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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第十一至十二章

第十一章

请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一章。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摩西的遭遇似乎是从糟糕变得更糟

糕。其实有时候我们也都有同样的经历，似乎所有的事都不如意，没有一件事称心。

摩西见了法老，提出了要求，但是法老的心变得更刚硬，埃及人也因此受到许多神降下来

的灾难。现在法老命令摩西离开，他说：「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如果下次再看到你，我就

会要你的命。」摩西说：「没关系，我也不想再见到你。」

现在开始第十一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

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出埃及记 11：1）

也就是说，在这最后的灾难以后，他不只会让你走，他还要赶快把你踢出去。神要再一次

击打埃及人，这一次之后，法老不但让你们走，而且还要把你们赶出这个地方。

「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各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出埃及记 11：2）

在英文版的圣经不是用「要」字，而是用「借」这个字，这翻得不恰当。因为这样看来他

们就不诚实，要占埃及人的便宜。好像说：「你们去跟他们借所有的银器，珠宝，耳环，

项链等等。你们离开的时候带着走，不要还给他们。」好像摩西在鼓励大家用这种方法去

欺骗埃及人。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比较恰当的翻译应该是：「让他们去要。」我可以告诉你，在那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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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埃及人愿意给他们，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们为埃及人作了许多年

没有工钱的奴隶。这些东西只是偿还他们以前作奴隶时的工资。

所以他们并不是说：「今天晚上我可以借用一下你漂亮的项链吗？」然后拿着就跑。他们

是问他们要这些东西，说：「我要这个耳环，我要这条项链，我要这个手镯。」

所以是：「 叫他们去向埃及人要。」

「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各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

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出埃及记 11：2－3）

到现在，埃及人才真正的看得起摩西。他们有了足够的体认。法老的仆人要求法老：「趁

我们还没有死之前让他们走吧！不然我们会什么都没有了，我们都会死掉。让他们走

吧！」但是只有法老一个人硬着心，不让以色列民离去。埃及百姓却非常乐意看到他们离

开。

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出埃及记 11：4）

这里讲到，神要杀死埃及全地所有头生的。摩西告诉他们会是在半夜的时候。我想大概就

是因为这个缘故，半夜，总是人们最害怕的时刻。

「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磨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

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号，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

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

来。」（出埃及记 11：5－7）

这是真的，神总是把祂自己的子民和非子民分开。神说：「我要你知道，我是怎么把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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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以色列人分开。」对于神的百姓，祂总是很明确的把他们分别出来。

「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

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

的奇事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

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出埃及记 11：8－10）

所以第十一章是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简单的摘要。现在我们看第十二章，继续我们的故事。

第十二章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出埃及记

12：1－2）

再过几个星期就是犹太人的新年。为什么他们的新年是在四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宗教年

历。他们的宗教年历是从四月开始。另外他们还有一个从九月底左右开始的普通年历，犹

太新年往往在公历九月下半月的一天。

所以他们有一个普通年历，一个宗教年历。宗教年历的新年是从四月开始，所以我们的十

月在他们的宗教年历上是七月。「七」这个数字，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数字，许多节日庆典

都在第七个月，住棚节就是其中的一个。是犹太年历的七月，相当于我们的十月。

所以神规定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月。这也是对你说的。神要把他们带到一个新的关系中，要

他们从新开始数算年日，这是与神新关系的开始。

有些四，五十岁左右的人来看我，说：「这星期我要庆祝我的两岁生日。」他是指他认识

主，接受主以后的第二个跟神有新关系的生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在基督里新生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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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当你与神有了这个新的关系，你的生命等于重新开始。所以让我们进入这个新关系

吧！这是新的开始。从现在开始重头再来，以前的一切都过去了，不再计算了。

保罗说他把过去的事，视同粪土。他把遇见基督以前，所作的一切工作，所有的经历，所

得的荣耀都看为粪土。为了要认识基督，他把这一切都看为粪土。生命的真正起源是在耶

稣基督里。这是生命的起源，一切从这里开始，任何在基督之前的东西都不算数，过去的

一切都是草木，禾秸，会毁坏，没有价值的东西。生命真正的开始，是在你认识耶稣基督

的时候。

所以神说：「嘿，这是开始。你要跟神有新的关系，现在开始算。」这里是起点。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各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

