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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最重要的神學是什麼呢？

很多的學者提出不同的建議：

上帝介紹祂的名字給摩西，

祂的名字就是雅偉、或翻譯為耶和華，

是出埃及記最重要的神學

按照記載的順序分成三部分，

1. 上帝的拯救

2. 在西奈山跟上帝立約

3. 建造會幕、有關於敬拜

用拯救、立約、敬拜，

貫穿出埃及記，好像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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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最重要的神學是什麼呢？

創世記第一章 ─ 上帝創造世界用的方法，分開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遇見大海 ─

出十四21 耶和華便用大東風，水便分開，海就成了乾地。

創一2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上帝的靈怎麼樣參與在創造的事工，

也參與在以色列百姓的塑造、得到拯救上。

希伯來文 ruach

講到以色列百姓的得救、變成一個國家，

很多記載的方式，跟創世記用到類似的講法。

創一28 神就賜福給他們：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

法老所做的事傷天害理、

違背上帝旨意，

注定不能夠成就。

出埃及記第一章 ─ 法老下命令

迫害以色列百姓，讓他們做苦工

要滅絕以色列男孩子的性命，

把男孩子丟在尼羅河裡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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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創造，就是使世界有一定的規律，

而十災，每一個災幾乎都違反自然定律的；

上帝有能力施行十災，

祂也有能力回復到創造的景況，

這也彰顯了祂創造的能力。

建造會幕的啟示，也好像上帝創造天地，

一次、兩次、三次、四次，分了好幾次把它講完，

建造會幕成為敬拜的地點，也是跟這個相類似。

創世記上帝把人放在伊甸園，伊甸園就是敬拜上帝的聖所上帝的聖所。。

出埃及記以色列百姓得到拯救、離開埃及，

到西奈山就是要來敬拜上帝，

建造會幕，也是成為敬拜上帝的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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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三十三章 ─ 摩西在金牛犢事件最重要的禱告，

「懇求上帝，求上帝回來、求上帝與我們同在」，

整個出埃及記在文學大結構的核心。

在祂跟以色列百姓、跟摩西的互動中，

都顯示出最重要就是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這個主題

貫串在整個出埃及記

出埃及記文學大結構，以三十三章作中心點

顯示出上帝的本性跟祂的作為，

祂樂意與人同在

祂的拯救就是要帶來祂的同在同在

出埃及記第十章 ─ 蝗蟲的災害，記載結構

Ａ 雅偉使法老的心剛硬

Ｂ 蝗蟲遮滿地面
Ｃ 摩西：大人小孩、男女老幼、牛羊，

都要去曠野向耶和華守節

Ｃ’ 法老：當你們去的時候，

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

Ｂ’ 蝗蟲遮滿地面
Ａ’ 雅偉使法老的心剛硬

中心點、
神學主題

希伯來文 ─ 把地的眼睛遮住了

摩押人看以色列人好像蝗蟲遮滿地面，多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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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同在，禮儀的核心

出埃及記二十四章 1-11 ─ 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約的禮儀

Ａ 摩西帶領長老、祭司進到山上朝見神，

得到神的悅納

Ｂ 以色列百姓立約的準備 ─

「凡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要遵行」

Ｃ 立約的儀式

築壇 ─ 耶和華，十二根柱子 ─ 以色列百姓

少年人獻燔祭跟平安祭

血灑在祭壇上，另一半灑在百姓身上身上

代表上帝在他們中間

Ｂ’ 以色列百姓立約的準備

Ａ’ 摩西帶領長老、祭司進到山上朝見神，

得到神的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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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三十三章 ─ 摩西最重要一個禱告，

懇求上帝，不但不要滅絕以色列百姓，

甚至赦免他們的罪，

更重要是回到我們中間；

因為沒有你在我們中間…

什麼都是空的！

這變成金牛犢事件裡最重要的一個禱告，

上帝也已經垂聽

摩西緊緊抓住懇求上帝的同在，

變成整個西奈山事件裡

一個最重要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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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奈山的故事 ─

神的同在作為它的核心；以色列人曠野旅程的核心。

Ａ 十九到二十四章 ─ 在西奈山立約

Ｂ 二十五到三十一章 ─ 上帝啟示摩西建造會幕的藍圖

Ｃ 三十二章 ─ 金牛犢事件，約被毀了

Ｘ 三十三章 ─ 摩西的禱告

Ｃ’ 三十四章 ─ 上帝吩咐摩西重新鑿出兩塊石版，

重新寫上十誡，代表約的更新

Ｂ’ 三十五到第四十章 ─ 摩西帶領百姓建造會幕

Ａ’ 四十章 ─ 會幕建造完成

利未記、民數記 ─ 頒布律法給以色列百姓，

讓他們可以遵行約裡面的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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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埃
及
記

