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會 當 有 的 生 活  
孫國鐸弟兄 

1  從舊約的預表看生活 

我想弟兄姊妹都很清楚這次特會的主題，是馬太福音六章十三節的「因為國度、

權柄、榮耀，全是祢的」。也許有的弟兄姊妹會感覺說，為甚麼在這個主題之後又多

了兩個題目：教會的禱告和教會的生活。這兩個題目不是多餘的，因為去年當我們弟

兄們一同聚在一起決定今年特會主題的時候，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在這個

主題上面，是不是能夠多講一點關於實行方面的，所以我們就加了兩個題目上去。這

兩個題目不是與這主題無關的，乃是與主題有關的。弟兄們交託王國顯弟兄交通「教

會當有的禱告」，託付我交通「教會當有的生活」。今天我們來看教會怎樣從生活中

將國度、權柄、榮耀歸於神；也可以說，教會怎能從生活中證實國度是祂的，權柄是

祂的，榮耀也是祂的。所以我們要從生命中活出國度、權柄和榮耀，這是教會的責

任。 

首先我們從舊約神的預表那個作為裏面來看這件事情，請弟兄姊妹讀一些聖經。 

「耶和華對亞伯蘭說：『你要離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

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耶

和華向亞伯蘭顯現，說：『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亞伯蘭就在那裏為向他顯現

的耶和華築了一座壇。從那裏他又遷到伯特利東邊的山，支搭帳棚；西邊是伯特利，

東邊是艾。他在那裏又為耶和華築了一座壇，求告耶和華的名。」（創十二1-3、7-

8） 

「耶和華說：『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見了；他們因受督工的轄

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見了；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來是要救他們脫離埃及人的

手，領他們出了那地，到美好寬闊流奶與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摩利人、

比利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出三7-8） 

出埃及記第十六章第四節：「耶和華對摩西說：『我要將糧食從天降給你們，百

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分，我好試驗他們遵不遵我的法度。』……以色列人吃嗎

哪共四十年，直到進了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出十六4、35） 



「我必在何烈的磐石那裏，站在你面前。你要擊打磐石，從磐石裏必有水流出

來，使百姓可以喝。」（出十七6） 

「日間，耶和華的雲彩是在帳幕以上；夜間，雲中有火，在以色列全家的眼前，

在他們所行的路上，都是這樣。」（出四十38） 

「弟兄們，我不願意你們不曉得，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都

在雲裏海裏受洗歸了摩西，並且都吃了一樣的靈食，也都喝了一樣的靈水；所喝的，

是出於隨着他們的靈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林前十1-4） 

舊約裡的一些預表 

我們從聖經裏面可以很清楚的看見，這個國度、權柄，也就是能力，榮耀，本來

就是屬於神的。但是在馬太福音六章十三節這個禱告文裏面，主教導我們有這樣的禱

告，我想神不僅本來這些都是屬於祂的，現在祂希望教會也能夠得着國度、權柄和榮

耀，就是從教會的生活裏面來證實國度是祂的、能力是祂的、榮耀也是祂的。 

弟兄們都講過馬太福音六章十三節的話不光是一個宣告，因為有實質的意義在裏

面。我們知道神有國度，國度是祂的，但是神也呼召我們來進祂的國度。我們也知道

能力是屬於神的，但是神也讓祂的兒女們來經歷甚麼叫做神的能力。榮耀是屬於神

的，但是神也要讓這個榮耀從教會的身上顯明出來。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裏宣告說國度

是祢的，權柄是祢的，榮耀是祢的。這個不能光是在言語上面，這個必須是要在生活

上的一個流露。所以，這些如何能從我們的生活中顯出來，是神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個

