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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简介出埃及记简介
它在某一方面来讲，是圣经的第一卷书；

创世记是圣经第 卷书创世记是圣经第一卷书

可是一个人亲身经历，

然后写下他的经历的第 卷书然后写下他的经历的第一卷书，

就是出埃及记，

是摩西把他亲身的经历写下来是摩西把他亲身的经历写下来。

想到埃及 金字塔想到埃及 ─金字塔，

摩西离开今天三千四百到三千五百年，，

那个时候金字塔在埃及已经 二千年了那个时候金字塔在埃及已经一、二千年了。

金字塔就是法老的坟墓，

摩西的时候 金字塔里都已被盗卖 空了摩西的时候，金字塔里都已被盗卖一空了。

‧埃及地理 ‧尼罗河‧西奈半岛‧财富‧军事‧宗教‧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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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两边都是肥沃的土地，产生的粮食足够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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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古时称作孟斐斯，

把埃及分成上埃及跟下埃及
下埃及

把埃及分成上埃及跟下埃及，

开罗以南称作「上埃及」

开罗 北称作「下埃及」

开罗
孟斐斯

上埃及开罗以北称作「下埃及」

古代的希伯来文保留着

上埃及

称作是一个上、下埃及，

两块土地合起来的国家。

古埃及象形文字把埃及称作是两种土地，
黑土 尼罗河流经的范围黑土，尼罗河流经的范围

红土，沙漠的土地

埃及气候单纯，全年都是温暖干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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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长的河流，全长 6700 公里，
由南向北穿越整个埃及，

河谷是肥沃的土地，超过就是沙漠，

很少下雨，灌溉都是尼罗河的流水。

十九世纪前每年泛滥，

把上游的泥沙带下来，

开罗的北边冲积成尼罗河三角洲，

宽两百多公里，是最肥沃的地方。

在阿斯旺水坝建造完成后，
水坝把泥沙也拦起来，

尼罗河三角洲土地就产生了问题。

这是有关破坏自然生态，是有关破坏自然 态，

结果大地反扑，是蛮可惜的。

‧埃及地理 ‧尼罗河‧西奈半岛 ‧财富‧军事‧宗教 ‧摩西

出埃及记主要以色列人活动的范围 ─
从尼罗河三角洲的东边，从尼罗河三角洲的东边，

沿着红海边上一直往南，

来到西奈半岛南端摩西山。来到西奈半岛南端摩西山。

这可能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西西乃山乃山，

山脚下有一个很大的山谷山脚下有 个很大的山谷，

足够容纳以色列人

停留将近一年的时间停留将近 年的时间。

西乃山的山脚下有一个

圣凯萨琳修道院，已经一千多年，

是最早纪念摩西在荆棘火焰中是最早纪念摩西在荆棘火焰中

遇见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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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埃及博物馆，保存很多古埃及遗物，
二楼四分之三的范围，

都是图唐卡门法老的陪葬品。

图唐卡门 BC1333 – 1323 作法老图唐卡门 BC1333 – 1323 作法老，

作法老时才九岁，十九岁就死了，

埋葬好像非常的仓促埋葬好像非常的仓促。

他的陵墓
1922年被发现，

在开罗南边六百公里 Luxor
图唐卡门纯金面罩 称作帝王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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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这样一个非常幼小的法老，
在位时间只有十年、没有什么丰功伟业，

但单他的陪葬品就已经占据埃及博物馆二楼四分之三。

我们想 摩西被收为法老女儿之子我们想，摩西被收为法老女儿之子，

甚至很可能成为法老的继承人，

摩西对这 段只是简单的记载摩西对这一段只是简单的记载：

带入法老的王宫，接受教育

以后不肯称作是法老女儿之子以后不肯称作是法老女儿之子，

他愿意跟以色列百姓认同

你看他到底放弃多少？

甚至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

摩西竟然把这个完全地放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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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唐卡门跟他的皇后坐在一起的图片，

