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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神塑造他的仆⼈——粉碎与重塑 

本章段落 

2：11-15 摩西的粉碎  

2：16-25 摩西的重塑 

属灵原则 

P1 神的粉碎是要重造我们挑起将来的重任 

P2 神的工必须按照神的时间表。 

上周… 

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创 15 :7 ,  26 :3-25 ,  28 :13-15）含有两个基本成

分：后裔繁茂以及在应许之地建⽴⼤国。此刻，以⾊列⼈的⼈数已经极其强

盛、满了所住的地⽅（1:7）。现在，神正预备他们领受应许之地。 

A.  摩⻄的粉碎 vv 11-15 

1.  世界最优秀的训练 

「后来，摩西长大…」v.11 

从第 10 节和第 11 节中间经过了四⼗年。第⼀世纪继主耶稣之后为福⾳

殉道的护教家司提反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徒

7:22）史学家⼀致同意摩西即贵为古埃及帝国的王⼦必然接受了当时世界最优

越的教育和体能训练。他们相信除了埃及语、希伯来语和亚兰⽂，摩西还精

通多种语⾔，并擅长于⽂学、数学、地理、绘测、医药、⾳乐、战策、法律

等学识。摩西不是但是当时世界强国政坛上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个语⾔学

家、作家、诗⼈、军事家、绘测师和⼯程师。这些知识和技能都在以后带领

以⾊列出埃及、预备他们进⼊应许之地有极⼤的⽤处。 

你也许认为⾃⼰⽬前的⼯作不能学以致⽤，你不要灰⼼；要相信神所召

唤的祂也预备，祂能够使⽤你的知识和能⼒来完成祂在你⾝上的旨意。 

2.  ⽗母最佳的传承 

然⽽，给予摩西最⼤的⼒量的知识，不是这些来⾃埃及皇宫的教育，⽽

是⽗母传递给他的耶和华神的知识。这信仰的知识⼒量之⼤，以⾄于《希伯

来书》11:24 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上⼀课作业中我们有⼀条问题：如果你是摩西的⽗母，你会告诉摩西什

么，使他在荣华的宫廷⽣活中不忘记耶和华神、不忘记他是希伯来民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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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选民？⼤家都做了很好的深思。相信你除了神如何护理摩西安全存活长