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

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

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

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出埃及记 12：3－7）

请注意，血是抹在门框上和门的左右两边。不抹在下面的门坎上。因为这羔羊的血，实际

上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不应该被践踏在脚下。有人认为那些践踏这血的人，会面临神的

愤怒。希伯来书说：

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

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希伯来书 10：29）

所以基督的血不能被践踏在脚下。祂被抹在门的两边和上边，不在下面的门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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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

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地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出

埃及记 12：8－11）

他们吃这羊肉要吃得饱饱的，就是说：「你们要吃掉整只羊，直到吃不下为止。因为你们

会有一阵子吃不到肉。」他们要启程了，他们要尽量的储藏所有的能量和精力。他们要尽

量的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如果还有剩余的，就烧掉，不要留下来。」

当他们吃的时候，同时也准备离开。通常他们吃饭的时候是半躺着吃，不像我们一样坐在

桌子旁边吃。他们是靠在地上的枕头上，非常轻松随便的吃。

你们大概都看过那张《最后的晚餐》的画。耶稣坐在桌子旁边。其实不是那样的。他们是

坐在地上，靠着枕头，食物随地放着，他们非常随便轻松地，任意拿着，吃着，嚼着。我

们有时候也太认真了，在吃的时候非常正式，不放松自己。其实在吃饭的时候放轻松，也

能帮助你消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吃法。不过习惯总是习惯，我们也只好随从习惯了。

被挑选的羊必须是不满一岁，没有缺点的小羊羔。他们把羊从羊群中挑出来，再观察四

天，确定没有任何沔点。就在第十四天的晚上杀了牠，把牠的血抹在门框上，这就是主的

逾越节。

「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

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出埃及记 12：12）

神是在宣告说，这些灾难的目的是，祂要审判埃及人所拜的神。他们拜苍蝇，拜青蛙，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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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这些都一一受到了神的审判，这样，神也彰显了祂自己。当法老说：「谁是耶和

华？我不认识祂。」时，他肯定得到了教训。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

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出埃及记 12：13）

所以血是一个保护，保护那个房子。也是一个信物。当神看到在门框上的血，就越过这房

子，不杀这屋里头生的。但是如果门框上没有血，神就杀死这屋里一切头生的。唯一得到

保护和救赎的办法，就是借着这血：除了你凭信心接受，相信这个血之外，没有任何别的

希望，别的方法和别的救赎。任何人都必须踏出这信心的第一步。

如果凭理智，你实在不能解释，为什么把血抹在门框上就能保护屋里头生的，这实在没有

道理可讲。因此，他们这一步一定要靠信心。摩西说：「这是神要我们作的。」他们一定

要凭着信心顺服神的话。

他们事前也不知道结果。除了摩西说，死会临到头生的身上以外，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事会

不会发生。所以一定要凭着信心去顺服，去行出来，把血抹在门框上。我们看到事情正如

摩西所说的都发生了。所以唯一的救赎盼望，就是借着这个血。

今天，神宣布说生命得到救赎的唯一希望，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救

法，没有别的希望。你会说：「查克，这太狭隘了。我不能信靠一个心胸如此狭隘的

神。」那对不起，耶稣说：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 7：14）

你会说：「但是我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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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没有说我理解。但是我相信祂，我相信神的话，我接受神的话，认为祂说的就是真

理。我不跟神争论，也不去争辩神的话，我不跟神去理论。我是谁啊，怎么能说神不对

呢？我又怎么能跟神去争论，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我能说我的公平标准

超过神的标准吗？我能说我知道的比神更多吗？我怎么敢去挑战神呢？

保罗说：你们要记得你只是窑匠手中的一块泥土，「你这个人哪，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

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罗马书 9：20）嘿，你就是这

个器皿，你不够资格去质问神。如果我们聪明的话，不论我们能不能理解，最好把自己交

给神。

信靠，顺服就是这么重要！神说：

「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

徒行传 4：12）

当彼得站在官长面前，被查问有关他医好瘸腿人的神迹时说：

「治民的官府，和长老阿，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

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

所钉十字架，神叫祂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祂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

