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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课 ：传递信⼼的⽕炬 —— 看哪！神的护理！ 

本章段落 

vv 1-4 人的信心在行动  

vv. 5 -10 神的护理在行动 

属灵原则 

P1 当我们以信心行动时，就能看见神在行动。 

A.  上周… 

法⽼看不见他所对抗的是神能，苦待神的选民希伯来民族。在第⼀和第⼆

计谋不得逞时，他索性下⼀道公开的命令——将所有出⽣的希伯来男婴淹死。 

1.  外邦宗教的腐蚀。这个时候，希伯来⼈在埃及地已经居住了将近 350 年，圣

经告诉我们他们已经随从埃及⼈去膜拜埃及的神明，参与埃及各种邪淫的膜

拜祭典。约书亚在离世前告诉以⾊列民「将你们列祖在⼤河那边和在埃及所

事奉的神除掉，去事奉耶和华。」（书 24 :14）⼜有《以西结书》20:7 神对以

⾊列民说：「你们各⼈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以⾊列⼈不但把埃及偶像崇拜带⼊旷

野四⼗年漂亮，也带⼊应许之地，最后还带进了被掳之地。 

⼈的罪性使⼈对淫乱的事念念不忘，对圣洁的事却很难记得。那时侯以

⾊列⼈没有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宣教的⼀个信念就是以⽂宣教，

好把我们的信⼼和教导跨越时间和空间，传递给后⼈）如今因印刷技术先

进，圣经已经普遍印刷广传，主⼜藉着教会⽤神的道牧养我们，还有先贤先

圣遗传下来的属灵⽂字，但仍然有许多基督徒信⼼软弱，连主⽇敬拜都不能

固定出席。这样看来也难怪当时的希伯来民族了，让我们不要轻看他们，⽽

是要从他们的愚拙中看见⾃⼰。 

2.  神的余民。圣经告诉我们，在各个世代中，不论条件有多恶劣，神总为⾃⼰

保留⼀群忠⼼的信徒，他们不屈服于偶像的势⼒，称为神的「余民」。⽐

如，先知以利亚被王后耶洗别追杀⽽在逃亡中感到极其孤单的时候，神告诉

他：「但我在以⾊列⼈中为⾃⼰留下七千⼈，是未曾向巴⼒屈膝的，未曾与

巴⼒亲嘴的。」（王上 19 :18）在主耶稣时代，神也为⾃⼰保留了⼀群忠⼼等候

基督降临的余民，「正当那时，她（亚拿）进前来称谢神，将孩⼦的事，对

⼀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讲说。」（路 2:38）还有：伊利莎⽩、撒迦利

亚、马利亚、约瑟、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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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神在居住在埃及地数百年的希伯来民族中为⾃⼰保留了⼀群余

民，他们没有忘记他们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并且记得神的应许

——「 1 3 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的地，⼜服事那地的⼈；那地

的⼈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1 6 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

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创 15 :13-16）他们当中有⼀对利未夫妇，暗兰和约基

别。约基别是暗兰「⽗亲的妹妹」。他们有⼀个⼥⼉和⼀个⼉⼦，名叫⽶利

暗和亚伦，就在这个时候，约基别怀孕了。我们可以想象暗兰全家⽣活如何

呼求神：神啊，让这个孩⼦是给⼥孩！ 

B.  ⼈的信⼼在⾏动 vv 1-4 

1.  正暗兰夫妻信神的拯救 

但约基别⽣下的是⼉⼦，他们必须照着法⽼的命令把孩⼦淹死。然⽽，

他们「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v .2  。 

《使徒⾏传》7:20 与《希伯来书》11:23 提到摩西的「俊美」时，所用

的词（希伯来⽂和希腊⽂）指的是非凡、出⾊的⽓质。「希伯来书」11:23

特别指出：「「摩西⽣下来，他的⽗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就因着信，把

他藏了三个⽉，并不怕王命。」可以这么理解，他们因相信神给亚伯拉罕的

应许，就得着圣灵的感动，看见摩西⾝上这股⾮凡的⽓质。他们如何回应圣

灵的感动呢？  「并不怕王命」，全家冒着⽣命的危险把婴⼉摩西藏了三个

月，⼀直到再也隐藏不了为⽌，他们必须决定如何为他争取存活的机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内住意味着我们是属神的⼈，能有圣灵的交通和

感动。我们如何回应圣灵的感动决定我们是否是个属灵的⼈。若我们消灭圣

灵的感动（帖前 5:19），我们就是⼀个属神但不属灵的⼈。若我们正⾯回应圣

灵的感动，就是属灵了。 

2.  回应圣灵的感动 

他们决定把摩西放在⼀个篮⼦⾥，放在河边，将他完全交托给神。 

在古代世界⽂学中有⼀个类似的故事。相传亚甲王沙贡是当时⼥祭司的

私⽣⼦，她把他放在⼀个芦苇编制成的篮⼦⾥，放在幼发拉底河上漂流，后

来⼀位⽔道⼯⼈发现了他，带着⾝边养育成⼈。沙贡的故事鉴定了⼀个历史

学家公认的事实：把弃婴放在篮⼦⾥在河上漂流是古代世界弃婴的普遍做

法，就好像⼗七世纪许多⼈把弃婴放在教堂或医院门⼝⼀样。这更进⼀步证

实了圣经记载的可靠性。 

神并没有⽤话语指⽰约基别，也没有差遣先知向她说话。那么，约基别

怎么样知道当如何⾏呢？这是世世代代信徒⼀⽣的信⼼操练——如何明⽩神



2020 真理成人查经团契  《出埃及记》神救赎的完备                    3 | P a g e  

 