心意。我們知道只有當教會進入這個生活，才有真正的實際。所以我們從神的話的啟

示裏，很清楚的看見神有一個榮耀的旨意，那麼弟兄姊妹，這個國度、權柄和榮耀可

以說是祂榮耀旨意裏面重要的內容。 

神在祂那個旨意裏面不僅有計劃、有啟示、有原則，更重要的是還有付諸實行的

一種生活，神要我們從生活中能把這些見證出來。所以教會需要禱告，甚麼是禱告

呢？我們求神使這些在教會身上成為實際。另外我們也需要有生活的經歷，生活才是

實際，實際就是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們在舊約聖經裏面，雖然神是用一種預表的

方式對我們說話，許多屬靈的事情在舊約時代好像都是比較隱藏的，像國度、權柄、

榮耀，好像是比較隱藏的；但是神的心意的那個表達卻是非常清楚。所以弟兄姊妹

們，我們要從舊約聖經裏面來看看神怎樣用預表的方式先對我們說話。當然神在這件

事情上是用許多人的生活來說明的，舊約聖經裏面記載了許許多多的人物，我們看見

神在這些人身上是怎樣帶領他們。但是在這眾多的人身上，有一個重要的原則是今天

我們需要注意的，就是當神為着祂的旨意，神必須改變人生活的方式，這個改變非常

的重要，因為只有改變，我們才能夠達到神的心意；我們只有改變，才能夠進入神的

祝福。今天我在這眾多的人物裏面，只能選一、兩個人，從他們的身上來看神的心



意。 

亞伯拉罕 

首先，我們要看亞伯拉罕。感謝主，昨天江弟兄已經把他一生的故事給我們作了

一個概略說明，這是在舊約聖經中間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我們也可以說，亞伯拉罕是