⼤外，你还会从世界的创造开始讲起、伊甸园、⼈犯罪、神与亚伯拉罕、以

撒、雅各的圣约、约瑟和以⾊列民族如何寄居埃及。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

把神的创造和宝⾎之约告诉你的⼉⼥或⼉孙呢？孩⼦喜欢重复地听伟⼤的故

事，愿基督徒⽗母/祖⽗母主动地把握时机、不厌其烦地把耶稣基督降世为

要拯救罪⼈的伟⼤救赎讲给下⼀代！ 

3.  ⼀个关键性的决定 

「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

一个弟兄。」（出 2:11）  

第 11-15 节是摩西⽣命的转捩点。摩西⾝为埃及王⼦，却为了⼀个寄居

的奴隶打死⼀个埃及⼈。从《使徒⾏传》7:  23-29 及《希伯来书》11:  24-26

的相关经⽂中，我们知道摩西并不是因⼀时冲动⽽误杀；⽽是按着理性做了

⼀个⼈⽣重要的选择。让我们仔细思想《使徒⾏传》7:23。 

「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徒 7:23）。这句话给我

们⼏个重要的启⽰。 

⾸先，当时四⼗岁的⼈正值青壮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摩西当时不是⼀

个⾎⽓⽅刚的⼩伙⼦，也不是⼀个失意的政治家正在另寻⽀持，⽽是⼀个成

熟、有成就的政治家。 

其次，「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告诉我们摩西不但记得⾃⼰的希伯来⾝份，

⽽且把以⾊列⼈看作⾃⼰的弟兄！   

再者，「看望」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以恩慈去照顾，给予帮助”，常⽤

于神探望⼈，⽐如《路加福⾳》7:16 「神眷顾了他的百姓」；《马太福⾳》

25:36「…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所以，摩西并不是出于好奇去看望⾃⼰的民

族，⽽是本着去关⼼和帮助的⼼去看望⾃⼰的弟兄。换句话说，他预备认希

伯来为⾃⼰的民族，以⾃⼰的地位和权⼒来解决他们的困境。 

「心中起意」告诉我们这是⼀个理性的决定。（参赛 65 :17；耶 3:16）在这以

前他⼀直住在埃及的⾼层社会⾥，远离底层的希伯来奴隶。摩西显然已经计

算这个决定所付出的可能代价。最⼤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从社会的最⾼层

降低到最低层，从皇宫到贫民窟、从王⼦到奴隶、从掌权的降卑到被欺压

的。（在表记学⾥，摩西预表着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的经⽂告诉我们，

摩西愿意付这个代价。为什么？ 

⾸先是摩西的信⼼⽣出属灵眼光。「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

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希伯来书 11 :26）摩西已经拥有权利、地位、财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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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进和时髦的⽣活；可以这么说，应许之地所能给他的他都已经拥有了 。

这令他这么想望、甚⾄放弃埃及皇宫给他的⼀切好处、与他的希伯来奴隶弟

兄认同的「赏赐」是什么？答案就在《希伯来书》11:16,35:  

16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 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

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35「… 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 

摩西所想望的赏赐不是属于堕落世界的，那是神《创世记》3:15 中所应

许的救赎主所带来的修复——得胜撒但、与神和好、罪恶除去、神与⼈同

住。摩西相信创造主耶和华神本⾝就是所应许的基督，祂拣选希伯来民族来

成就祂给世⼈的救赎。埃及宫殿的享受和财富⼜怎能与永恒的安息和丰盛相

⽐？ 

我们注意到，当摩西在圣灵默⽰下写了这⼏章经⽂，他并没有提及⾃⼰

在埃及皇宫那⼀段光辉的⽇⼦，或者他丰厚的知识、军事成绩、皇宫的豪华

⽣活等。可见摩西已经像保罗⼀样「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为要得着基督。」（腓

3:8） 

弟兄姐妹，摩西的属灵眼光和属灵胃⼝是今天我们圣徒当仿效的榜样。

有了这样的眼光和胃⼝，你也会像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不愿暂时享受

罪中之乐」 (来 11 :25 )  你也会看这⼀⽣最⼤的意义就是能够被神使⽤，在别⼈的

得救上有份，在神国的拓展上有劳，这⼀切带来的喜乐是无可⽐拟的。 

摩西原以为⾃⼰屈尊拯救他的弟兄，他们必然感激他，拥戴他为领袖；

岂知他们不领情，拒绝他、出卖他。⽽埃及⼈也视他为叛徒、恨恶他、追杀

他。⼀夜之间，他从王⼦⾝份变成⼀个流亡者、从拥有⼀切到⼀无所有。他

接下来的四⼗年孤单地在⽶甸的旷野牧⽺，过流亡者的⽣活，离开长⼤的埃

及宫殿，也离开他的民族希伯来⼈。相信摩西不但感到众叛亲离，也感到被

神遗弃！这是多么艰难的磨练啊！这是神的粉碎，为要重新塑造他成为合⽤

的器⽫，承接艰难的使命，就如窑匠把⽡器  

 P1  神的粉碎是要重造我们挑起将来的重任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有时让我们经历⼀连串严峻的考验和挫败，是要粉

粹我们的⽼我，好让我们成为神合⽤的器⽫。「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

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弗 2:10）不可⾃暴⾃弃，更

不可放弃主，保守⾃⼰常在基督宝⾎之约⾥，神在粉粹后必然重新雕塑你，

就如祂重塑摩西⼀样。 

B.  摩⻄的重塑 vv.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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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摩西）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徒 7:25） 

