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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以色列百姓这时正在旷野中行进。

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汛的旷

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

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

众都饿死阿。」（出埃及记 16：1－3）

这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指责，而且不符合事实真像。人有的时候真的会变得非常残忍。俗

语说得好，人饿狠了，也会变得像禽兽。

在这种情形下，你不能和他们讲道理，你得先喂饱他们。百姓饿了，就说：早知如此，留

在埃及不是更好吗？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饱的再死去，比到这旷野饿死不是好得多吗？

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听从你呢？

他们如此之快就忘记了在埃及严酷管制下的痛苦，真是令人震惊。但我们也常常这样做：

从罪的捆绑下得了自由，从世界的痛苦中出来后，回想过去，很多时候竟然觉得：哦！以

往的日子还真不错呀！其实是忘记了那时的心灵空虚；忘记了当时遭受的残酷奴役；忘记

了当初的苦难，伤害和悲哀有多么深重。唯一记得的就是：我们吃得很饱。

正如以色列人回想埃及只记得好的一面：他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饱的。意思是：他们当

初留在那里还好一点，就是跟埃及人一样死在神降下来的瘟疫里，也总比饿死在这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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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分，我好试

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出埃及记 16：4）

神说：「好吧，我就从天上给他们降下食物，不过，我要借着这件事试验他们会不会遵守

我的法度。」

「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

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

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甚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

呢？」（出埃及记 16：5－7）

从表面看来，以色列人是在对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但是摩西和亚伦说：「不是的，你们不

是向我们发怨言，你们是向神发怨言了。因为是神把你们带到这里来的，不是我们。所

以，你们是在向耶和华发怨言。」

我认为如果我们喜欢在生活中发怨言，就必需好好想想：是谁把我带到了现在的生活当

中？要知道，我们发的怨言，实际上都是埋怨神，因为是神把我们带到了现在的环境中。

是神把我带到了这里，除非我不顺服神。所以，我发怨言，就是埋怨神。而埋怨神是非常

严重的事。

所以，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不接受你们的埋怨，因为你们不是埋怨我，而是在埋怨

主。」

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

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甚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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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 16：8）

摩西给他们着重指出这一点：「你们埋怨自己的处境，实际上是埋怨耶和华神。」

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

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

光在云中显现。（出埃及记 16：9－10）

我想这时的情景一定非常令人敬畏。本来他们中间就有一根云柱引领他们的，现在忽然

间，耶和华的荣耀从云柱里面显现出来。圣经没有说，神的荣耀是以什么形态显现出来

的，但毫无疑问，一定很令人敬畏。

大家知道，不久的将来，神要再一次在云中彰显祂的荣耀。主耶稣要在极大的荣光中驾云

降临，在云中彰显他的荣耀。

在这里，神是向以色列人显现。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

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

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

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甚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甚么呢？」（出埃及记

16：11－15）

吗哪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他们在地面上看见这些小小的，圆圆的象种子的东西，

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

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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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的饭量，为帐棚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珥。』」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

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珥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

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甚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

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出埃及记 16：15－20）

百姓就是不顺服神，摩西对他们说：「你们听好了，不要留到第二天早晨。你吃剩下的不

管多少都要扔掉。」可有些人却想要留下一些，以免第二天清早要起来收吗哪。结果生了

虫，变臭了。

神说：「我要借这件事试验他们听不听我的话，每天早上起来收吗哪。」结果他们失败

了。

他们每日早晨，按着各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

的食物，每人两俄梅珥。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

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

都留到早晨。』」（出埃及记 16：21－23）

因此，到了第六天他们就可以留一些过夜，而不会长虫，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

有趣的是，律法还没有赐下，但是安息日已经开始设立并且实行了。六天工作，一天休息

的条例已经在全以色列民当中建立起来。这事发生在神为以色列人建立律法之前。律法中

说：「你们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后面我们会多讲一点关于安息日的事。

这时候，以色列人可以把吗哪烤了吃，或者先把它磨成粉像面团一样，再烤成饼；或者煮

来吃，像煮谷物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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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他们很像中美洲的人，会用各种方法来煮饭。中美洲的妇女很有创意，会加一点配

料，加上一点不同的味道，做出非常可口好吃的饭来。以色列人煮吗哪也是这样，往里面

加不同的味道，做成不同的食物。上帝每天早晨都将这种小小的象种子一样的食物赐给他

们。

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

罢，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

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甚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

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既将安息日赐给你们，

所以第六天祂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各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甚么人出去。」

