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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識：古埃及人的生活 (1)

•衣

•食

•住

•行



背景知識：古埃及人的生活 (1)

•衣 >>亞麻布 (Linen)

•食 >>耕作/農業

•住 >>泥磚 (Mud brick) (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1jB6z9CgKI )

•行 >> 驢/牛拉車 (馬是外來引入,除軍隊外並不常見)

船 (南向:順風 /北向:順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1jB6z9CgKI


背景知識：
埃及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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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 順風

北向: 順流

背景知識：
埃及地圖

以色列

蘇丹 (舊稱:努比亞)

利比亞

阿拉伯

撒哈拉沙漠

西乃

上埃及

地中海

下埃及

亞歷山大港

阿斯旺水壩

尼羅河



背景知識：古埃及人的生活 (2)

•古埃及人的生活離不開尼羅河 (The Nile)

•尼羅河洪水泛濫

•帶來肥沃泥土

• >> 耶利米書 46:7-8



尼羅河洪水泛濫

耶利米書 46:7-8

• (7) 像尼羅河漲發、

像江河之水翻騰的是誰呢。

• (8) 埃及像尼羅河漲發、

像江河的水翻騰．

他說、我要漲發遮蓋遍地．

我要毀滅城邑、和其中的居民。



背景知識：古埃及人的生活 (2)

•古埃及人的生活離不開尼羅河 (The Nile)

•尼羅河洪水泛濫

•帶來肥沃泥土

•摧毀, 破壞沿途一切

•河道位置不時改變



研究古埃及猶太人歷史：當中困難

•天災引致的因素

• 以致考古學家對古埃及人的定居地 (Settlement) 認知有限

•包括古埃及猶太人

•需要其它證據以補足缺少的資訊



假使有一天, 聚居地被天災人禍所破壞…

•有甚麼東西可以在幾個世紀後

證明這些人曾經居住在這地?



證據

•文獻, 當中包括: 

•民族中流傳紀錄 (例如:舊約聖經)

…



猶太人在埃及聚居之地

• 耶利米書 44:1-5, 8

• (1) 有臨到耶利米的話、論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猶大人、就是住在

密奪 (Migdol) 、答比匿 (Tahpanhes)、挪弗 (Noph) 、巴忒羅 (Pathros) 境內的猶大人說、

(2)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我所降與耶路撒冷、和猶大各城的一切災禍、你

們都看見了．那些城邑今日荒涼、無人居住．(3) 這是因居民所行的惡、

去燒香事奉別神、就是他們、和你們、並你們列祖所不認識的神、惹我發怒。

(4) 我從早起來差遣我的僕人眾先知去說、你們切不要行我所厭惡這可憎之事。

(5) 他們卻不聽從、不側耳而聽、不轉離惡事、仍向別神燒香。

• (8) 就是因你們手所作的、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別神燒香惹我發怒、使你們被剪除、

在天下萬國中令人咒詛羞辱。



猶太人在埃及聚居之地

•巴忒羅 Pathros

• 埃及字源: pȝ tȝ rsy / pa-ta-rsy

= “The Southern Land”南方土地

• 上埃及一帶

•挪弗 Noph

• Memphis 孟菲斯,下埃及首都

•答比匿Tahpanhes

• 古時尼羅河下游城市

• 近今日蘇伊士運河

•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pdf/

Tell_Dafana_online.pdf

•密奪 Migdol

• 實際地點不明

• 很可能在埃及東北方邊陲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pdf/Tell_Dafana_onli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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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猶太人歷史

•在摩西出埃及後, 最早有

可靠文獻記載猶太人在埃及定居是

•波斯帝國統治時期

•主前 5-4世紀 (或可能更早)

•波斯王派猶太人駐守埃及南面邊境



背景知識：
埃及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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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識：埃及邊境

•努比亞人 (Nubian)彪悍善勇

•經常起兵入侵埃及

•古實/庫施 (Kush) 王國

在亞述人攻打埃及前

曾成功征服埃及 (第 25 王朝)

•埃及人建築要塞堡壘防守

•標誌性建築以彰顯國力
Lepsius, K.L. (1849-1856) Denkmaeler aus Aegypten und Aethiopien, Vol. 6, Bl. 136



標誌性建築例子: 
阿布辛貝神廟Abu Simbel Temples

x

蘇丹 (舊稱:努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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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塞例子: 
象島/伊里芬丁島 Elephantine

•象島 Elephantine

•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Elephantine/

x

蘇丹 (舊稱:努比亞)

阿斯旺水壩

盧克索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Elephantine/


象島 Elephantine

Photo: Olaf Tausch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User:Oltau


象島附近地理



尼羅河急流 :邱吉爾《河上之戰》(1899年)

• “All seven (vessels) were now collected at the foot of the Second Cataract, 

and awaited the rise of the river to attempt the passage.”

現在所有七艘（船隻）都被集合在第二急流之前，並等待河流的上升方可嘗試通過。

• “The three miles of islands, rocks, rapids, and broken water 

which are called the Third Cataract are ... a formidable barrier.”

三英里的島嶼，岩石，急流和斷續的水 被稱為「第三急流」 ... 是一個強大的屏障。

• “Throughout the whole length of the course of the Nile there is 

no more miserable wilderness than the Monassir Desert. The stream of the river 

is broken and its channel obstructed by a great confusion of boulders, 

between and among which the water rushes in dangerous cataracts.” 

在經過整條尼羅河的過程中，沒有比莫納西爾沙漠 (近第四急流) 更悲慘的荒野。

河的水流變得斷續，河道被巨大的巨石混淆阻擋，而水在其之間湧入危險的急流。

來源: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4943/4943-h/4943-h.htm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4943/4943-h/4943-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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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島附近地理



小結

埃及背景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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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在埃及 (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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