1.  重塑的第⼀步——除去今⽣的骄傲 

做主⼯最⼤的挑战不是从外⾯来，乃是从神的百姓来。所以摩西得先除

掉他的骄傲，以奴仆的⼼仰赖神，以谦卑的⼼服侍神的百姓，才能够完成带

领百姓出埃及的重任。 

埃及的宫庭教育和训练的确提供了摩西带领希伯来⼈出埃及的壮举不可

缺少的知识和能⼒，但同时也成为他「今生的骄傲」 (约一 2:16 )。我们不也是⼀

样，把在世界⾥所得到的「今生的骄傲」带到主的⼯作上来？ 

神重塑摩西的第⼀步，就是把这⼀切让摩西⾃我依赖的骄傲取⾛，因为

事实是「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 15 :5）⼀个在世界⾥得到许多掌声的⼈

必须先认识到⾃⼰仍然必须完全仰赖神，才能够成为神的器⽫，因为「不是

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 4:6）唯有完全仰赖神之

后，我们的知识和才能才能够发挥。 

2.  重塑的第⼆步——等候神 

除掉了可以令摩西感到骄傲的地位⾝份之后，接下来的功课，是每⼀个

圣徒必要的操练：等候神。我们⼤家都知道这个功课看似简单却不容易做

到。但我们要感谢主，因为祂给我们⼀个宝贵的应许：“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

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以赛亚 40 :31）  

摩西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他照⾃⼰的时间表做神的⼯。他认为⾃⼰已

经预备好了，所以是⾏动的时候了，其实他的时间⽐神的时间早了 40 年！

就如⼀个职员要讨⽼板喜悦，就要照着⽼板所定的时间做⼯。神有权能、祂

随⼰意⾏，我们必须完全顺服祂的时间表。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寻求⽣命之主

的旨意，⾃作主张；或者我们操之过急，知道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却不愿意

等。 

神给了摩西四⼗年等时间来学习等候神的功课，可见这的确是⼀个不容

易掌握⽽且异常重要的功课。你有什么祷告神尚未垂听呢？或者你很想服事

主，却苦于没有机会？你是否开始灰⼼，停⽌祷告呢？等候神是服事权能神

的先决条件。 

P2 神的工必须按照神时间表 

3.  属灵不倒翁 

「有牧羊的人来，把她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她们，又饮了她们的群羊。」v.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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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个摩西，他没有堕⼊忧郁深⾕中、⾃暴⾃弃。在他不知何去何从的

时候，看见⽶甸祭司的⼥⼉受欺负，就毅然起来伸张正义。在埃及锄强扶弱

的恶劣经历并没有使摩西踌躇不前。他还多⾏⼀⾥路，帮忙喂她们的⽺群喝

⽔。我们看见了摩西在⾃⼰患难时仍然关⼼和帮助⾝旁的⼈，仍然维持公义

感，就如主耶稣在⼗字架上仍然不忘记他母亲的需要，也记念我们的需要，

为我们代求。摩西可说是属灵的不倒翁。 

在你失意的时候——⼯作不得志、学习不理想、感情受挫折的时候——

你是否让你的⼼情影响了你对⼈当有的关⼼和帮助，或忽略了对主当有的事

奉？让我们学习摩西。 

4. ⽶甸的寄居者 

如果我是摩西，很可能就在在⽶甸住下，放弃旧⽇的梦想，忘记旧⽇的

感情，忘记背后，重新⽣命的新⼀章。但摩西却不是这样。在他最孤单、难

过的时期，⽶甸祭司⼀家以真挚的感情拥抱他，并且给了他⼀个家——⼀个

⽗亲、妻⼦和两个⼉⼦。他却为⼉⼦起名⾰舜，意思是「因我在外邦作了寄居

的」v .22。不但埃及的荣华不能扣住摩西的⼼，⽶甸温馨恬静的家园同样不能

留住摩西的⼼。摩西的⼼在哪⾥？神完全占据了摩西的⼼，以⾄世界的享乐

没有缝隙可以渗透。难怪神与摩西有特别亲密的感情：「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

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 7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