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 4：9－12）

圣经说：

「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以赛亚书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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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就是笨，要跟神争论，要挑战神，要跟神对抗。跟神争辩是最荒谬不过的事。你怎

么会赢呢？但不幸的，还是有人想这么做。你看，神要设法把你的生命救回来，设法把你

拉到祂那里去，神要设法把你放在生命的最高层，也就是属灵的层次中，而你却要争。跟

神争，实际上是跟自己争，跟自己过不去。反抗神，就是反抗神要在你生命中所作的一切

美好的安排。

「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以赛亚书 45：9）

所以我不跟神争，不挑战，我只单纯的信靠，顺服，因为神一定会作祂要作的事。如果你

照着祂的指示作，你就能得救。不照祂的指示作就会失败。

以色列的子民本来可以跟摩西争论。他们可以争论那些摩西要他们作的事，说：「我觉得

作这些事一点也没有道理。」说实话，除了是神说去做之外，你一点也看不出这有什么道

理的。

当神要我去做，不论我明白不明白，最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去做。因为以后你会发现神

的话是对的。如果我听话，就没有错，如果我反抗不去做，我就会有麻烦。

所以，摩西把神的话告诉他们：「当我看到血，我就会越过去。」同时，神也是在告诉我

们有关生与死的事。当祂看到耶稣基督的血在你心里，祂就越过你，你便越过了死亡，进

入了永生。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么。」（约翰福音 11：26）

你已经越过了死亡，进入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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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查克，这不对。你看，在墓园有那么多的坟墓的墓碑上都写着：『安息主怀』或

是『信靠主耶稣。』」他们那些人都有信心，但是现在都死了。哦，不是，他们没有死！

你误以为他们死了，没有！他们只是肉体死了。他们现在还活在主面前。

保罗说：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

你们更是要紧的。（腓立比书 1：23-24）

他说：

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

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哥林多后书 12：3－4）

这里「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是实际的事情，是指「不知道是活着，还是死了。」

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人的时候，说：

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

屋。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

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

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

〔原文作质〕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

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哥林多

后书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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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活着信耶稣的人，他们不是死了，他们只是从一个旧的帐棚，搬到一个美丽的新居

去，那个天上永远的新居是神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

我非常渴望看到我将来的新样子。很可能是为我特别设计的，能真正的表现出我自己的本

性，我真的很想先看看，神为我建造的新身体的各种功能。活着信靠祂的人，永远不死，

只是搬家。

感谢神，我们要搬家，我实在不愿再久待在这个旧的身体里。我不喜欢退化，不喜欢分

解，不喜欢消失。我们渴望与主同住，有新样式，新身体；一个使神喜悦的身体。

保罗告诉我们：

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哥林多前书

15：38）

有许多人想把自己的旧身体跟新身体连在一起，就好像一个植物的根要与他的花，叶子连

在一起一样，或是种子要跟植物相连一样。当然，他们是有关系的。剑兰的球根长出来还

是剑兰。但球根本身的形状跟长出来的花叶却是大大的不同。

那又老又丑的球根与在神国中美丽的花朵是大不相同的。到了天堂，你们不必再在秃头的

人群中找我了，有些戴眼镜的人，也不必用这个当作记号，在天堂中找他们。

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哥林多后书 5：1）

那出来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种的。你所种的只是种子。但是神给了这个种子一个能使祂喜悦

的身体，让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被种下的时候是腐败的，复活以后是不朽的。我们在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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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种了下去，在能力中被复活。我们在种下去的时候是不诚实的，复活以后却是荣耀

