

1 :46）；第 7 节说他们「极其强盛」，不但人口众多，而且体格强壮，生活富

足，给予埃及东部边界有力的护守，同时也是埃及经济的资产，这就是为什

么法老会担心以色列民族「离开这地去了」（v .10）。  

以色列在埃及地的强盛都是神照着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成为现实：  

「 1 7 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

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1 8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

我的话。」（创 22 :17 ,18）  

2.  vv. 8-10 埃及人的邪恶   

以色列民族的强盛却引起了埃及王的顾忌，担心以色列人与埃及的仇敌

联合出卖埃及，最终离开埃及（v .10）。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法老的担忧似乎是合情和理的，他必须确保埃及的

国家安全和埃及人的好处。但法老的心术不正，他并不是爱惜希伯来人的才

干和能力，希望他们成为埃及的公民，而是要把整个民族贬为免费的劳工—

—奴隶。这样的政治手段是神所厌恶的。  

C.  第一个阴谋——奴役  vv. 11-14 

奴隶是古代世界普遍的劳工制度，战败一方的人民就被掳掠作奴隶。但埃及法老对

希伯来民族的奴役不是这样，而是蛮横地把国中居住了四百年的一个自由、奉公守

法、对国家有所贡献的民族全部降为埃及地奴隶，而且加倍奴役他们。「严严地使以

色列人做工」（v.14） 「… 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

比东和兰塞。」（v.11）比东和兰塞是埃及东北部的两个积货城，供战争时囤积战用品和粮

食所用。它们已经在 1883 年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了，成为埃及罪行的历史见证，也是圣

经无误的外证。 

然而，只要信实神的大手在庇护着以色列人，埃及王的阴谋就不能得逞。

当埃及法老说：「恐怕他们多起来」（v .10）天地的王却使他们「越发多起来」  
（v .12）  

如果法老这个时候停下来，检讨为什么他的「巧计」不能得逞，那么他就

会明白，原来他不是在与以色列人争战，而是与神争战，可惜法老没有这么

做。当人所做的是逆着神的救赎计划，即使是巧计也必然不能得逞。   

P1 逆着神的计划而行是愚昧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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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救赎的目的和计划都已经启示在圣经里——道成肉身、十字架、圣经默

示、信徒称义、教会建立、神国降临、基督降临等；神又差知道神的事的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林前 2 :11），在各样事上作我们随时的引导，好让我们所做的不违