（出埃及记 16：24－29）

安息日是他们休息的日子。在这里神说的是，在安息日人们不需要早早的起来。可我们今

天的观念却是：这一天是归神为圣，该去教会一起敬拜神的日子。实际上，与其说安息日

是为着敬拜神，不如说更主要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休息。这一天是要我们完全放松和休息，

放慢一下生活的节奏，让身体有机会恢复疲劳。

主说：「你们工作六天，第七天可以休息。」神说：「我给你们一日安息。」所以， 安息

日是为人设立的，神给人这个日子，为的是让人有机会休息可以恢复疲劳。意思是，在安

息日我们可以多睡一睡，不做什么事；不是一大早起来到会堂去上安息日学校等等。 安息

日可以休息休息，不做什么事。这真难以置信。但这确实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这食物，以色列家叫吗哪。样子像芫荽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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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搀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梅珥吗哪留到世世代代，

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

「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梅珥吗哪，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出埃及记

16：30－33）

所以，他们就留下了一罐吗哪。让以后的人能够看到当初神在旷野为他们的先祖预备的食

物。建会幕时，那罐吗哪就放在施恩座里头，亚伦发芽的杖也放在那里头。

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吗哪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吗哪共四十

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俄梅珥乃伊法十分之一〕。（出埃及记

16：34－36）

我不知吗哪究竟是什么东西，但它确实存在过。

第十七章

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口从汛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订安营。百姓没有

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罢。」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甚么与我争闹，

为甚么试探耶和华呢？」（出埃及记 17：1－2）

摩西说他们的埋怨实际上是试探神。新约里有一个警戒说道：要当心以色列人的失败，他

们试探神，向耶和华发怨言。

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甚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

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

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出埃及记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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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摩西！做领袖真是不容易！摩西的使命真不简单。百姓们竟然要用石头打死他。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

前走过去。我必在何烈的盘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盘石，从盘石里必有水流出来，

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

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

「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出埃及记 17：5－7）

他们最重要的问题是饥饿。神就应许他们：会按照他丰盛的荣耀供应他们的需要，带领他

们走出旷野。神会看顾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却首先就抱怨肚子饿；然后就抱怨没

水喝。他们有食物和水这二大需要，尤其是在旷野里。我认为要看到摩西面对这些百姓，

心里确实很苦恼。但神对此并不烦恼，因为祂知道这是他们的基本需求。

尽管他们控告摩西的方式不对，又讲一些过急的话，但他们确实有实实在在的需要。神认

可了这一点，没有对百姓不悦。祂表现得跟摩西不一样，只是告诉摩西说：「你用杖击打

那盘石，就会有水流出来。」

新约告诉我们这些都是预表。预表不是神话，而是确切的历史事实，有其属灵的意义。 保

罗告诉我们：那盘石就是基督。

大家也许记得约翰福音的记载：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约

翰福音 7：37）

这是在犹太人的住棚节，为的是纪念神保守他们的先祖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神的一个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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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盘石中流出活水来供应他们的需要。

在住棚节的期间，祭司会带着器具到西罗亚池子去打水。把水装满后，再回到圣殿。那

时，在圣殿山地区差不多会有几十万犹太人聚集在一起。在全体会众唱哈里诗篇时，祭司

就当众把水倒在圣殿山的路上。这是要提醒以色列人记得，神在旷野为他们的祖先从盘石

中流出活水来，供应他们的需要。

住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会盖一些小小的棚子，然后在里面过夜，以庆祝这个节日。这也

是为了提醒他们自己和儿女，当初神如何带领他们的祖先在旷野度过四十年。而把水倒在

地上则是为了纪念从盘石中流出水来这个神迹。

正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哥林多前书

11：24；马太福音 26：28）

在住棚节的最后一天，就是最大之日，这一天祭司们反而不去取水了。

通常他们一连七天去取水倒在地上。但是到了第八天，他们就不再去取水来倒。意思是

说，我们已经进入神给我们祖先的应许之地，所以不再需要旷野中盘石出水的神迹了。在

节期的最大之日，众人都聚集时，主耶酥曾高声的说：

「若有人渴了，让他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

河来。」（约翰福音 7：38）

保罗这里是要告诉我们，耶酥基督就是那个盘石。活水就是从祂这一盘石中涌流出来的。

在旷野，以色列人常常缺水，对于他们来说水实在宝贵。耶稣是生命的活水对他们来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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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显得更加重要。在我们这里，无论什么时候口渴了，只需打开水龙头就行。但在他