進入神旨意的頭一個人物，所以他的生活中間有一些事物可以成為我們的榜樣。亞伯

拉罕本來住在迦勒底的吾珥，因着神榮耀的顯現，我們看見在亞伯拉罕的生活中產生

了一個重要的變化。神不僅向他顯現，神也啟示他，在創世記第十二章神對亞伯拉罕

說：「你要離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麼我們曉得在亞伯

拉罕身上的這個轉變首先是裏面的一個改變，就是有一些事情發生在他的裏面，所以

他才在外面生活上有一個改變。基督徒也是這樣，當我們得救的那一天，在我們裏面

發生了一些的故事，這些裏面的故事就影響我們以後整個的生活。所以因着神的顯現

和神的啟示，我們看見亞伯拉罕生活中有了一個重大的改變，所以神帶領他離開迦勒

底的吾珥，帶他進迦南地。 

我們也許會問，為甚麼神不能在吾珥就作祂所要作的事呢？為甚麼神一定要把亞

伯拉罕從吾珥帶出去呢？原來在舊約時代中，我們知道這是個預表，神事先告訴我

們，祂的旨意要在我們身上通行的話，我們必須要在生活的環境有改變。好像亞伯拉

罕預先把神的心意演一次給我們看。 

我們知道亞伯拉罕離開吾珥到了迦南以後，他的生活是一個完全不一樣的生活。

那麼今天我們很明白，吾珥是當時的世界，那麼迦南地是神所指定的地。今天我們都

明白，神乃是要叫他離開世界，活在基督裏。所以亞伯蘭就放下他在吾珥所有一切。

當他進到迦南地後，我們看見他的生活中有完全不同的一種改變。當然亞伯拉罕的一

生故事很豐富，我想我們在這裏不需要把他全部的生活通通看過。我要交通的是，在

他生活中有兩個重要的點，也是兩個比較突出的點，頭一個點，就是他築祭壇；第二

個點，就是他支搭帳棚。我們知道這個生活跟他從前在吾珥的生活完全不一樣了，但

是這兩件生活中突出的事卻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裏面。這也是亞伯拉罕回應神的呼

召，為着神榮耀的旨意生活中的兩個重點。 

築祭壇 

亞伯拉罕一生築了四座壇，我們的注意力不是擺在這四座壇建築的過程上，只把

這個祭壇的意義稍微解釋一下就可以。弟兄姊妹，祭壇頭一個意義就是它有一個重要

的宣告。當他把這個壇築起來的時候，他宣佈甚麼呢？他宣佈惟有耶和華是神；在整

個宇宙裏面，除了祂之外，再也沒有別神。因為當時迦南地是充滿了偶像，在這個滿



了偶像的地方，亞伯拉罕築了一座壇，宣告只有耶和華是神。不僅宣告惟有耶和華是

神，並且宣告萬有都是屬於神的，祂才是萬有的主宰，也是萬有的中心，天不僅是祂

的，地也是屬於祂的。弟兄姊妹，這是一個重要的宣告，今天我們每一個蒙恩得救的

基督徒，我們都明白這個意思，我們活在這個地上，也應該有祭壇的生活，我們也是

在這個悖逆的宇宙中來宣告一件事，惟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神，萬有都是屬於祂

的。 

祭壇第二個意思就是奉獻。我們都知道屬靈生活首要的根基就是奉獻。那麼弟兄

姊妹都知道奉獻生活的重要，但是祭壇告訴我們，奉獻生活的那個真實的意義，就是

說只有祂是，我們都不是。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個獻祭，說明今天我們在十字架

的經歷裏面，我們宣佈沒有自己，一切都是為着神的旨意。所以亞伯拉罕在那裏築起

這個壇，是宣告說現在我這個人不再為自己生活，我在這裏生活完全是為着神的旨

意，我想這個是奉獻生活的一個重要的意義。不僅這樣，這個祭壇在奉獻生活上是在

宣告只有祂是主，也讓祂作主，祂是我的王，祂掌管一切。所以大衛在詩篇第十六篇

裏說：「祢是我的主，我的好處不在祢以外。」弟兄姊妹，祭壇第二方面的意義是奉

獻。 

祭壇第三方面的意思，是說出他與神之間的交通。我們都知道在舊約聖經裏面，

只有亞伯拉罕被稱為神的朋友，他與神之間有非常親密的交通，神作任何一件事情都

要告訴亞伯拉罕。你們記得當神要去毀滅所多瑪和蛾摩拉的時候，神在那裏說：「我

們所作的事，豈可以不告訴亞伯拉罕呢？」這是站在朋友的地位上。所以主耶穌也對

門徒們說，我不再稱你們為僕人，乃稱你們為朋友，因為只有朋友能夠知道主人的事

情。所以這個祭壇也說出他跟神之間的一個交通。 

祭壇第四方面的意思，說明他對神完全的倚賴，他在那裏求告耶和華的名，他相

信神是供應一切的神。所以在這件事情上，亞伯拉罕表明了他的信心。我們都知道在

亞伯拉罕的生命中，生以撒是一件大事，也是件重要的事情。他在一百歲的時候才生

了以撒，他是因為相信神的話，雖然中間出了一點點的差錯，但是神在這方面仍舊是

建立他。所以聖經講說，亞伯拉罕信神，神就以此為他的義。所以他在這件事情上倚

賴神，他不僅在生子的事情上經歷神的奇妙作為。到了創世記第二十二章，我們看見

亞伯拉罕一生祭壇的生活達到最高峰，神對他說，你要把你所愛的那一個兒子獻給

我。弟兄姊妹，今天我們讀這個故事覺得很容易，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如果要經歷是

不太容易的，你看他在一百歲的時候才得這麼一個兒子，那實在是他心所愛的。我們

中國人常常講這個老蚌生珠啊，特別寶貝，所以神特別跟他講你所愛的那個兒子。但

是我們看見在這個時候，亞伯拉罕的信心達到成熟，他實在是神的好朋友，他對這位

朋友一點疑惑都沒有，我們看不見他有任何一點點的猶豫，他就把他的這個兒子帶到



摩利亞山上，準備把他獻給神。弟兄姊妹，這些故事都是我們所熟悉的，但是我們看

見亞伯拉罕在迦南地所過的生活頭一個重點就是築祭壇，我們知道這個生活乃是為着

神的旨意。 

支搭帳棚 

他不僅在築壇，我們看見他也支搭帳棚，這個支搭帳棚有個非常重要的屬靈意義

在裏面。在希伯來書第十一章裏面，希伯來書的作者對這個有解釋。第九至十節說：

「他因着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異地居住帳棚，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

撒、雅各一樣。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希伯來書講

到亞伯拉罕住帳棚這件事，說明他在地上過一個寄居客旅的生活。我們都懂得這個意

思，就是他完全不紮根在這個地上。其實希伯來書那裏有一個更高的屬靈意義，亞伯

拉罕所以住帳棚，他就宣告一件事情，那意思說，一切在時間中的都是暫時的、有限

的，都是會結束的，他這個帳棚的意思就是他不為着地上這個光景活着，乃是為着神

的永遠旨意。他這個時候很清楚，只有神和祂的旨意是永遠的，所以他住帳棚的生活

是為了表明他要為着那一個榮耀活着。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這個地何等容易捆綁我們，我們看見不僅世上的人整天勞