尽忠的， 8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民

12 :6-8）摩西的⼼牢牢地系在神的家中，还记得他在圣⼭上与主耶稣和先知以

利亚在谈论主耶稣⼗字架的事吗？！ 

让我们⾃省：在我的⼼思意念中，主耶稣、福⾳、神国、教会、新天新

地、圣弟兄姐妹占据了多少成分呢？求主充满我们的⼼。 

5. 神预备希伯来⼈出埃及 

四⼗年之久，正当摩西在⽶甸旷野过着恬静的牧⽺⼈⽣活当⼉，以⾊列⼈

在埃及的苦楚也⽇益加增，在无助之际他们哀求。 

神为什么要让以⾊列⼈继续受苦四⼗年呢？我们知道，⼈不希望改变，除

⾮有⾜够的拉⼒或推⼒。《出埃及记》时代的埃及帝国是⼀个极其强盛的富

国，即使是为奴的以⾊列⼈仍然可以「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v.16:3），

《出埃及记》接下来的记载证实了流奶与蜜之地的吸引⼒不⾜以⿎起他们离开

埃及的⼼志，他们或许还期待新起的埃及王能恢复他们在约瑟时代的优惠和舒

适；然⽽， 第 23 节告诉我们，他们在新法⽼⼿下仍然过着叹息做苦⼯的⽇

⼦。这样，长期的欺压成了⼀股推动⼒，他们迫切地期待为奴的⽇⼦结束，离

开埃及，到神赐给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迦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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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在埃及受苦的希伯来⼈，虽然我们不停歇地在忙碌和压

⼒中劳苦叹息，世界⾥「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的乐趣使我们恋恋不忘，不愿改

变⽣活来享受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安息，我们把⼼思意念、时间精⼒都⽤在

攒积会朽坏的财宝，⽽不愿攒积不朽坏的财宝。这样没有安息的⼈⽣是很可怜

的。 

「…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v.23 

相信他们当中有些⼈哀求的对象是耶和华，有些则是埃及的偶像。但神却

「听见他们的哀声，就记念祂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v.24，「看顾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苦

情」v.25 

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我们在困苦中忘了呼求神、有时我们忘记⾃⼰决志

祷告、或洗礼时向主所做的委身。我们虽是⼩信，神却是可信的。祂仍然「听

见」你⼼中的哭泣，「知道」你的苦情，「记念」祂与你所⽴的宝⾎之约，

「看顾」你的需要。你愿意信靠祂吗？你愿意跟从圣灵的引导吗？ 

C.  小结  

我们⼈⽣往往有两个计划。⼀个是我们自⼰所拟定的，⼀个是神在我们未出⽣

前就预定的（诗篇 139 :16）。我们常常希望自⼰的计划能够成就，其实我们应当祈求

神的计划成就，因为神的计划是最完美的计划。弟兄姐妹，当神要我们等候时，让

我们安⼼等候；当祂吩咐我们前进时，让我们勇往直前。当我们这样按着神当计划

过活时，我们在地上的日⼦没有⼀天是白费的。让我们像马利亚回应神说「情愿照

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像神的⼉⼦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

思」，按主耶稣的教导说：「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如同⾏在天上」。 

在世界看来，摩西浪费了三分之⼀的⽣命在米甸旷野牧⽺。但是我们知道

这四⼗年的功课是重建的过程！当这四⼗年结束时，摩西已经预备好来承受那

伟⼤的出埃及使命——见证耶和华和祂的权能。摩西将成为以⾊列最谦和的领

袖，这也是他把在埃及宫殿所学习到的⼀切知识技能的派上用场的时候——律

法的颁布者、五经的作者、会幕的绘测师与⼯程师、战场的司令！ 

⽆论神放我们在哪里，让我们在那里用功学习，努⼒预备自⼰！当你预备

好作神合用的器⽫时，所学的都能派上用场，荣耀基督！ 

 
 
 

心志更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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