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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最重要的神学是什么呢？
很多的学者提出不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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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的神学

他的名字就是雅伟、或翻译为耶和华，
是出埃及记最重要的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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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出埃及记，好像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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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最重要的神学是什么呢？

─ 法老下命令
 迫害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做苦工
迫害 色列 姓
他们做苦
 要灭绝以色列男孩子的性命，
把男孩子丢在尼罗河里淹死
在
淹
出埃及记第一章

讲到以色列百姓的得救、变成一个国家，
很多记载的方式，跟创世记用到类似的讲法。
─ 上帝创造世界用的方法，分开
分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遇见大海 ─
创世记第一章

出十四21

耶和华便用大东风，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
希伯来文 ruach

创一2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上帝的灵怎么样参与在创造的事工
上帝的灵怎么样参与在创造的事工，
也参与在以色列百姓的塑造、得到拯救上。

创一28

神就赐福给他们：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法老所做的事伤天害理、
违背上帝旨意，
注定不能够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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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创造，就是使世界有一定的规律，
而十灾，每 个灾几乎都违反自然定律的；
而十灾，每一个灾几乎都违反自然定律的；
上帝有能力施行十灾，
他也有能力回复到创造的景况，
他也有能力回复到创造的景况
这也彰显了他创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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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三十三章

「恳求上帝，求上帝回来 求上帝与我们同在」，
「恳求上帝，求上帝回来、求上帝
」
整个出埃及记在文学大结构的核心。

神的同在这个主题
 贯串在整个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文学大结构，以三十三章作中心点
 显示出上帝的本性跟他的作为，
 他乐意与人同在
 他的拯救就是要带来他的同
同在

建造会幕的启示，也好像上帝创造天地，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分了好几次把它讲完，
建造会幕成为敬拜的地点，也是跟这个相类似。
创世记上帝把人放在伊甸园，伊甸园就是敬拜上帝的圣所
创世记上帝把人放在伊甸园
伊甸园就是敬拜上帝的圣所
上帝的圣所。
上帝的圣所。
出埃及记以色列百姓得到拯救、离开埃及，
到西奈山就是要来敬拜上帝，
到西奈山就是要来敬拜上帝
建造会幕，也是成为敬拜上帝的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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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第十章 ─ 蝗虫的灾害，记载结构

在他跟以色列百姓、跟摩西的互动中，
都显示出最重要就是神的同在。

‧创造的神学 ‧文学分析 ‧神的同在‧以马内利

出埃及记二十四章1-11 ─ 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礼仪

Ａ 雅伟使法老的心刚硬
Ｂ 蝗虫遮满地面
Ｃ 摩西
摩西：大人小孩、男女老幼、牛羊，
大人小孩 男女老幼 牛羊
都要去旷野向耶和华守节
Ｃ’ 法老：当你们去的时候，
法老 当你 去的时候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Ｂ’ 蝗虫遮满地面

─ 摩西在金牛犊事件最重要的祷告，

中心点、
神学主题

Ａ’ 雅伟使法老的心刚硬
Ａ
希
希伯来文
来 ─ 把地的眼睛遮住了
睛
 摩押人看以色列人好像蝗虫遮满地面，多得不得了

摩西带领长老、祭司进到山上朝见神，
、祭司进到山 朝见神，
Ａ 摩西带领长
得到神的悦纳
Ｂ 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准备 ─
「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
Ｃ

立约的仪式

神的同在 礼仪的核心
神的同在，礼仪的核心

 筑坛 ─ 耶和华，十二根柱子 ─ 以色列百姓
 少年人献燔祭跟平安祭
 血洒在祭坛上，另一半洒在百姓身上
身上

代表上帝在他们中间
Ｂ’ 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准备
Ａ’ 摩西带领长老、祭司进到山上朝见神，
摩西带领长老 祭司进到山上朝见神
得到神的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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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三十三章 ─ 摩西最重要一个祷告，
恳求上帝 不但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
恳求上帝，不但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
甚至赦免他们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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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Ｘ

更重要是回到我们中间；
因为没有你在我们中间…

什么都是空的！
 这变成金牛犊事件里最重要的一个祷告，
这变成金牛犊事件里最重要的 个祷告
上帝也已经垂听
 摩西紧紧抓住恳求上帝的同在，
摩西紧紧抓住恳求上帝的同在
变成整个西奈山事件里
一个最重要的段落
个最重要的段落

Ａ

击盘石出水
Ｂ 17:8-16 跟亚玛力人争战
Ｃ 18 拣选一些人，分担治理百姓的责任
Ｄ 18:27 摩西的岳父米甸人叶忒罗
Ｅ 19:1-2 来到西奈山

民
数
记

Ｄ’ 10:29-32 摩西的内兄米甸人何巴
Ｃ’
’ 11 拣选一些人，分担治理百姓的责任
拣选 些人 分担治理百姓的责任
Ｂ’ 14:39-25 跟亚玛力人争战
Ａ’ 20:1-13 击盘石出水
击盘 出水

