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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災十災

摩西蒙召以後，就被上帝差遣帶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過程當中他去向法老要求，容以色列百姓離開埃及，

法老不肯，神就用十災來刑罰法老跟埃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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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殺埃及人的長子

十災在文學上分成三個循環：

‧十災的目的‧法老的心剛硬 ‧十災的意義 ‧逾越節

難道神一定要用十災，才能夠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嗎？

五2 法老說：「我不認識耶和華，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摩西跟亞倫見到法老，跟法老說：

「希伯來人的神耶和華，要祂的百姓離開埃及，

在曠野走三天的路程，好去祭祀敬拜耶和華。」」

四23 耶和華說：「你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殺你的長子。」

十災的最主要的目地，是要讓法老跟埃及人認識 ─

耶和華是獨一的真神、是創造宇宙萬有的主宰。

法老根據自己的理解、埃及的神學思想，

以為法老就是神

以色列人敬拜的耶和華，

只不過是另外一個神而已…

‧十災的目的‧法老的心剛硬 ‧十災的意義 ‧逾越節

摩西在荊棘火燄異象中得著上帝給他啟示 ─ 名為耶和華

但只是頭腦裏的認識，還不是經歷中的認識；

十災大概前後將近有半年，

讓摩西 ─ 被神呼召的神的僕人，認識神的第一年，

藉著十災，對耶和華有了真正的認識。

十災裏連續有七次，講到耶和華說─

「我藉著這些事情，要讓你知道

我就是掌管宇宙萬有的主宰。」

讓災禍離開、停止

讓災禍在埃及人中有、以色列人中沒有

要讓以色列人、摩西、埃及人、法老，

都認識耶和華是一位怎麼樣的神。



‧十災的目的‧法老的心剛硬‧十災的意義 ‧逾越節

十災開頭的時候就已經講到 ─

四21 耶和華說：「我要使他的心剛硬，他必不容百姓去。」

如果這樣，法老還要為他的心剛硬來負責嗎？

十災之前預備性的神蹟，就看到法老是自己剛硬自己的心！

摩西跟亞倫去見法老，法老說：你們顯個神蹟吧！

亞倫把手中的杖就丟在地上，杖就變作蛇

法老的術士也把杖丟在地上，也都變成蛇

可是亞倫的杖就吞沒了法老術士的杖

要神蹟、後來的災，

是法老自己要的，要來認識神的力量；

法老認識了，卻內心裏面剛硬自己…

‧十災的目的‧法老的心剛硬‧十災的意義 ‧逾越節

第一災到第五災、第七災 ─ 法老自己先剛硬自己的心

第六災、第八到第十災 ─ 才是耶和華使法老的心剛硬

這種剛硬稱作是「審判性的剛硬」，

一個人不斷剛硬自己的心、故意拒絕神，

結果到後來，再也沒有機會讓他可以悔改了。

啟廿二11-12 不義的，叫他仍舊不義；污穢的，叫他仍舊污穢；

為義的，叫他仍舊為義；聖潔的，叫他仍舊聖潔。

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趁著耶和華可以尋找的時候、趕快尋找祂

趁著耶和華施行拯救的時候、趕快來得著拯救

不要一直硬著心，後來要悔改歸向神，都變得不太可能了。

‧十災的目的‧法老的心剛硬‧十災的意義 ‧逾越節

其實任何時候、任何一個災，

只要法老承認「這是耶和華，我讓以色列百姓離開」，

這個事情就結束。

在聖經、在歷史看到，

好多因為一個人的孤意而行，

結果害到國家受到很大的災害；

如果不是法老一直一意孤行、抵擋拒絕神，

很快的以色列人就可以離開埃及，

埃及人也不需要受到十災的打擊。

十災的結果證明 ─ 法老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人而已。

以色列民脫離奴役，

就是要來敬拜這一位獨一的真神。

‧十災的目的‧法老的心剛硬‧十災的意義 ‧逾越節

第一個災 ─ 尼羅河的水變成血，對埃及人的提醒、諷刺，

尼羅河是埃及的生命的泉源，變成了血 ─ 血代表死亡！

出埃及記第一章 ─ 法老用三個計謀要來害以色列百姓，

1. 用苦工，結果以色列人身體越發的健壯健壯、、生養更多生養更多

2. 對接生婆講，以色列婦人生小孩，

女孩就讓她生、男孩就殺死

3. 要所有埃及人看到以色列人男孩，

就把他丟在尼羅河裏；

結果法老的女兒就在尼羅河邊，

發現了摩西，把他給拯救出來

尼羅河的水變成血，就是提醒法老在倒行逆施，

耶和華要使整個事情能夠真正的恢復起來。



‧十災的目的‧法老的心剛硬‧十災的意義 ‧逾越節

第三個災 ─ 地上的塵土被揚起來，

變成跳蚤、虱子，讓人生病。

八19 行法術的就對法老說：

「這是神的手段。」

在靈界的爭戰裏，

術士首先指出「這是神的作為」。

法老一直堅持不肯

每一次災禍很嚴重的時候，就把摩西、亞倫找來找來……
一等到災禍輕緩了，法老又食言

直到上帝用第十災 ─

殺埃及人的長子，刑罰了整個埃及人，

才真正地讓以色列人離開

‧十災的目的 ‧法老的心剛硬‧十災的意義‧逾越節