们那里，就不得不慎重考虑水的问题。

在那里，无论你到哪里，都得先问一问：「到哪里可弄到水喝？」可见，对人来说，水实

在很重要。

而耶稣则是我们生命的之泉。因此，启示录的最终邀请是：

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启示录 22：17）

来饮于基督，祂就是那盘石，是住棚节的应验。活水正是从这盘石涌流出来，那是生命之

水。靠着这水，我们才得以维持生命。

在旷野水实在是缺乏，这也是为什么之后以色列人很快就渴了，于是又来找摩西。摩西则

来到神面前说：「我受不了了。他们又开始埋怨了！」

神说：「你拿着杖去，在他们眼前吩咐盘石发出水来，水就会从盘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

的牲畜喝。」（民数记 20：8）

摩西却出去很气愤地对百姓说：「你们是要我再次击打盘石，流出水来给你们喝吗？」说

罢，就用杖击打盘石，很快就有水流了出来。

可神立刻把摩西叫进屋里说：「摩西啊，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是叫你吩咐盘石流出

水来，可你却违背了我的命令，在百姓面前错误地代我行事。你因此将不得进入应许之

地。」摩西说：「主啊，对不起。请让我进去。」耶和华说：「不要再和我提这事了。这

是原则。」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摩西的做法破坏了盘石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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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击打盘石，有生命之水从中流出来，是预表耶酥基督被钉十字架。生命流出来给你

和我。但这个盘石被击打一次后，就不需要再击打，因为不需要耶酥基督再钉十字架。

他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救恩。我们不需要再次击打盘石来取水，只需要以信心祈求就

会有水从盘石中出来。我们不可能再站在击打盘石的位置，因为那已经发生过了，耶酥基

督已经被钉了十字架，已经为我们受了击打，生命之泉早已涌流出来。

现在需要做的只是求告祂，就能白白的得到生命的活水。神正是通过这整个事件来设立这

一预表。

那时亚玛力人来利非订，和以色列人争战。（出埃及记 17：8）

亚玛力人是以扫的后裔，在圣经里面代表肉体的生命。亚玛力人一直是代表肉体。生命有

两种，一是属灵的生命，一是属肉体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属灵的一面，也有属肉体的

一面，二者在我们里面彼此相争。

它们在持续不断地争战。肉体会和圣灵相互对立，彼此相争。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知道这一

争战。亚玛力人是属肉体的生命的代表。

神的子民正要进入并占领应许之地。属肉体的亚玛力人则第一个出来拦阻神的子民进入并

占领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我们自身的肉体就是拦阻我们得着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所有应许

的最大障碍之一。肉体总是跟圣灵相争。

我们的肉体总是阻止我们进入神丰富的应许和祝福。亚玛力人来和以色列人争战，让我们

看见了属肉体的生命和属灵生命争战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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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争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

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争战。摩西，亚

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

胜。但摩西的手发沈，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

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

力王和他的百姓。（出埃及记 17：9－13）

约书亚这个名字在希腊文里就是耶稣，意思是说：耶和华是拯救，神是拯救者。约书亚奉

差遣和亚玛力人争战。他是神的仆人，率领以色列人和代表肉体的亚玛力人争战，并取得

了最终的胜利。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出埃及记 17：14）

可见，是神吩咐摩西把这场争战写下来。后来，摩西编写了旧约的前五卷书。所以，摩西

早已经开始五经的编写工作。神吩咐他将这件事记下来以作纪念。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出埃及记 17：14）

你有没有遇见过亚玛力人呢？绝对不会，因为神已经将他们从天下除掉了。神说到就做

到，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

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争战。」（出埃及记 17：15－16）

神起誓说，你们要世世代代和肉体争战。这实在是千真万确。



12/19
出埃及记第十六至十八章

在以色列后来的历史中，神给过他们一个命令让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理解。还出现许多评论

家指责圣经，甚至指责神。

在扫罗作以色列王时，耶和华通过撒母耳命令扫罗把亚玛利人剪除，你们还记得这件事

吗？撒母尔说 ：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

并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死。」（撒母耳记上 15：3）

我前面说过很多人难以明白神的这个命令。

要知道亚玛利人代表的是属肉体的生命。神的意思是你不能与属肉体的生命讲和。神不医

治属肉体的生命，只给属肉体的生命一条出路，就是钉十字架，将肉体治死。靠着圣灵治

死肉体的恶行。

神不要我们和属肉体的生命和平共存，不要我们留下一点属肉体的生命。所以，他说，要

全然除灭它。这就是神对扫罗的吩咐。

但是，扫罗没有听从神。所以神向扫罗发怒说，因为你拒绝神的管理，拒绝顺服神，所以

神将弃绝你做以色列人的王。这样扫罗就被罢免了王位，被神弃绝了。他失败在没有将代

表肉体的生命亚玛利人完全除灭。

所以，在此后的犹太的历史上，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亚玛利人。因为当初扫罗没有完全除掉