太阳光从上面照射下来，面照射 来，

象征他的国力强盛

图唐卡门坐在宝坐上，脚下有脚凳，图唐卡门坐在宝坐上，脚下有脚凳，

皇后站在他的旁边，

头上都戴着头饰 代表权位头上都戴着头饰，代表权位

衣饰、冠冕、项链、宝座、脚凳，

显示出跟摩西年代相差不远显示出跟摩西年代相差不远，

所有的东西跟摩西有的差不多

头发都是假发，
埃及人认为人身体上的毛发，都是不洁净的，身 ，都 不洁净 ，

通通都要剃光，头上戴着假发、假的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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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战车图画，在法老陵寝里发现，

法老张弓射箭，非常英勇、威武

前面有几匹马拉着马车

敌人在图片下面，都被打败了

摩西年代法老最精锐的打击部队，

战车上有两个军官战车上有两个军官，

一个掌管驾驶、一个掌管作战
出埃及记十四章，出埃及记十四章，

法老派遣军队追袭逃走的以色列百姓，

每辆战车有三个人，每 车有 个 ，

一个驾车、一个是作战、

还有一位拿着盾牌，还有 位拿着盾牌，

是埃及当时最精锐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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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神论 ─
眼睛所看得到、头脑想得出来的都是神明，眼睛所看得到、头脑想得出来的都是神明，

天上的太阳、地上的尼罗河

坐在宝座上的法老坐在宝座上的法老

人身上的跳蚤也是神…
自然界日月星辰 山川走兽自然界日月星辰、山川走兽

很多都成为埃及人所敬拜的神明。

十灾就是针对埃及的各种神明，十灾就是针对埃 的各种神明，

证明牠们不能够掌管宇宙，

只有上帝才是独一的真神。只有上帝才是独 的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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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鲁斯 Horus 鹰神
掌管天、整个的埃及，掌管天、整个的埃及，

用老鹰作为记号。

头上有一个圆的盘子，头上有 个圆的盘子，

称作日盘 ─ 太阳
头上戴着双重的冠冕头上戴着双重的冠冕，

一个白色、一个红色，

代表掌管上 下埃及 也代表埃及的法老代表掌管上、下埃及，也代表埃及的法老

太阳神 Ra
埃及神明里是最大的一位，

上帝使天上整个变黑暗了 ─十灾里的第九灾，

证明这个神不是上帝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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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女神伊西丝 Isis
手上拿着代表生命的安卡 ankh手上拿着代表生命的安卡 ankh ，

就是今天用来代表女性的符号

上面一个圈 下面一个十字上面 个圈、下面 个十字

代表女性的子宫、人的生命

主神欧西里斯 ─ 掌管阴间，

脸一般把牠画成脸是黑黑的，

戴着一个假胡子，

胡子直的 ─还活着的时候做这个像

死了以后才做像，

胡子下面是翘起来的 ─死翘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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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像罗马米开朗基罗雕刻摩西像，

1505 雕刻，两公尺多高。 1998动画片「埃及王子」

1956电影明星却尔登希斯顿1956电影明星却尔登希斯顿

主演「十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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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义大利
Tiepolo

摩西被法老女儿发现

十七世纪义大利
Andrea CelestiAndrea Celesti

The Trial of M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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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英国
Edwin Long
发现摩西

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曾经攻打过埃及，把研究成果带回欧洲，

把埃及人的穿著打扮 古时装饰 也都带回到欧洲。把埃及人的穿著打扮、古时装饰，也都带回到欧洲。

这一幅图画跟以前就已经很大的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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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历史一个很有名的女王 ─

哈雪苏哈雪苏，

很可能就是收养摩西的法老的女儿。

文治武功非常的强盛文治武功非常的强盛，

不过死后，有关她的浮雕、记载，

都给破坏掉了都给破坏掉了。

帝王谷附近

哈雪苏神庙，

在特别纪念她在特别纪念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