碌為這個地上的生活，就是在今天地上的教會中，我們看見許多人的心思意念好像也

都是還是擺在這個地上。我們懂得一點帳棚的意義，但是我們實際的生活卻不像是過

帳棚的生活。我們知道一個過帳棚生活的人，因為他認識甚麼是永遠，所以他在地上

甘心過帳棚生活。並且我們曉得這個帳棚的生活就是比較容易跟隨主，他隨時可以跟

從主，主要他走，他馬上可以走的。如果像過去在吾珥，他住的地方是不可以隨便搬

動的。但是現在他住在帳棚裏，神要帶領他非常的容易。 

我認識一對弟兄姊妹，他們從年輕的時候就跟從主。從前事奉主的時候，兩個人

很簡單，全部家當就是兩個箱子，甚麼時候主的命令叫他們走，他們提起兩個箱子就

走。他們也有很強烈的奉獻心願。但是慢慢到了一個地方，工作開始穩定了，聚會的

人也有了，生活也開始改變了。所以這兩個人常常彼此要對問：「我們那個奉獻的心

願有沒有減退呢？是不是主今天要我們走，我們仍舊是能提着兩個箱子就走了呢？」

那你看亞伯拉罕住在帳棚裏面，弟兄姊妹們，他過着一個簡單的生活，他全心為着神

的國度，為着神的權柄，為着神的榮耀。所以神用亞伯拉罕對我們說話，今天我們要

讓神的國度、神的權柄、神的榮耀能在教會中被彰顯出來，我們的生活必須有改變，

每個基督徒需要有改變，我們需要回轉到一個簡單的生活。我們覺得今天這些世界上

的物質享受和那些忙碌的生活，已經把神的教會完全拉到灰塵裏面去了。我們看見今

天神的兒女們許多時候跟隨主並不那麼輕省，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失去了帳棚的生活。 