亚玛利人，亚玛利人的这一个后裔差点把以色列民族杀光。

在以斯帖做王后时，她的叔父末底改拒绝向恶人哈曼下拜，哈曼就向他发怒，去见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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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境内的全部以色列人杀掉。你记得这个哈曼的故事吗？这个哈曼就是亚玛利人！

因为当初扫罗没有将属肉体的亚玛利人除灭。结果这个属肉体的亚玛利人反过头来，几乎

灭掉所有属神的百姓。当时王同意签发这个命令，并指定了日期要把所有马代和波斯的以

色列人都杀掉。

无论在圣经的那个地方，只要你读到亚玛利人，都是预表肉体的生命。我前面说过，神没

有给肉体安排任何改良计划。我们却常常想改善改善我们的肉体。

神却没有改良肉体的打算，他对肉体只有一个宣判，就是钉十字架。所以在新约中， 保罗

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就是神给肉体的唯一出路。

你却可能总想安抚安抚肉体，给它更多营养，让他能活得更好，像扫罗对神说的那样：我

是想为神保留最好的肉体。好像扫罗对神说：

「神啦，我把最好的牛羊留下来，是想用这些来给你献祭。」但是神说：

「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母耳上 15：22）

神说：你们不要和肉体立约，世世代代都要和亚玛利人争战。

第十八章

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忒罗，（出埃及记 18：1）

岳父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也可以翻译作姻兄。你记得，前面我们读到说，摩西的岳父名叫

留饵。当然，有可能叶忒罗是留珥的别名。也可能这个词应该译作姻兄，是摩西妻子的兄

弟，在米甸作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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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

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坡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出埃及记 18：1）

你记得摩西先前被呼召去拯救以色列人的事吗？当时西坡拉和他一同要下到埃及去，神在

路上遇见了摩西，差点把他杀了。西坡拉那时反应快，马上就给孩子们行了割礼。只是她

因此就责怪摩西是一个血郎。

很明显的是，他们当时闹得很不愉快，所以摩西就要她回老家去，对她说：「你回你父家

去吧。我要前往埃及去完成我的使命。」这样，西坡拉没陪同他去埃及，带着两个儿子一

同回到米甸她父亲那里去了。此时叶忒罗正是带着摩西的妻子来见摩西。

（他）带着西坡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革舜，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

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岳

父叶忒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

西说：「我是你岳父叶忒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

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棚。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

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

他岳父听。叶忒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

喜。叶忒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

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出埃及记 18：3－11）

意思是说，埃及人当初以他们的神为傲，但耶和华上帝比他们大大小小的神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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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岳父叶忒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

父在神面前吃饭。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出埃及

记 18：12－13）

叶忒罗筑了一座坛，给神献燔祭。他是一个祭司，但不是以色列人。可见那个时代，有认

识神、敬拜神的外邦人，叶忒罗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神的祭司。

第二天百姓来找摩西，他们带来许多问题。摩西从早到晚一直都在处理他们的问题。比如

说：「某某人借了我的小锄头，还不还我或者是把我斧头的手把弄坏了。」

摩西就说，好啊，你应该还他一个新把手，或者说你把这个把手修理好。摩西一整天都在

帮百姓调解，断案。

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作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作的是甚么事呢，你为甚么独

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

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

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作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

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

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作

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纔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

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出埃及记 18：14－21）

摩西的岳父叶忒罗说：「摩西呀，你这样会累死的。你这样忙下去，会把自己弄得疲惫不

堪！你不能一个人做，一定要找别人帮帮你。你可以先把神的法律教导百姓。然后，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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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做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让百姓带着案子来找这些人。由他们来审断。

你只要教导他们神的条例和法令，再由他们去处理事务。他们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才带到

你面前来。」摩西就好像高等法院，不需要处理所有的案子。只有下面的人不能处理的，

才带上来。

通常情况下，像摩西这样有才干的领袖往往会背太重的责任。其实这不利于他们的领导工

作。他们常常会发现自己抓着很琐碎的事情，没时间处理重要的事。

我们在生活中必需要有先后次序，有轻重缓急，一定要弄清什么是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做