的。被种的时候是肉身，复活以后是一个属灵的身体。

神说：

「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出埃及记 12：13）

这是指将对人类进行死刑审判。祂要越过我们，不让我们死。我会在转眼之间，进入耶稣

基督所准备的荣耀中。

我现在还没有见过祂，但我渴望见到祂。即使我现在还没有看到祂，但是在我心中，已经

有说不出的喜乐，也充满了荣耀。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子，不过还不能确知我能作

些什么。我知道当祂出现的时候，我会像祂，因为我要见祂，变成祂的形象。

噢！每一个神的儿女，也就是那些凭信心遵行神旨意的，接受神羔羊耶稣基督遮盖，被祂

的血洗凈罪恶的人，他们的盼望是多么美好啊！

所以在出埃及记，神让我们看见逾越节的羔羊，祂是神的羔羊的预表。记得耶稣在逾越节

与门徒进晚餐的那个晚上，祂拿了逾越节的饼和杯说：「这就是我，你们知道吗？我就是

逾越节的羔羊，这杯是我的血，是和你们所立的新约。」

现在不再有在埃及的羔羊和羔羊的血了。圣餐也不会把你带到埃及去。这圣餐现在是把你

带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当你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埃及羔羊的死，

而是神羔羊的死。这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再来。

所以这筵席是一个记号，要我们记得，在埃及的羔羊是代表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流血舍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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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

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

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出埃及记 12：14－15）

什么是酵？就是发酵粉，什么是发酵粉？它能分解，能使东西腐烂。所以在圣经中「酵」

是代表罪。因为它分解，使东西解体。它用分解，腐烂的方法渗入整个东西，这就是罪的

写照。只要我们容许罪存在在我们里面，它就会分解我们，直到它控制我们的整个生命。

它在你生命中，带进了分解，腐烂的种子，填满了你的生命。所以不能有酵。他们吃没有

酵的饼，作为纪念。

「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

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出埃及记 12：15）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 6：35）

在逾越节吃的饼，中间的那一层是代表耶稣基督。在逾越节吃的无酵饼有三层。他们把中

间的那一层擘开，把他藏起来，让孩子们去找。为什么要这样作？连他们自己也不晓得。

但是耶稣基督说：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 6：35）

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舍有古卷作擘开〕（哥林多前

书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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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擘开了祂，正好像耶稣在坟墓里埋了三天，把祂藏起来，然后又找到了祂。于是大家

就欢喜快乐，大大庆祝。他们找到了被擘开的饼。

以色列人有一天会发现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那天将是他们的一个大日子。因为以色列人

离弃耶稣，所以救恩先临到外邦人的身上。当他们重新归回的时候将会怎样呢？神的国会

降临，他们也要进入神的国。

所以由于他们被遗弃，才使救恩临到外邦人。但是神要重新恢复他们的地位。那时候天国

就临到了世界。而逾越节的筵席就是一个开幕式。

在第十六节主说：

「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第七日也当有圣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各人所要吃的以外，

无论何工，都不可作。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

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

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

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

无酵饼。」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

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

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出埃及记 12：16－22）

只要你在抹了血的房子里，你就是安全的，如果你不在那里，就不安全了。唯一安全的地

方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祂说：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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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

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 15：4，7）

祂强调在祂里面的重要性。

我不看重你以前跟耶稣基督的经历。我关心的是你现在跟祂的关系。因为你以前的经历不

论多好，除非能变成现在的经历，否则是没有用的。「要常在我里面。」

他们要留在屋子里，一直到早上。

「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

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出埃及记 12：23）

「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

你们。」（出埃及记 12：23）

撒但在启示录中被称为毁灭者，我相信他要毁灭人类，但神限制了他的能力。撒但只能在

神允许的范围内作工。

我们时常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撒但是神的对立面。其实，他不是一个对立面，他根本就

不配成为神的对立面。充其量他只能跟迦百列，米迦勒那些神的天使相比。他的能力是有

限的。他的权力也是有限的。他只能在神所圈定的范围内工作。

我相信，如果没有神的保护，撒但早就把我们消灭了。我相信他定意要毁灭我们，但神限

制了他的作为。

现在毁灭者要经过这地，神允许他去杀死所有头生的。但是如果那房子有血保护，神就要



15/19

出埃及记第十一至十二章

他越过去，不允许毁灭者进去。

「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

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礼。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甚么意思。』你们就说：