受試探 

弟兄姊妹，我們知道亞伯拉罕曾經遭受試探，在創世記第十二章，因為迦南地有

了饑荒，所以他與妻子兩個人跑到埃及去，因為他的妻子撒萊長得非常的美麗，到了

埃及，亞伯拉罕憂心忡忡的，他說因為你長得太美了，我們到那裏，人問起來，你就

說你是我妹妹好了。結果法老王看上她了，法老因為撒萊的緣故給了亞伯拉罕大批財

富，亞伯拉罕一下子就變得非常富足了。後來我們知道神伸手干預這件事，埃及法老

才知道這是別人的妻子，就把他們趕走了。但是雖然把他們趕走了，亞伯拉罕卻變成

有錢人了。 

弟兄姊妹，如果我們不愛主，還很羨慕這件事情。結果不僅他富足，他的姪兒也

跟着蒙福，變成富足的。弟兄姊妹，你看見仇敵永遠有這樣的一個心意，亞伯拉罕想

過簡單的生活，但是這個世界的王使他富足，所以這個對亞伯拉罕來講實在經歷一個

試探和引誘。並且他跟姪兒兩個變成富足以後，兩個人就不能同居了，然後他們的僕

人彼此之間大家就開始相爭；到最後，他們就離開了。弟兄姊妹們，你看一看教會的

歷史，這樣的光景像一再出現，好像總是在開頭比較艱苦、比較簡單的時候，弟兄姊

妹們很容易彼此相愛、相互扶持，一到了富足的時候，弟兄姊妹就不能同居了，然後

就相爭了，甚至到最後彼此離開了。所以神藉着亞伯拉罕對我們說話，只有回歸簡單

的生活。 

感謝神，神保守了亞伯拉罕，所以到最後你看見那個叔叔表現他的度量，他就對

姪兒說你先選好了，那麼亞伯拉罕沒有作任何的選擇。那說明甚麼呢？雖然這個時候

亞伯拉罕的外面已經富足了，但是亞伯拉罕那個過簡單生活的心志沒有改變，他仍舊

相信神，願意跟從神。我想這個對於今天我們生活在富裕環境中的人來講是一個激

勵，富足不是罪，但是如果你愛富足的話，就是罪。聖經告訴我們不要愛世界，你可

以用事物，但是不要愛世界。我們的難處是甚麼呢？我們一用，就愛上了；一愛上，

就被它捆住了。所以我們看見亞伯拉罕的心志是甚麼呢？雖然擁有這一切，但他的心

仍舊是跟從神的；求主保守我們能有這樣的一個心志。 

幾十年以前，我曾經聽見一位年老的姊妹的見證，裏面有一句話至今我都不會忘

記。她是一個很有恩賜的姊妹，非常有名，那時她七、八十歲，頭髮白了，身體也衰

弱。她說：「主如果今天對我還有所要求的話，我決不叫祂失望。」弟兄姊妹，這個

心志是寶貴的。我們需要主的恩典保守我們。弟兄姊妹，今天教會光景的軟弱，是因

為你我可能已經不再過帳棚的生活。因為地對我們的捆綁、對我們的影響，實在是太

厲害了；所以如果我們在生活中能夠把神的旨意顯明出來，就必須改變我們個人的生

活。 

我們都知道神也藉着羅得的妻子來警戒我們。當天使要帶着羅得的一家離開神用



烈火所毀滅之地的時候，他們已跑到城外，但是羅得的妻子回頭一看，就變成一根鹽

柱。這個回頭一看，是多麼嚴肅的一個提醒！弟兄姊妹，這個回頭一看是表示她有留

戀，仍舊有掛心，仍舊是放不下。如果今天我們活在這樣的光景中，我們就很難在身

上證實神的心意；所以神藉着亞伯拉罕對我們每個基督徒說話，因為教會的生活首先

是建立在每個弟兄姊妹的生活上，如果從我們個人生活上沒有辦法轉變，我們也不能

冀望很多教會光景的轉變。所以神在舊約聖經裏面藉着亞伯拉罕給我們看見神的心意

要在他身上能夠被顯明出來，他必須改變他生活的方式。但願主藉着這個對我們每個

弟兄姊妹說話。 

摩西 

我們知道神不僅要改變個人，神更要改變整個以色列人的生活方式；在團體的生

活中，主也要作改變的工作。我們都知道神至高的心意是在教會的全體，實在來說，

神還不能完全以個人的愛主為滿足，神是要得着一個整體。所以我們看見有出埃及記

的故事，神要把以色列整個民族從一個環境轉到另外一個環境。但是我們會發現在出

埃及記裏面，當神要轉變整個團體的時候，祂首先把我們的注意力擺在摩西身上，為

甚麼呢？因為摩西是神所要使用的領袖，神要摩西在以色列百姓中作引路人。所以這

說明一件事情，今天神要在整個教會裏面作改變，神首先要在教會中間作領袖的身上

作改變的工作。 

我們都知道各地的教會都受領袖們的影響，如果領袖的光景不對，整個團體都會

受到影響。所以神要改變一個團體，首先必須改變這團體中的領袖們，摩西是一個好

的榜樣，是一個好的領袖，那我們看見神首先作工在他的身上。我相信在這次聚會的

裏面，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可能是各地教會的領袖，盼望主的恩典首先臨到我們這些人