對法老的意義 ─ 認識到他只不過是一個人。

埃及的神學系統裏，法老是神，

法老的兒子也是要作神、要作王，

可是他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能救，

怎麼能夠來管理整個埃及呢？

對埃及人─ 整個神學體系完全的崩毀掉。

在埃及看什麼都是神…
可是十災，有些人把它一個個去對，

埃及任何神明都不足以來跟耶和華對抗。

十五11 耶和華啊，眾神之中，誰能像你？

誰能像你 ─ 至聖至榮，可頌可畏，施行奇事！

摩西離開埃及的時候做了一首詩歌：

‧十災的目的 ‧法老的心剛硬‧十災的意義‧逾越節

對摩西跟亞倫─ 是認識耶和華、蒙召事奉神的第一年，

每一次摩西奉耶和華的名禱告，

他向神求什麼，神就垂聽、神就成就

不管法老是怎樣的履次食言、反悔，

耶和華沒有改變對待法老的態度，

用誠實來待他、講的話就算話

摩西問法老：「你要什麼時候叫這個災離開？」

法老訂出時間，摩西就向上帝來求，

神就按照摩西所求的時間來成就。

耶和華是聽禱告的神、信實的神、有能力的神

耶和華會降災禍、也會施恩惠

摩西從此對於事奉真神，得到了一個很好基礎的建立。

‧十災的目的 ‧法老的心剛硬‧十災的意義‧逾越節

對以色列民─ 從十災得到拯救，能夠去敬拜真神，

認識十災純然都是耶和華的作為

整個過程當中，

以色列民只是旁觀者、接受者；

摩西、亞倫用杖、用手來行神蹟，

他們不是魔術師，

只不過是神所使用恩典的媒介而已

對今天的人─

三千年以前，神怎樣彰顯出神蹟、奇事、

大能力，拯救以色列百姓

今天祂也照樣用神蹟奇事來拯救我們眾人



‧十災的目的 ‧法老的心剛硬 ‧十災的意義‧逾越節

這就變成後來聖經講到逾越節，

以色列人每年三到四月間，就守逾越節，

記念耶和華擊殺埃及人、拯救以色列百姓。

十災裏最後一個災，就是上帝定下的逾越節。

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每一家聚在一起、不要到門外去，

每一家揀選出一隻羊羔，把羊羔宰殺，

把血抹在門的門框、門楣上面；

到那一天半夜，耶和華滅命的使者來了，

這一家門框門楣上面有血的，他就越過去越過去

沒有這個記號的，他就擊殺這家的長子

這是耶和華所訂的日子，

讓埃及人受到神的刑罰、以色列人得到拯救。

‧十災的目的 ‧法老的心剛硬 ‧十災的意義‧逾越節

後來就變成「耶穌基督拯救人」的一個預表 ─

福音書耶穌在最後的晚餐，跟門徒一起來守逾越節的晚餐。

逾越節所預表的羔羊，在耶穌基督身上得到完全的應驗，

就跟門徒就立了約 ─新約
祂自己流的血，就好像羔羊所流出來的血

祂自己的餅被擘開，就好像以色列人在逾越節吃無酵的餅

代表他們一起進入上帝給他們恩典的拯救裏。

‧十災的目的 ‧法老的心剛硬 ‧十災的意義‧逾越節

記念神過去的拯救

宣告今天以色列人

是神的子民

基督徒就有兩重的身分 ─

地上的國民、天上的聖徒

等候主再來，要在地上建立國度

要變成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以色列人守節 基督徒守聖餐

弗二5-6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
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一同坐在天上。

盼望等候 ─

將來完全的應驗

過
去

現
在

等
候
未
來

記念耶穌基督在十架上捨身流血捨身流血，

可以用十字架作一個記號

宣告我們都是與主耶穌基督

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十災的目的 ‧法老的心剛硬 ‧十災的意義‧逾越節

聖經講到七個重要的逾越節
一─ 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記十二章

二─ 以色列人出埃及後第二年在曠野，民數記第九章

三─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約書亞記第五章

四、五─ 歷代志下，希西家王跟約西亞王

帶領百姓記念神的恩惠

六─ 以斯拉記第六章，被擄歸回重修聖殿，

第一件事情就是一起守逾越節，記念神的救恩

七─ 新約福音書，耶穌基督跟祂的門徒來守逾越節

聖經裏最後一次的守逾越節，

舊約逾越節所講一切的救恩，

到耶穌基督，都已經得著了完全的成就。



十災十災

但是基督徒都曉得，

這個救恩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都已經完全的成就了。

我們藉著十災，

對於上帝的拯救、對我們的愛護，

能夠有更清楚的認識。

所以逾越節對以色列人是非常重要的節期，

到今天每年守逾越節、盼望神的救恩。

讓以色列百姓能夠認識到耶和華神
祂聽見以色列人的哀聲、看見他們的苦情

拯救脫離埃及的奴役

十災十災
摩西帶領以色列百姓，

經過十災、出了埃及，

很多人、電影都講到這些景況。

神的心意是希望萬人得救，不希望一個人沉淪。

在有關十災，特別最後一災 ─

殺埃及人的長子、立下逾越節，

一般人都是描述 ─

滅命天使擊殺埃及人長子可怕的景況

聖經卻反過來 ─

有關這方面，只是簡單的幾句就交代過去

重點是有關於以色列人怎樣蒙恩得救，

才是上帝真正關切的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