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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們帶著感恩的心來到袮的面前，袮這麼愛我們！袮定意要成全袮的心意在我們
的身上。袮召我們來，又稱我們為義，並且要帶領我們進入榮耀，將袮那完美、榮耀的生
命做在我們身上。主，我們感謝袮！我們向袮敬拜，袮是那位永遠可稱頌的主，謝謝袮在
我們一生的道路上恩待我們、引導我們、扶持我們，也謝謝袮給我們屬靈的同伴、一同奔
走屬天的道路，獻上我們最真誠的敬拜。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o 希伯來書 11 章、介紹創世記這卷書中幾個重要的人物。當神造人之後，神看著所造
的甚好，神要藉著人把祂的旨意帶到地上，結果人失敗了，祂開始做恢復的工作。








亞伯：獻上最美的祭物來贖罪。
以諾：開始與神同行。
挪亞：進方舟、學習住在基督裏。
亞伯拉罕：築了四個祭壇，代表他屬靈的經歷。
以撒：挖了四口井，代表更深的生命、直到被聖靈充滿。
雅各：立了四根柱子，神的見證。
約瑟：生命成熟、與基督一同作王。

經文解釋：希伯來書第十一章 23-28 節
o 聖經上記載、摩西是僕人，希伯來書 3 章 3 節說：『摩西在神的家全然盡忠』，我
們從摩西的身上看見何謂“信心的事奉”？以及“如何在神的家盡忠”？
一）摩西父母的信心：
23

摩西生下來、他的父母見他是個俊美的孩子，就因著信把他藏了三個月、並不怕王命

o 摩西的生命能夠被保全，第一個原因是他父母的信心、把他藏了三個月。
o 摩西的父母為何有信心？
他的父母見他是個俊美的孩子。
 使徒行傳 7:20『那時、摩西生下來、俊美非凡，在他父親家裏撫養了三個月』。
 出埃及記 2:1-2『有一個利未家的人，娶了一個利未女子為妻，那女人懷孕、生
一個兒子，見他俊美、就藏了他三個月』。
 摩西的父母親都是利未人，都是虔誠事奉主、愛主的人，他們在信心裏面看見
摩西的俊美與神在這個孩子身上的旨意，這孩子與一般的孩子不一樣。他們為
著成就神在摩西身上的旨意, 就憑著信心把他藏了三個月。
 一般父母常常看自己的孩子、覺得很失望，他們以天然的眼光來看孩子，總覺
得他們不如自己所期盼的。因為我們沒有看見神的旨意，使得神無法在孩子的
身上作工，因此、孩子很軟弱。這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因著摩西父母的信
心、看孩子為俊美，給神開了一條路，因為在愛裏“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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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摩西的信心：
24

摩西因著信、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25 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
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26 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因他想望所要得
的賞賜。
o 父母的信心傳承給兒子摩西。
o 摩西在法老家中長大，他有極大的潛力繼承產業、成為世界的王，但是摩西不肯。
o 按著天然人的所好、沒有人喜歡受苦和凌辱，摩西因著信、揀選與神的百姓同受苦
害，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而且、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為寶貴。
o 這一段聖經與出埃及記有關，讓我們來看看它的背景：
出埃及記 1-2 章 ：
 約瑟在埃及做宰相的時候，以色列全家共七十人住在歌珊地，這是靠近尼羅河三
角洲、非常富庶的地方，以色列人生養眾多、並且繁茂、極其強盛、滿了那地。
 後來、有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起來治理埃及，於是、埃及人派督工轄制他們、加重
擔苦害他們。埃及王對希伯來的收生婆說：『你們看見希伯來婦人所生的男孩、
就把他殺了』。故此、摩西出生就有死亡的判決，換句話說、他生來注定要死。
 從前、我們也是一樣，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罪的工價
乃是死』，『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希 9:27）
 摩西晚年寫申命記、32 章摩西之歌，他回想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處境，完全是出於
耶和華神的大愛：
1

諸天哪！側耳、我要說話，願地也聽我口中的言語。2 我的教訓要淋漓如雨、我
的言語要滴落如露、如細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3 我要宣告耶和華
的名，你們要將大德歸於我們的神…9 耶和華的分、本是他的百姓、他的產業本
是雅各，10 耶和華遇見他在曠野荒涼野獸吼叫之地、就環繞他、看顧他、保護
他、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11 又如鷹攪動巢窩、在雛鷹以上兩翅搧展、接取雛
鷹、背在兩翼之上。
 1-3 節說到當時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富足，他們非常滿足當地的生活，他們曾
經起誓要回應許之地迦南，現在、完全忘記了“埃及不是他們的家”。
 10-11 節、描述神的心、和神的愛，祂的看顧與保護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又
好像老鷹攪動巢窩，為的是訓練雛鷹成長。出埃及記 19:4、當以色列人來到
西乃山，神如何對待他們呢？『…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
歸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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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愛我們，祂興起環境、把我們從安逸中推出來，像雛鷹學習飛翔一樣，當
它飛不動的時候、母鷹就來把雛鷹背在翅膀上，然後繼續前進。