的。人们很容易花太多时间在小事情上，没有时间精力做重要的事情。

我相信，撒旦很喜欢用小事情把人搞得精疲力竭。有的时候，我也会碰到这种情况。在参

与个什么计划的时候，我常常喜欢做机械的事情。我就喜欢做机械的事情。我发现一个现

象，就像人们说的莫非定律所说：「凡事只要有可能出错，就一定会出错。」有时你在紧

螺钉，心想：我再拧紧一点，让它更牢固些。却没料到把它给拧断了。

这样，你就想花点时间把弄断的螺栓从木板中拔出来。可你发现自己只是因为想再用点力

把它拔出来，结果却花了一个半小时。这样就浪费很多时间。

你发现自己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事物之中，浪费不少时间。所以，你必须列出事情的先后秩

序，分辨出真正重要的事，才不会浪费时间去办许多别人可能轻易就处理好的事情。

在早期教会中，人们开始时也是要使徒负很多责任。教会还有救济事工，因为人们奉献了

一些财物给寡妇。结果有一些希腊背景的寡妇觉得犹太背景的寡妇分得的比她们多，教会

在救济工作上有点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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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来找使徒说：「这样不公平！我们希腊背景的人得到的没有希伯来背景的人同样

多。」

她们想要使徒们进来干预。使徒们说：「让我们选出几个圣灵充满又满有智慧的人，让他

们来照顾你们的需要，照顾你们的饮食。因为我们应当祈祷传道，我们不做祈祷传道的

事，而去分配饭食是不对的。」

可是今天很多的牧师被逼得没办法，放下了神的话和祈祷的时间，去做饭食之类的服侍。

许多时候，教会加在牧师身上的事情根本不是一个牧者真正该做的。在一个小教会，人们

往往会让你做的奇怪的事。

有人会打电话给你说：「你能开车过来把我送到商店去一下吗？」他们把牧师当出租司机

使唤。你发现自己变成一个打杂工，要做很多与传道和祷告不相关的工作。很多时候，我

也发现自己在做很多其它事物，没有时间读经和祷告了，结果害得弟兄姐妹受苦，因为他

们得不到喂养。

你可以想象像我们这么大的教会到有多少需要。很多时候，人们打电话过来只是说要找

我，不找别人。他们说，我有个亲戚在电视上看过查克，如果他过来，我相信我的亲戚一

定会得救。又有一个电话说，这里有一个人快要死了，需要主耶稣。一天里面，几乎有几

百个这样的电话。

如果我们按照这些电话，为满足电话的要求到处去服侍的话，就再不会有时间读经祷告

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安排好事情的优先秩序，做神呼召你做的真正重要的事。

神已经在教会里呼召了做各种事工的人。祂恩膏了一些人做辅导，一些人做医治，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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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则做治理。在一个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实在是一个祝福。这样，不会让一个人去

满足各种各样的需要。

在这里，摩西的岳父叶忒罗说：「摩西啊，你这样下去会累死的!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

有，百姓整天都等着你处理他们的事物。自己却没时间等候神了。」所以，他就给他提出

了一个解决办法。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对领袖提出了要求。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了？

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出埃及记 18：21）

如果找到这样的人，你几乎可以让他帮你做任何事情。第一个条件就是说要敬畏神。你知

道有很多的人，从他的行为你就可以看出他不敬畏神，他的心甚至连想都没想过神。

有一些布道家，比如爱克伦，心里根本不敬畏神，不害怕神的审判。从他煽动人去做的那

些事情，你就可以知道他没有敬畏神的心，否则他不会那样做。

不仅他这样，还有很多陷于事物性事工的人也是这样。你认真看看这些人的生活，就会发

现他们的虚假。你也会知道这些人缺少真正对神的敬畏。你知道，总有一天，他们要站在

神的面前向神交账。想到这里，我觉得心里非常沉重。圣经告诉我们：

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雅各布书 3：1）

身为神话语的教师，实际上是置身于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因为有一天，你要向神交待你

所教导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尽力照着神的话来教导。圣经里怎样说的，我就怎样说。圣

经不说的，我就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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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不能超过神实际所说的，因为教师要受更重的审判。但有一些人不敬畏神，他们讲

一些古里古怪的东西，甚至跟神的话完全相对。由此，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人不敬畏神，也

不害怕神的审判。

他们对领袖提出第二个条件是，要诚实无妄。第三就是恨不义之财。就是没有自己的野

心，恨恶不义之财的人。这些就是他们选择的人。

「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

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

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

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

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

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出埃及记 18：22－27）

显然，摩西的妻子和儿女留了下来，他的岳父则回家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