『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

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

怎样行。（出埃及记 12：24－28）

所以这筵席的目的是为了纪念，要他们记得神为他们所作的，同时也在孩子的心中兴起些

问题，神总是在小孩的心中创造一些问题。

你有没有注意到，孩子会问多少问题？神为小孩制造疑问的目的，是要他们学习。神故意

把这些疑问放在小孩心中，是给你机会去教导他们认识神，明白神的存在。

「树从那里来？为什么玫瑰是红的？苍蝇是怎么飞的？神有多大？」神将疑问放在小孩的

心里，给你机会去启发他们的心灵，了解神的大能，带他们去爱神。神故意在他们心中制

造疑问，让你有机会去教导他们。所以当小孩问你，「聚会」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就能

告诉他神的作为和祂的能力。

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

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

在埃及有大哀号，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

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事奉耶和华罢。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

牛群带着走罢，并要为我祝福。」（出埃及记 12：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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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记得早先他提出妥协的条件是：「你们走吧，但是得留下你们的子女。你们走吧，但是

得把牲畜留下来。你们走吧，但是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在这里敬拜就可以了。」现在他已

经没有妥协的余地了。「离开这里，愈快愈好，到旷野去，带着你们的小孩和牲畜，快

走！快走！」

然后他说，为我祷告。（很有意思的是，不论一个人多么刚硬不信神，但是当他遭遇困难

的时候，仍然会感激别人的代祷。）

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

着没有酵的生面，把抟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

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

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疏割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

人约有六十万。（出埃及记 12：32－37）

一般说六十万人，是指六十万的成年男子，加上小孩，人数可能在一百五十万左右。如果

六十万人是成年男子，那他们离开埃及的人数是六十万成年男子，加上六十万的妻子，再

加上子女，人数大约在两百万以上，我们没办法确实的知道到底是多少人。不知道这里所

指的「人」是廿一岁以上的成年人还是成年男人。为什么不说清楚一点呢？但是大家不要

为这事烦心。不管怎么说，反正就是一大堆人。

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出埃及记 12：38）

好像这些闲杂人永远都是渗杂在神的子民中。这些闲杂人总是使神的子民变得软弱。这些

闲杂人后来也给他们带来了许多麻烦。在民数记中我们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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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民数记

11：4）

闲杂人在群众中是不健康的，但他们却总是存在的。每当神行了奇妙的工，聚集了祂的子

民，使大家对神的工作感到兴奋，有了真正属灵复兴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并没有真正的

奉献自己的生命，但却想趁这个机会获利，他们就是那些闲杂人。

这些闲杂人不是神真正的子民，他们渗杂在一起，他们只是找些使人好玩的事，使人有兴

趣的事，但是没有真正的投靠神。闲杂人永远是一个危险人物。

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

不能耽延，也没有为自己预备甚么食物。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正满了四

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出埃及记 12：39－41）

值得注意的是，神说在什么时候会发生，结果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也就是说四百三十年

前的那一天。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星期四晚上，我们要讲到神的另外一个四百八十三

年。神的日历准确到同一天，也就是雅各下埃及的四百三十年后的同一天。我现在还要强

调这一点，在星期四晚上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强调了。

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

世代代该谨守的。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

但各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出埃及记 12：42－44）

现在说到陌生人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你记得保罗曾经警告我们，不信的人不能领主的圣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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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哥林多前书 11：29）

他警告领圣餐的事，这不是给不信的人的，不是给陌生人的。圣餐不是给一般大众的。他

是基督的身体，是为神的家人准备的。所以我们领圣餐是在星期四晚上，不是星期日早

上。

星期日早上有各种不同的人来参加聚会。但是星期四晚上大多数是神家里的人，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领圣餐是在星期四晚上。晚上大多数是一家人，没有太多的闲杂人。陌生人是不

能领受的。

犹太人庆祝逾越节。陌生人是不能同吃羊羔的。他继续说：

「但各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应当

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出埃及记 12：44－46）

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当然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这就是为什么在耶稣被钉

十字架的时候，祂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因为祂是那献祭的羊羔，所以祂的骨头一根也

不能折断。

「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

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纔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

这羊羔。」（出埃及记 12：47－48）

现在，如果一个人要信犹太教，他们一定要履行三件事。第一，受浸，第二，行割礼，第

三，加入逾越节的筵席。在你没有作完这三件事之前，他们不承认你是犹太人。你如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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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犹太教，加入他们的国籍，这三件是必须的，这里我们提到三件中的两件。

「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

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出埃及

记 12：4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