出埃及記 2:3-10
3
後來、不能再藏，就取了一個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將孩子放在裏頭，把
箱子擱在河邊的蘆荻中。…法老的女兒看見、就可憐他…7 孩子的姐姐去叫了孩
子的母親來…婦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10 孩子漸長、婦人把他帶到法老的女兒那
裏、就做了她的兒子，給他起名叫摩西，意思說：因我把他從水裏拉出來。
 嬰兒摩西回到他母親的家，由敬虔的母親乳養，他在愛主的家裏成長，稍微
大一點、便帶回給法老的女兒做兒子。
 摩西出生就有死的判決，感謝主！他被起名為“摩西”，說：『是因為我把
他從水裏拉上來』。現在、神揀選了他，把他從水裏拉上來。我們也有同樣
的經歷，雖有死亡的判決在我們身上，可是神揀選我們、把我們從罪孽死亡
之中救拔出來，這是極大的恩典。

 出埃及記 2:11-14
11
後來摩西長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裏、看他們的重擔，見一個埃及人打希伯來人
的一個弟兄，12 他左右觀看，見沒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裏。12 第二
天他出去見有兩個希伯來人爭闘，就對那欺負人的說：『你為什麼打你同族的人
呢？』14 那人說：『誰立你做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難道你要殺我像殺那埃及人
嗎？』摩西便懼怕、說：『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
 這段經文中、我們看不出摩西的信心，然而、聖靈在希伯來書解釋摩西這段
經歷時，說：『24 摩西因著信、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25 他寧可
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26 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
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
 我們仍在母腹中、神先揀選了我們。時候到了、神給我們一個機會做選擇，
抑或事奉世界、建立自己的事業？或是事奉神？在希伯來書 11 章 24，25，26
三節經文中、我們看見摩西所作的選擇：
1. 他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2. 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
3. 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
 羅馬書 12 章『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心意更新而變化…』。當我們揀選神
之後，我們無形中、開始對神的家、神的民、神的事感到興趣，我們的心便
以神為中心；倘若我們揀選事奉自己的事業，那麼、我們自然就成為一個自
我中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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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生長在埃及王宮、他天天看見希伯來人做奴隸、被欺負，心中毫無感
覺。兒時母親教導他有關神的話語、現在藉著聖靈在他的心裏催逼，使他整
個心態不再一樣了。他見自己的同胞被欺壓，便打抱不平把埃及人殺了，他
也無法忍受自己的弟兄彼此相闘、不能相愛。
 這也是我們的光景，當我們一信主、就心裏火熱傳福音、要服事弟兄姊妹，
結果、別人“不服我”，甚至“把人打死”。其實、很重要的一點是“為神
做工以先、要讓神在我們身上做工”。
 神不喜悅一個天然人的事奉，因為他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聰明與才智來事
奉。使徒行傳 7:22『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他
沒有等候神，自以為可以事奉神了。
 一個人要真正成為神的僕人、必須經過十字架的剝奪與倒空。摩西對耶和華
說：『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到這個時候、
神就可以用他了。