民
數
記

曠野的旅程，以西奈山的故事 ─神的同在，

作為它整個的核心。

Ａ 15:22-25 擊磐石出水

Ｂ 17:8-16 跟亞瑪力人爭戰

Ｃ 18 揀選一些人，分擔治理百姓的責任

Ｄ 18:27 摩西的岳父米甸人葉忒羅

Ｅ 19:1-2 來到西奈山

Ｅ’ 10:11-23 離開西奈山

Ｄ’ 10:29-32 摩西的內兄米甸人何巴

Ｃ’ 11 揀選一些人，分擔治理百姓的責任

Ｂ’ 14:39-25 跟亞瑪力人爭戰

Ａ’ 20:1-13 擊磐石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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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同在─ 代表整個核心的事情

出
埃
及
記

約
書
亞
記

Ａ 三章 摩西見雅偉 ─ 脫下腳上的鞋

Ｂ 十二章 逾越節的規定

Ｃ 十二章 行割禮的規定

Ｄ 十四 - 十五章 過蘆葦海 (紅海)

Ｄ’ 三 - 四章 過約旦河

Ｃ’ 五章 行割禮的實行

Ｂ’ 五章 逾越節的實行

Ａ’ 五章 約書亞見雅偉軍隊元帥 ─ 脫下腳上的鞋腳上的鞋

上帝的同在對以色列百姓來講，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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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

蒙福的秘訣 ─有上帝的同在。

得著上帝給他們屬物質的祝福

遇見難處，也能夠心裡堅固不用害怕

被帶到外邦去、暫時離開應許之地，

但是曉得，還是會重回應許之地，

得到上帝的賜福

上帝在以色列歷史上

以色列人曾經遇見過難處，

可是上帝說 ─ 我與你同在，你不要害怕

有敵人來攻擊你，我與你同在，可以勝過仇敵

遇見難處，有神的同在，難處就可以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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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個人跟上帝的互動，也可以看到神的同在─

摩西出生，上帝的同在就已經臨到、來拯救他

摩西蒙召，「我與你同在」是差遣的保證，

讓他以後的事奉能夠充滿了力量，

遇見挫折、危險、百姓的攻擊抵擋毀謗，

知道神與他同在，就不害怕

讓他可以勝過撒但、法老、反叛的人

勝過自己裡面所有的軟弱

摩西在 出埃及記三十三章求上帝，

不滅絕以色列百姓、赦免他們的罪孽，還要與我們同在！

不管在西奈山、曠野的路程、會幕、應許之地，

都得著我們蒙福的秘訣 ─神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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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同在，也是基督徒今天所最寶貝的事情，

如果沒有神的同在，我們一切通通都變成空的。

馬太福音講到耶穌基督的出生 ─ 給祂起名叫耶穌，

因為祂要把祂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拯救出來。

從罪惡過犯中出來

耶 穌

耶和華 拯救

應驗先知以賽亞書上的話 ─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給祂起名叫作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翻譯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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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只講到 ─

人稱神的兒子耶穌，卻沒有稱呼祂以馬內利？

馬太福音的最後地方 ─大使命，

太廿八18-20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原來這個才是上帝拯救人最終的目的！

耶和華拯救 神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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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同在是有條件的：

耶穌講到 ─ 弟兄姐妹彼此切實相愛

這位上帝是一位聖潔的神

我們的內心就應當聖潔

教會裡也不容許罪惡存在

耶穌這個名字 ─ 上帝拯救人的手段

以馬內利─ 上帝拯救人的目的

上帝上帝單單單單把我們從罪惡過犯中拯救出來，是不完整的，

上帝更要把我們帶到「永遠與我們同在」的應許裡面。

教會跟外面的社團有什麼不同呢？因為上帝與我們同在！

教堂跟外面的建築有什麼不同呢？因為上帝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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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要與我們同在 ─ 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禱告來祈求。

太十八20 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任何事情能夠增進上帝與我們同在 ─ 來追求它

任何的事情會攔阻上帝與我們同在 ─ 把它給除掉
團體、個人、摩西、大衛、以西結、但以理、耶穌是如此，

保羅、使徒約翰在啟示錄也是這樣教訓我們 ─

要追求上帝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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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七十多歲的時候信耶穌，

信耶穌以後，我內人帶他讀聖經，

父親信耶穌、讀馬太福音，

認識以馬內利

是耶穌另一個名字，，

耶穌給我們的應許，

這個福氣，充滿了感恩。

太一23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求上帝賜福給大家，都能夠得著

「上帝與我們同在」最大的、屬靈的福氣。

賴建國老師與師母

你出你入、以馬內利你出你入、以馬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