身上，讓我們在主的手中先有一些經歷，讓教會知道如何來引導神的百姓們。我們知

道這是在神整個旨意裏面一個重要的安排，所以讓我們在出埃及記看摩西的改變。 

認識神的王權 

我們都熟悉他的故事。神先把他擺在埃及的王宮裏四十年，摩西進入當代世界中

間最高權勢的家庭，享受埃及一切的榮華富貴，並且在那裏受到埃及最好的教育，得

到埃及人所有一切的學問。我們真是感覺這個世界比當日亞伯拉罕在吾珥的世界還要

大得多。四十年在這樣一個環境裏面，到後來他以為可以拯救自己的同胞，結果沒想

到他殺了一個埃及人後，他作了逃犯。這是一個大的轉變，是神在他身上一個榮耀的

工作。 

從表面看來，好像摩西這個時候落難了，從最榮華富貴享受的環境一下子落到曠



野裏去，但是今天我們回頭看，很清楚神是為着祂更高的目的，神要讓摩西從世界最

大的王權裏面轉移出來，然後他認識了更大的神的王權。所以後來我們看見當神重新

打發他回埃及的時候，他拿着神的權杖，那是比埃及的法老王更大的一個權威，這是

更高國度的一個權威。這是神在他身上首先作的一個轉變，今天所有在教會中作領袖

的人，我們都必須有這樣的認識。弟兄姊妹，地上再大的政權也不可能高過神的政

權，我們必須有這樣的認識。 

認識神的大能 

到摩西八十歲的時候，神再讓他經歷神那無窮的大能，神打發他回埃及，用十次

的大災行在埃及。弟兄姊妹，神藉着摩西顯出了祂自己的權能。不僅這樣，最後我們

看見他帶領以色列全家出埃及，到了紅海邊上，摩西用杖擊打紅海，紅海整個分開成

為乾地，二、三百萬的以色列百姓就從紅海經過；所以在那裏，他實在看見神榮耀的

作為，就是神權能的作為。不僅這樣，當埃及的全軍追來的時候，我們知道在一夜之

間埃及的千軍萬馬、埃及最精銳的部隊在紅海裏全部被淹滅。弟兄姊妹，摩西經歷神

何等樣的權能。 

感謝神，摩西因為經過曠野的四十年，所以這個人天然的肉體被煉淨，當神把這

麼大的能力託付他的時候，我們看見摩西在神面前是謙卑的。摩西在出埃及記第十五

章寫了一首歌，宣告能力是屬於耶和華的，能力不是他的。今天在整個基督教裏面，

我們常常看見有一些人稍微經歷神一點的能力，就感覺說他是一個有能力的僕人，這

是何等的錯誤。弟兄姊妹，能力是祂的。在摩西的身上可以證實能力是祂的。帶領

二、三百萬的以色列百姓，四十年在曠野裏面行走，那是何等的能力，神讓他有經

歷。 

認識神的榮耀 

當講到神的榮耀時，我們曉得在八十歲以後，摩西跟神的榮耀幾乎是不可分的，

他不僅在何烈山上看見荊棘火焰的異像，當他帶領以色列百姓出埃及之後，在西乃山

上多次進入神榮耀的交通。後來他在山下把會幕造成的時候，神的榮光顯在那裏。就

在以後的生活裏，當他遭受攻擊的時候，被人埋怨的時候，我們看見摩西從不為自己

作任何的辯護，他只作一件事，是把臉俯伏於地。每一次當他把臉俯伏於地的時候，

神就在榮光中出現，神在榮耀中替他來解釋，神在榮耀中來作審判的工作。 

弟兄姊妹，今天我們事奉主的人，如果看不見神的榮耀，我們只能被地上的虛榮

所欺騙。我們不要以為這是件小事情，今天多少服事主的人愛慕世上的虛榮，喜歡自

己的名聲，喜歡自己被高舉。這些都是沒有看見過神榮耀的人。所以我們看見，當神



要帶領整個以色列百姓出埃及的時候，神首先在這作領袖的人身上作工，神要讓他有

所經歷。摩西認識神的王權，摩西認識神的大能，摩西認識神的榮耀，弟兄姊妹，只

有這樣的領袖才能夠把神的百姓帶向神榮耀的目的。我想今天我們也許不可能經歷像

摩西這樣的經歷，但是在原則上，我們教會的領袖們必須在這些事上有基本的認識。 

親愛的弟兄姊妹，教會的領袖是今天主在地上教會中一個重要的影響力量，我們

何等需要神的大憐憫，請我們在事奉中常常彼此對問：我們在教會中服事，到底要把

神的兒女帶到哪裏去？我們所作的能符合神的心意嗎？聖經也告訴我們，當主回來的

時候，我們要在祂寶座前交帳，這是多麼嚴肅的事。求主憐憫我們。我們不以說在教

會中作事奉了，就可以隨着我們自己的意思來任意作甚麼。出埃及記很清楚給我們看

見，神是要改變祂的百姓，但是神首先必須改變作領袖的。當摩西經過了神的工作

後，現在他可以帶領以色列的百姓離開埃及。 

以色列人 