出埃及記 2:15
15
法老聽見這事就想殺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亡米甸地居住。
 從人來看、摩西因害怕逃亡；但希伯來書不是這樣解釋，聖靈說“ 27 他因著
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
 根據歷史的記載、摩西兩次離開埃及，第一次是出埃及記 2:15 他躲避法
老、逃亡米甸。第二次是出埃及記 12:41 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
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地出來了。
 聖靈在希伯來書 11:27 的“離開”若是指摩西的第二次離開，是可以的，
因為、當時他們確實“不怕王怒”地離開埃及。
 然而、從希伯來書 11:28 的經文來看，摩西的離開在前、守逾越節在後。
顯然，按著次序來說、希伯來書所指的“摩西離開”，應該是指第一次。
聖靈為什麼這樣解釋呢？
從希伯來書 11 章 27 節『他因著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
耐、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這段經文裏有兩次的離開和兩次的看見，
每當我們思想這段經文的時候，內心真是感恩不盡、滿了盼望、非常寶貴。
希伯來書 11: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信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在信心裏
所看見的事，有一天要成為實際，盼望必要實現。因為：
1.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必得見神』。（馬太福音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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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摩西在荊棘火焰中看見了主。（出埃及記 3 章）
 信心不是盲目的相信，摩西因為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24 長大了，就不肯稱
為法老女兒之子，25 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
26
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否則、誰能做得到呢？
 出埃及記 2:16-25
16
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個女兒來打水…17 摩西卻起來幫助他們，
又飲了他們的群羊…19 他們說：『有一個埃及人救我們脫離牧羊人的手…』。21 摩
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兒西坡拉給摩西為妻。23…以色列人因做苦
工、就嘆息哀求，他們的哀聲達於神。24 神聽見他們的哀聲，就記念他與亞伯拉
25
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 神看顧以色列人也知道他們的苦情。
 摩西有學問、有才能、有力氣、有熱心，但是、人看他是一個埃及人。到後
來、他寫詩篇九十篇，被稱為“神人摩西”。
 我們在揀選神以前、是個外邦人，和埃及人一樣，惟有經過神的倒空、磨
練，讓神的靈充滿我們之後，才能成為神的僕人、像個神人。
 依照使徒行傳第七章，摩西的一生 120 年分成三個階段，他四十歲的時候、
出去打死了埃及人。八十歲的時候、在米甸曠野牧羊、看見大異象。出埃及
記第二章的經文包括了他八十年的歲月，四十年在埃及、四十年在曠野。
 我們將心比心、想像摩西當時的心情，起初他也許在盤算、何時可以回埃及
去，然後、他可能非常困惑，心裏想:我為神擺上這麼多、為什麼是這樣的結
果? 到底神是真的嗎？祂要在我的身上做怎樣的工作？
 當時的埃及是個繁華富足的地方，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
有才能，他也是個領兵出征的長勝將軍。然而、他逃出埃及之後、必須在曠
野待四十年，埃及的學問在曠野派不上用場，說話行事的才能在牧羊時也用
不著，這時、他的雄心大志完全消滅。
 詩篇 90 篇 10 節、便是當時摩西的寫照，『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
強壯的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
如飛而去』。
 摩西學了埃及人的一切學問，他以為自己是香柏木、可以用來做神的聖殿，
可是、在曠野待了四十年之後，他發現自己不過是個荊棘、毫無用處。摩西
開始認識了自己，然後、他才真正地認識神，就像約伯那樣。約伯記 42:5-6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
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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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第 3 章：
1
摩西牧養他岳父米甸祭司葉忒羅的羊群，一日領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
何烈山。2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裏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
著、卻沒有燒毀。3 摩西說：『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這荊棘為何沒有燒毀呢？』4 耶
和華神見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裏呼叫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
裏！』。5 神說：『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
地』，6 又說：『我是你父親的神、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
蒙上臉、因為怕看神。（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希伯來書 11 章）



摩西在曠野地裏、漫長的四十年歲月中、天天牧養他岳父的羊群。
在曠野乾地裏、火燒荊棘是摩西常見的事，但是、這一次不一樣，對摩西來說、
這真是一個大異象，因為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毀。他突然領悟到“這荊棘便
是他自己”，以前他認為自己是香柏木，現在他看自己如荊棘、只會刺人、沒有
用處，只有扔進火裏燒了。他回想這四十年在米甸的日子，他的生命好像被火燒
一樣、隨時會消失，卻沒有被燒毀、反而被煉淨、倒空, 這實在是神的憐憫。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裏火焰中向摩西顯現，並且對他說話，這個異象對摩西非常
重要。他晚年在申命記 33 章 16 節、說『…並住荊棘中上主的喜悅…』，主住在
荊棘叢裡、這是基督的內住，基督在我們裏面成了榮耀的盼望、這是福音。



神說：『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那所站之地是聖地』。因為僕人不穿鞋
子、只有兒子才能穿鞋。



有了異象、自然產生呼召，神呼召摩西去見法老，將祂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
出來。這時、他認識了自己不過是荊棘，看見了神的憐憫、他沒有被火燒毀。他
不僅看見自己是荊棘、以色列人也是荊棘、我們都是荊棘，但是、神寶貴荊棘，
我們的主以荊棘為冠冕、戴在祂的頭上、作為祂的榮耀。

禱告：
主，我們實在感謝袮！袮的愛長闊高深、無人能測度，袮呼召我們作君尊的祭司、作
袮的僕人。讓我們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袮說、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當然的。甚願我們能夠明白袮的心意，將自己的生命擺上、讓袮在我們身上做成
袮所要做的工。主啊！幫助我們、預備好等候袮的再來，謝謝袮！把所有的敬拜、讚美都
歸給袮，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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