旷野的旅程，以西奈山的故事
以西奈山的故事 ─ 神的同在，
作为它整个的核心。

─ 摩西的祷告

重新写上十诫，代表约的更新
重新写上十诫
代表约的更新
Ｂ’ 三十五到第四十章 ─ 摩西带领百姓建造会幕
Ａ’ 四十章 ─ 会幕建造完成
Ａ
利未记、民数记 ─ 颁布律法给以色列百姓，
让他们可以遵行约里面的条例

西奈山的故事 ─
神的同在作为它的核心；以色列人旷野旅程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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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同在 ─ 代表整个核心的事情

15:22-25

Ｅ’ 10:11-23
Ｅ
10 11 23 离开西奈山

三十三章

Ｃ’ 三十四章 ─ 上帝吩咐摩西重新凿出两块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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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埃
及
记

─ 在西奈山立约
Ｂ 二十五到三十一章 ─ 上帝启示摩西建造会幕的蓝图
Ｃ 三十二章 ─ 金牛犊事件，约被毁了
十九到二十四章

出
埃
及
记
约
书
亚
记

Ａ

摩西见雅伟 ─ 脱下脚上的鞋
Ｂ 十二章 逾越节的规定
三章

Ｃ

十二章

Ｄ

行割礼的规定

十四-十五章

过芦苇海 (红海)

Ｄ’ 三-四章 过约旦河
Ｃ’ 五章 行割礼的实行
Ｂ’ 五章 逾越节的实行
Ａ’ 五章 约书亚见雅伟军队元帅 ─ 脱下脚上的鞋
脚上的鞋

上帝的同在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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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

有上帝的同在
帝的同在。
蒙福的秘诀 ─ 有
 得着上帝给他们属物质的祝福
遇见难处， 能够
坚固不用害怕
 遇见难处，也能够心里坚固不用害怕
 被带到外邦去、暂时离开应许之地，
但是晓得，还是会重回应许之地，
得到上帝的赐福
上帝在以色列历史上
 以色列人曾经遇见过难处，
可是上帝说 ─ 我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
 有敌人来攻击你，我与你同在，可以胜过仇敌
遇见难处，有神的同在，难处就可以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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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个人跟上帝的互动，也可以看到神的同在 ─
 摩西出生，上帝的同在就已经临到、来拯救他
摩西出生 上帝的同在就已经临到 来拯救他
 摩西蒙召，「我与你同在」是差遣的保证，
让他以后的事奉能够充满了力量，
让他以后的事奉能够充满了力量
遇见挫折、危险、百姓的攻击抵挡毁谤，
知道神与他同在 就不害怕
知道神与他同在，就不害怕
 让他可以胜过撒但、法老、反叛的人
 胜过自己里面所有的软弱
摩西在 出埃及记三十三章 求上帝，
不灭绝以色列百姓、赦免他们的罪孽，还要与我们同在！
不管在西奈山、旷野的路程、会幕、应许之地，
都得着我们蒙福的秘诀 ─ 神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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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同在，也是基督徒今天所最宝贝的事情，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一切通通都变成空的。
果 有神
在，我
都 成
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出生 ─ 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把他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因为他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耶稣
耶和华

拯救

从罪恶过犯中出来
应验先知以赛亚书上的话 ─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作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创造的神学 ‧文学分析‧神的同在‧以马内利

马太福音只讲到 ─

耶和华拯救

神与我们同在

人称神的儿子耶稣，却没有称呼他
却没有称呼他以马内利？
马太福音的最后地方 ─大使命，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 子 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太廿八18-20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原来这个才是上帝拯救人最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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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这个名字 ─ 上帝拯救人的手段
 以马内利 ─ 上帝拯救人的目的
上帝单单
上帝
单单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是不完整的，
上帝更要把我们带到「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应许里面。
上帝更要把我们带到「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应许里面
 教会跟外面的社团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教堂跟外面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上帝的同在是有条件的：
是有条件的

上帝要与我们同在 ─ 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祷告来祈求。
太十八20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任何事情能够增进上帝与我们同在 ─ 来追求它
 任何的事情会拦阻上帝与我们同在 ─ 把它给除掉
团体、个人、摩西、大卫、以西结、但以理、耶稣是如此，
团体
个人 摩西 大卫 以西结 但以理 耶稣是如此
保罗、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也是这样教训我们 ─
要追求上帝的同在。

 耶稣讲到 ─ 弟兄姐妹彼此切实相爱
 这位上帝是一位圣洁的神
这位上帝是 位圣洁的神
 我们的内心就应当圣洁
 教会里也不容许罪恶存在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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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七十多岁的时候信耶稣，
信耶稣以后，我内人带他读圣经，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太一23

赖建国老师与师母

父亲信耶稣、读马太福音，
父亲信耶稣
读马太福音
认识以马内利
是耶稣另一个名字，
耶稣
名字，
耶稣给我们的应许，
这个福气，充满了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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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出你入 以马内利
你出你入、以马内利

求 帝赐福给 家，都能够得着
求上帝赐福给大家，都能够得着
「上帝与我们同在」最大的、属灵的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