11 July 2020           只限真理浸信会内部使用 

的⼼意。在这个操练上怠惰的信徒就无法照着神的旨意⽽活。我们相信，这

期间摩西的⽗母亲必定是不断地向神祷告，千⽅百计地想怎样让摩西在⼀个

⾮希伯来⼈家庭⾥长⼤，最后他们决定完全交给神，因为唯有神才能救他脱

离法⽼的⼑。 

第三节记载：「（她）就取了⼀个蒲草箱，抹上⽯漆和⽯油，防⽌⽔渗

透，然后将孩⼦放在⾥头，把箱⼦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原⽂「箱⼦」⼀词

就是挪亚所造的「⽅⾈」同字，这个箱⼦就是让摩西在河⽔淹没中得救的⽅

⾈。 

约基别活泼的信⼼在这⾥体现出来。她既然将摩西交给神，就积极地筹

划安排，为摩西设计制做⼀个完美的防⽔箱，使他可以存活；⼜把箱⼦搁在

河边的芦苇中，然后差⼥⼉去观看所发⽣的事。 

交托神并不表⽰只要祷告就够了。交托是不惧怕，积极做当做的。⽐

如，当我们为不感染 COVID-19 祈祷时，就当相信神的⼼意是要我们有指望

地存活，那么我们就不要惧怕，然后积极做当做的——遵守带⼝罩、保持安

全距离。我们若为考试祷告，就要相信神要我们好好求学，然后做当做的—

—殷勤专⼼预备。祷告、交托、积极做当做的，这就是信⼼的⾏动。 

C.  神的护理在⾏动 vv. 5-10 

1.  神感动法老的⼥⼉收留摩西 

那位感动暗兰和约基别的神，伸出护理的⼤⼿掌管接下来发⽣在摩西⾝

上的⼀切事。神引导法⽼的⼥⼉在那⼀天那个时刻、来到河边那个地⽅、看

见那个⽤智慧、巧⼿和信⼼编制的精致蒲草箱⼦；神⼜激发她的好奇⼼，吩

咐婢⼥把箱⼦拿来、⼜让摩西在箱⼦打开的时候哭了、神⼜以母爱和怜悯充

满她、感动她做⼀个勇敢的决定：违抗⽗命、收养这个希伯来⼈的孩⼦。我

们看见：「王的⼼在耶和华⼿中，好像陇沟的⽔，随意流转。」  （箴言 21 :1）  

主耶稣教导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

们了。」（马太福音 6:33）。今天许多母亲因为需要⼯作帮补家⽤⽽把幼⼩的孩

⼦送到托⼉所；许多牧者和属灵领袖因为事奉不能够在孩⼦需要的时候陪伴

他们。但神是信实的，让我们学习暗兰和约基别：早早就把孩⼦交在神的⼿

中，因为没有任何权势能把孩⼦从神的护理中夺去。 

2.  神给约基别的赏赐 

「我去在希伯来妇⼈中叫⼀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可以不可以。」
（v.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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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但在法⽼的⼥⼉⾝上做⼯，祂也在⼥孩⽶利暗⾝上做⼯。祂把超⼈

的智慧和勇⽓赐给⽶利暗，引导她在恰当的时刻现⾝（也许她是假装路

过），但是神使她以恰当的⽅式向法⽼的⼥⼉提出⼀个⼤胆的建议，也使法

⽼的⼥⼉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孩的建议，并对摩西的母亲也⼀点也不起疑： 

「你把这孩⼦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价。妇⼈就抱了孩⼦去奶

他。」 ( v . 2 : 9 )  

看神如何应允暗兰和约基别的祷告：约基别不但保存孩⼦的⽣命，⽽且

能够毫无顾忌的把摩西带在⾝边抚养他，更妙的是，她还得了⼯价！ 

「神能照着运⾏在我们⼼⾥的⼤⼒充充⾜⾜地成就⼀切，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的。」（弗 3:20） 