我們也很清楚的知道，摩西帶領以色列人出埃及最終目的是進迦南，這個原則就

是離開世界進入基督的豐富。我們知道在舊約時代這個民族是神所揀選的一個民族，

神要讓祂的國度、權柄、榮耀藉着這個民族顯現出來，但是他們生活的方式必須改

變。我們再說，如果沒有改變，就不可能證實神所要我們證實的。神帶領他們在曠野

過了四十年，很多基督徒讀聖經，都明白這個曠野的生活是神為着煉淨祂的百姓。其

實這只是曠野生活的一面，曠野生活更高的意義乃是要神的百姓學習過屬天的生活。

我們看見這四十年在曠野是天在管理他們，這是以色列百姓從前在埃及不曾經歷過的

生活，現在神要讓他們習慣於天的管理，所以神帶領他們過紅海進入曠野。 

神首先用紅海把埃及隔開，這個意義是明顯的，就是神今天讓祂的教會與世界要

有完全的隔開。我們已講過今天教會的軟弱，是因為世界的東西大量的進到教會裏

面，神的兒女的生活跟世界不分的；這樣，神的託付在我們身上就落空了。我們知道

曠野的生活是讓他們學習對付肉體、脫離肉體，其實新約聖經很清楚告訴我們，這個

就是受浸以後我們該有的生活。所以，一個基督徒受浸之後，我們努力學着與這個世

界分別，努力學着脫離肉體的生活，這就是神用以色列人在曠野生活對我們說明的。 

順從聖靈的引導 

我們曉得他們進到曠野之後，他們整個的引導都是從天上來的，是雲柱火柱在引

領他們。弟兄姊妹，在曠野裏面他們沒有地圖，也沒有任何人能告訴他們方向；但是

感謝主，不需要人告訴他們。其實今天我們在地上的生活也是一樣，聖靈住在我們裏

面，基督徒最好的生活是跟從膏油，活在生命的靈的引導中。當然，弟兄姊妹，你今



天要能順服聖靈的帶領，就必須放下自己，你不能隨從己意的。所以以色列人出了埃

及之後，雲柱火柱才是他們真正的引導。從外面看起來，好像是摩西在帶領他們，其

實摩西是根據雲柱火柱在帶領神的百姓，神從來沒有把神百姓的這個引路權，光是交

給教會的領袖們。這些領袖們如果跟從聖靈，他們就能夠帶領神的百姓。這就是神藉

着摩西告訴我們的。 

你今天在教會裏面，我們必須尊重聖靈的主權。今天主的靈住在每個弟兄姊妹裏

面，我們天天的生活都應當跟隨生命的靈。但是我們發現最近這些年，不知道為甚

麼，好像真正的跟從裏面生命的靈的人越來越少了。弟兄姊妹，這是一個危險的訊

號。認真來講，一個人如果活在聖靈的引導中，就像約翰所說的一樣，根本不需要任

何人教導你的，你生活中該不該作，該不該說，該不該去，自有主的靈在你裏面引導

你。好像似乎過去的年代中，這種跟隨主的人還多一點。弟兄姊妹，我們實在需要主

的恩典，如果你讓神的靈在你裏面引導，你自然能夠過一個釋放自由的生活，你自然

能夠過一個高貴的生活。弟兄姊妹們，這是神給我們極大的恩典。 

你們原諒我這樣說，我以前有機會去大陸一陣子，那個聚會禱告的靈非常的釋

放，唱起詩歌來像千軍萬馬，雖然有的時候調子不太准，很雜亂，但很有生命感覺。

但是叫我感覺很遺憾的一件事，每次散會的時候，滿地都是果皮、甚麼糖果皮一大

堆。我說奇怪，我在講台上講道也沒看見甚麼人吃東西，我在想如果我們裏面有生命

的感覺、聖潔生命的感覺，怎麼會有這樣的情形？當然，弟兄姊妹，這是今天我們所

能看見的很小的事情。在新約時代，主的靈住在我們的裏面，就像舊約的雲柱火柱一

樣，我們必須學會順從聖靈的引導。 

吃天上的糧 

以色列百姓吃的也改變了，從前他們在埃及吃的是黃瓜、韭菜、蔥蒜，還有魚和

肉。在曠野裏面，神把這一切都挪走了，現在他們吃甚麼呢？神叫他們學習吃嗎哪，

這個嗎哪被稱作是天上的糧，主耶穌在約翰福音第六章就講到祂就是天上來的糧。今

天我們怎樣從基督得着這個供應呢？我們需要聖靈解開真理，把基督的豐富帶出來，

這個就成為我們今天生命的糧食。 

當初以色列人剛到曠野的時候，他想我們這麼多人，誰來供應我們吃呢？結果神

說，我要從天上降嗎哪下來。我們知道「嗎哪」這個中文字的意思按照希伯來文直譯

過來的，這個字原文的意思就是「這是甚麼」，這真很有意思。當我們對神的兒女

說，今天蒙恩得救之後，我們要開始靠神的話過生活，我們心裏就問號：「這是甚

麼？」感謝主，這是甚麼？就是嗎哪。是，現在主改變他們吃的，四十年在曠野，他