背祂的计划。让我们小心，无论在教会里或社会上，确保自己所做不拦阻神所

要做的、也不与神的计划背道而驰、更不可拆毁神的工作。  

D.  法老第二个阴谋——杀死男婴 vv.15-22 

法老吩咐收生婆暗地里把希伯来的男婴杀死，以制止希伯来人口增加；这

是慢性的民族屠杀。  

读《出埃及记》的人都会敬爱施弗拉和普阿这两位收生婆。第 17 节说她

们因敬畏神而「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然后推说希伯来

妇女在她们来到前就把婴孩产下来了，所以无机可乘。她们宁可冒着自己生命

的危险来违抗法老的命令，也不敢杀害无辜，这股强烈的正义感和刚强的胆识

是从对神的敬畏生出来的。真正敬畏神的人，必然看「顺从神，不顺从人」为

应当的，而勇敢地选择神（徒 5 :29）。  

收生婆没有照实情回答法老的审问，是不是做假见证而犯罪呢？产妇在收

生婆来到前就产下婴孩，不是荒谬的谎言，而是真发生的事实，否则法老也不

会接受她们的解释。  

她们若遵行法老违背公理的命令，流无辜人的血，得罪神，就是犯罪了。

一切都当按真理行，真理能使我们得自由，不受惧怕、内疚捆绑，也不受神的

审判。若我们说符合事实的话后果是助纣为虐，那就宁可不说，如两位收生

婆、又如耶利哥的喇合（书 2），又如当犹太官府、长老和文士以宗教权柄禁止

使徒们奉耶稣的名作教训人时，「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

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徒 4 :19）  

神因收生婆的义举而「厚待她们」、赐她们家庭「成家立业」、把她们的

名字记载在圣经里（v .20 ,21 , 15）。  

P2：严峻的考验是属神的人蒙恩的季节 

没有神的人没有把握能不能经得住生活的煎熬，属神的人就不是这样。我

们只要爱神、信靠祂、遵行祂的话，像两位收生婆一样，就能够安然度过一切

严峻的考验，并且神必赏赐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

呢？」（来 13:6） 
 

E.  属灵的争战  

1.  法老对希伯来民族的屠杀是历史上第一个反犹太主义的作为。圣经里还记载

着另外两个反犹太主义的大屠杀，一个在《以斯帖记》得宠的哈曼说服波斯

王（亚哈随鲁）灭绝犹太人；另一个记载在《马太福音》2:16 希律王听说有

一位生下来作犹太人的王的耶稣诞生了，就下令扼杀伯利恒城四境内所有两



2020 真理成人查经团契  《出埃及记》神救赎的完备                    4 | P a g e  

 

07 July 2020           只限真理浸信会内部使用 

岁以下的孩童。当然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党在“犹太问题的最后解决

方案”下，在有组织地屠杀了 6 百万犹太人。犹太民族虽然一而再惨遭民族

大屠杀，却没有灭绝。按 2019 年世界人口统计，全世界犹太人口有 1,470

万。这让我们看见，神从旧约、新约、直到今天，一直记念祂与亚伯拉罕所

立的约，保守祂的历史选民以色列。  

为什么犹太民族会遭受一连的逼迫和屠杀呢？当然，每一次的屠杀都有其

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看似与属血气的争战，其实但如果放在属灵的

显微镜下，就能看见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 6:12）。除了以色列离弃神去

拜偶像受神的审判，还有撒但对神的选民特别的攻击。从伊甸园开始就没有停

止，就是当神对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

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 3:15）女人的这位

后裔  ——击垮撒但的救主，就是通过神的选民赐下的。  

亲爱的圣徒，我们决不可看信仰不是生活的一个调剂品，或者是心灵的寄

托。属灵的争战是生命的真相，世上每一个人都诞生在属灵的战争中，法老、

哈曼、希律王、希特勒等执政掌权者都因自大自我沦为撒但管辖幽暗世界的兵

器。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总要殷勤，比如殷勤地做属灵操练、对福音工作的积极

参与、思考洞察事情背后的属灵争战等，才不至于因为在灵里安逸，失去属灵

的警觉性而堕入罪中。  

2.  当这个计划不得逞的时候，法老索性颁下一条命令：所有希伯来的男婴都丢

进河里淹死。收生婆的正义似乎带给以色列更大的灾难，我们应当如何看待

呢？  

没有埃及残酷的苦待，以色列人就会因着丰衣足食而不愿意离开埃及了，这

一点可以从他们在旷野中的埋怨看出来，而预知一切地神早已知道。法老的

屠杀使以色列人巴不得快快离开埃及，也使他们想起与他们列祖立约的神耶

和华。我们的神并不是被动地应对着所发生的事，祂在天上坐着为王，掌管

着人类历史、以及展开救赎的大计划。  

在创 12:2-3 中，神赐福亚伯拉罕：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神让祂的子民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住了四百年，其中一个旨意是藉着以色列

人赐福埃及，就如神藉着约瑟让波提乏、监狱长和当时的法老一样看见约瑟的

神，因顾惜约瑟而蒙福。可惜「不认识约瑟」的法老也就不认识约瑟的神，他

的属灵瞎眼带领埃及人把神藉着希伯来民族给他们的福气丢弃，换来来严峻的

咒诅。  

神把敬虔爱主、遵守神话语的人放在你的生命里，是要赐福给你。小心，

不要因个人的情绪把神要赐给你的福丢弃了，像「不认识约瑟的法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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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小结  

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已经意识到，那曾经友善的环境已经变成一个仇视、

要置他们于死地的地方。这里我没看见一个事实：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是不

断在改变的。基督徒不论处在顺境或是逆境、成功或者失败、富裕或者贫穷、

都要紧紧跟随耶稣基督，因为神救赎的旨意和计划永不改变。  

从本章圣经里我们看见神已经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多起来，极其强盛」

（v .20）。接下来，神定意把他们领出埃及，到应许之地建立大国，向世人见证

创造主独一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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