在约基别的带领下，全家⼤⼩⼀同看见神护理的⼤⼿如何奇妙地拯救和

护理他们。这正是⽗母亲的管家任务，在每⼀个危机中带领⼉⼥看见神的护

理、经历神的信实！ 

P1 当我们以信心行动时，就能看见神在行动。 

神护理中最重要的供应，就是让约基别在摩西成长的前三年抚育他。⼉

童教育学家发现，孩⼦⽣命的前三年就像湿⽔泥版，是陶塑之期。约基别不

⼀定有这个认识，但她作神信实的管家，把握神给她的时间，教导他认识耶

和华神，及神与先祖亚伯拉罕之约——「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我

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地就是基尼⼈、基尼洗⼈、

甲摩尼⼈、赫⼈、⽐利洗⼈、利乏⾳⼈、亚摩利⼈、迦南⼈、⾰迦撒⼈、耶

布斯⼈之地。」（创 15 :16-21）  

「孩⼦渐长，妇⼈把他带到法⽼的⼥⼉那⾥，就作了她的⼉⼦。」

（v.10）到了摩西断奶的时候，就是⼤约⼆⾄三岁的时候，约基别就把摩西带

到埃及宫中， 

虽然是交给法⽼的⼥⼉，但在这位敬虔的母亲⼼中，她再⼀次以信⼼把

幼⼉摩西叫托给神。《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约基别对摩西的教导影响是深

远的，直⾄摩西长⼤，虽然满有知识和能⼒，却看神选民的⾝份⾼于埃及王

⼦的⾝份： 

「摩西因着信，长⼤了就不肯称为法⽼⼥⼉之⼦。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

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来 11 :24，25）  

摩西果然成为神重⽤的器⽫—— 带领以⾊列离开埃及，颁下律法，建

⽴会幕。虽然约基别没有进⼊应许之地，但她忠⼼的管家带给⼉⼦⼀⽣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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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分：成为神的仆⼈；⽽她也因此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有份。这是她忠⼼所

得的赏赐。 

3.  神给摩西的基本训练 

在埃及皇宫⾥，有当时最先进的科技知识和最全⾯的教育。圣经说，

「摩西学了埃及⼈⼀切的学问，说话⾏事，都有才能。」 (徒 7 :22 )。神差摩西

到当时最强⼤的帝国⾥接受最佳的装备和锻炼。这是神给摩西第⼀阶段的训

练，预备他成为带领神的百姓离开埃及的器⽫。 

我们⽣命的每⼀个阶段的知识和经历都是可⽤的，是神给我们的预备，

要我们成就祂的旨意，让我们的⽣命有永恒的价值。 

D.  ⼩结 

约基别的信⼼不但使摩西得以存活，⽽且还把他带到永⽣神的⾯前，认识

创造主和救赎主。圣经⾥还有其他信⼼伟⼈，他们都有⼀个信⼼坚固的母亲致

⼒地把信⼼的⽕炬传递给他们，⽐如：哈拿与撒母⽿，提摩太的母亲友尼基和

外祖母罗以。 

我们不能传递救恩，救恩是神按祂的主权拣选、藉圣灵重⽣赐下的。但我

们可以传递信⼼的⽕炬，本课提醒我们这是每⼀个基督徒⽗母的福⾳使命，也

是为⼈⽗母最重要的任务；故此，它也应当是我们为孩⼦选择保姆、托管中⼼

时优先考量的条件。弟兄姐妹，若你家⾥三代基督徒同堂，那是神极⼤的恩

惠，⽗母与祖⽗母要向主忠⼼，⼀同把信⼼的⽕炬⼀代代地传递下去！ 

你可以如何把信⼼的⽕炬传递给下⼀代呢？《为⼈⽗母直到永恒》是教会

推荐每⼀位基督徒⽗母必读之书，你可以从教会的⽂字栏索取。这⾥另外有⼀

些建议： 

a)  每天与孩⼦⼀起读经 

b)  每天与孩⼦⼀起祷告 

c)  每⼀周带他们到教会去，除了⽣病，风⾬不改。 

d)  常与孩⼦谈论神的作为，特别是在你个⼈的⽣命⾥。 

e)  抓住家庭危机时刻带领孩⼦⼀起祷告 

f)  不要把你向神流出的眼泪向孩⼦们隐藏起来，要让孩⼦看见你如何向

神呼求，神⼜如何应允你。 

g)  你可以有⼀本祷告本⼦。每⼀次神垂听你⼀家的祷告，就和孩⼦们⼀

起把它记下来。 

h)  带领你的孩⼦出席教会⼀年⼀度的年底感恩会，让孩⼦们听听神如何

在其他信徒⽣命中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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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基别让我们看见，为⼈⽗母⾃⼰必须先有牢固的信⼼，敬畏神，寻求神

的⼼意；这样，我们才有⼒量来把救恩、真理、基督徒世界观、敬虔的⽣活原

则及讨神喜悦的⽣活优先次序等，以⾝作则并坚忍不拔的精神传递给下⼀代。 

基督徒的天路历程在他呱呱坠地那⼀天就开始了，也从那⼀刻起，⽗母就

必须教导他们认识基督，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他们成⼈礼的那⼀天，像约基别

⼀样以信⼼把他们交给神了。我们在福⾳使命上会跌跌撞撞，但感谢主，在福

⾳⼯作上，无论近处远处，神应许与我们同⼯：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主和他们同⼯，⽤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

道。阿们！」（可 16 :20） 

每⼀次我们尽了⼒，神就会把我们所不能及的遮盖了，因为在神信实的拯

救有完备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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