們就是靠吃嗎哪。弟兄姊妹，很多時候我覺得我們跟以色列百姓差不多，雖然我們也



讀聖經，也領受一點神的話，但是我們滿腦子都是黃瓜、韭菜、蔥蒜，所以今天傳道

人就把黃瓜、韭菜、蔥蒜帶來了，把世界的學問、世界的這套東西帶到教會裏面來，

各處的弟兄姊妹們都很歡喜。 

記得我們從前一位年長的姊妹，是山東人，她說我們山東人最喜歡吃韭菜；我們

曉得韭菜跟那個草很像，她就很歎息，說：韭菜是可以吃的，草是不能吃的。她說：

我看見很多人把草帶到教會裏面，弟兄姊妹還吃得津津有味。弟兄姊妹，神告訴我

們，神的兒女的生活必須靠着天上的糧，我們需要神純淨的言語。今天教會裏面若是

不能傳遞純淨的言語，我們用其他的東西來作代替，神的國度、神的權柄、神的榮耀

就要失落了。 

喝從磐石出來的靈水 

他們不僅吃嗎哪，還喝從磐石出來的水。使徒保羅解釋說這個是靈水，那個是隨

着他們的靈磐石，這告訴我們是聖靈所引進生命的活泉。所以約翰福音裏面，約翰告

訴我們神所賜給我們裏面是個活水的泉源，如果它湧流的話，可以變成江河的。今天

這個從基督而出來生命的水，是聖靈帶領我們天天來喝的，如果我們活在這個生命的

活泉裏，我們的生命永遠是新鮮的、清潔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人離棄了生命的活泉，所以到處看見神的兒女們覺得枯

乾，卻把世界的水拉進來了。然而神說不行，你喝那種水就像喝雅各井的水一樣，永

遠不能滿足的，你必須喝我所賜給你的水。所以神在曠野改變以色列人的生活。 

圍着會幕而居 

不僅這樣，我們看見後來會幕建造起來的時候，以色列人十二個支派圍繞着會幕

而居住，神藉着這會幕與他們同住；所以在舊約聖經裏面，這會幕代表神的家。弟兄

姊妹們，我們作為神的兒女，必須清楚一件事情，只有神的家才是真正的家，我們個

人的家只不過是一個過渡的，不過是主給我們一點體驗而已。所以一個世代一個世代

過來，我們看見地上的家會有結束的，只有神的家是永遠的，因為神在地上要建立祂

自己的家。所以這裏有一個重要的原則我們必須清楚，神在地上有家，我們才有家，

我們是神的兒女，我們應該活在神的家裏面。 

但是以色列人的歷史告訴我們，多少次以色列的百姓破壞神的家，當神在地上得

不着家的時候，他們也沒有家。教會歷史也是這樣，甚麼時候神的家被破壞，神沒有

家，你我也沒有家，難怪很多神的兒女們過着無家可歸的日子。 



生活必須改變 

親愛的弟兄姊妹，神藉着以色列百姓生活上的轉變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指示，

神要建立以色列家，那是為着祂的國度，為着祂的權柄，為着祂的榮耀。今天神藉着

以色列百姓對教會說話，弟兄姊妹，從個人到整個團體，我們的生活必須改變。我們

仰望主的憐憫，但願經過這次的聚會，我們能有更多的改變。我們求主施恩給我們，

不是光聽這些榮耀的信息，乃是要帶到我們的生活裏面，從個人的生活上開始轉變，

我們仰望神的憐憫臨到我們，改變我們的個人，也改變我們各地的聚會。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神在舊約聖經裏面，雖然這一切事物看起來是隱藏的，但是

神的心意卻是非常的清楚，祂的旨意必須在我們今世的生活中，讓國度、權柄、榮耀

從我們的生活中能顯明出來，我們就藉着這個能宣告說國度是祢的、權柄是祢的、榮

耀是祢的。我再說，這不是光作外面的宣告，乃是要從我們的生活中來證實這些事

情，願主的恩典臨到我們。 

禱告：「主啊，我們要在祢的腳前俯伏敬拜，因為我們都是因着祢榮耀的旨意蒙揀選

被救贖的人，我們理當為祢榮耀的旨意活在地上。主，祢付上重大的代價把我們帶回

來，祢把祢的心意託付在我們這些人身上，但願在這個背叛的大地上，我們這班蒙恩

的聖徒們，我們從生活中證實國度是祢的、權柄是祢的、榮耀也是祢的，求祢記念祢

自己在地上的工作，我們再把敬拜歸給祢。聽我們的禱告，靠耶穌基督寶貴的名，阿

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