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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出埃及、進曠野、賜律法和建會幕 
 

主要內容──神救贖祂選民的目的，乃是要他們事奉祂；而本書中律法的頒佈和會幕的製作，就是為事奉

神訂立了所應當遵守的典範。 

主要事實──(1)摩西的蒙召；(2)神用十災罰埃及和對付法老；(3)設立逾越節；(4)出埃及；(5)賜律

法；(6)立規條禮節；(7)建立祭司制；(8)建造會幕。 

主要人物──摩西、亞倫和法老。 

 

1月 21 日 

讀經 第 1章 第 2章 第 3章 

主題 選民受害 摩西誕生 摩西蒙召 

鑰句 苦害他們 從水里拉出來 從荊棘裡火焰中向摩西顯現 

鑰節：【出一 8】「有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起來，治理埃及。」 

默想：「不認識約瑟」的法老登上王位後，拉開了以色列人受苦的序幕。他基於嫉妒，再加上種族的問題

(出一 9～10)，對以色列人充滿了仇恨，於是開始有步驟地迫害他們。由於人不認識神，遠離神，

不愛神，所以人間的苦難永無休止。在苦難中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呼求神(出二 23)。藉著神的

恩典和保守，讓我們帶著信心勇敢地去面對人生的各種逆境吧! 

鑰節【出二 10】「孩子漸長，婦人把他帶到法老的女兒那裡，就作了她的兒子。她給孩子起名叫摩西，

意思說：『因我把他從水里裏出來。』」 

默想：摩西出生在危險之中，但他的性命不單從鱷魚出沒頻繁的尼羅河水裏拉上來，更被法老女兒收養為

兒子，也在敬虔母親的教養下長大，而且還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徒七

22)。這件事情的發生絕非巧合，因為有神的手在背後管理，暗暗地保守了摩西。我們一生所經歷

的豈非巧合? 神豈不也是親手計劃掌管我們的一生嗎? 

鑰節：【出三 4】「耶和華神見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裡呼叫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

裡。』」 

默想：摩西因失手打死一名埃及人(出二 15)，四十年漂流在米甸的曠野，看守著他岳父的羊群。此時已年屆

八十的摩西認為自已人的生已到盡頭(詩九十 10)，他卻看見了那「焚而不毀」的荊棘異象，聽見了從

荊棘裡的呼叫聲。然而在這四十年，神是天天看著摩西，祂不但知道他一切的遭遇，也知道他的名

字，更知道他準備好，帶領神的百姓出埃及。機會總是留給預備好的人，所以不要怕不被人知，怕被

埋沒，怕懷才不遇。神知道摩西預備好了！祂也知道你和我是否預備好了？ 

禱告：親愛的天父，正如以色列哀求祢的拯救，我們也求祢救神的兒女脫離世界的奴役。奉主耶穌基督

名，阿們！ 

詩歌：「居榮美之地」(《聖徒詩歌》97首第 1節) 

前在埃及為罪奴僕，不知何為自由；良心常有罪的重負，無處得拯救。 

如今屬地事物纏累對我再無關係，無何能使我離榮美之地。 

(副) 今我登巍巍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中；今我飲滾滾活泉，長年湧流無終； 

今我得豐富，地滿乳蜜，路滴脂油，恩重重—樂哉！今我居榮美之地。 

視聽──居榮美之地～churchinmarlboro.org 

1月 22 日 

讀經 第 4章 第 5章 第 6章 

主題 神差遣摩西去埃及 摩西見法老 神再次應許拯救 

鑰句 杖變蛇，手長痲瘋，水變血 我不認識耶和華 我是耶和華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12-2-12%20weekl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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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節：【出四 13】「摩西說：『主啊，你願意打發誰，就打發誰去吧！』」 

默想：當神呼召摩西時，他卻一再提出推辭的理由，甚至是粗魯的答覆。首先，他提出以色列人的「不

信」、「不聽」(出四 1) ，如何帶領他們呢？第二，他認為自己沒有口才 (出四 10)，怎能与人溝

通呢？咋一聽起來，摩西所找的理由，都是言之成理。其實，他是因以往的失敗(四 19)才不敢接

受神所托付的使命。但是神卻耐心地回應他所有的推辭，因而摩西終於答應神的呼召。我們的事奉

是否因「怕困難」、「怕失敗」就想推、想逃？但我們能推到、逃到何時呢？ 

鑰節：【出五 2】「法老說：『耶和華是誰，使我聽他的話，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認識耶和華，也不容

以色列人去！』」 

默想：法老的回答何等狂傲和輕蔑：「耶和華是誰，使我聽祂的話？」態度亦何等決絕：「我不認識耶和

華，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法老不但因此而發怒，而更變本加厲的去奴役以色列人。在人看來，必

然覺得摩西已經失敗。請別忘記，僅管事情似乎越來越糟，神仍掌管一切(出六 2)。 

鑰節：【出六 2】「神曉諭摩西說：『我是耶和華。」 

默想：當法老拒絕後，而又在百姓的抱怨下，摩西回到耶和華的面前祈求幫助(出五 22)。神就以「我是耶和

華」這句偉大的話回答他。這句話宣告了祂才是「全能的神」(出六 3)。隨後，神更向摩西作出七項

應許，每一項都以「我要」作起首(出六 6～8)，未了以「我是耶和華」作結束。有甚麼比「我是耶和

華」讓我們得到更大的安慰和保證呢？ 

禱告：親愛的天父，祢是那自有永有的，祢用全能、全知、全愛征服了我；更求祢用荊棘之火來燒我，使

我成為祢手中的器皿，而為祢而活。 

詩歌：【曠野之中為著神】 (《生命詩歌》563首第 1節) 

曠野之中為著神！一叢荊棘在火焚！願我如此蒙袮恩，使袮榮耀顯我身。 

視聽──曠野之中為著神～churchinmarlboro.org 

1月 23 日 

讀經 第 7章 第 8章 

主題 水變血之災 蛙災、虱災、蠅災 

鑰句 法老心裡剛硬 法老又硬著心 

鑰節：【出七 3】「我要使法老的心剛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跡奇事。」 

默想：這句話比較難懂。希伯來文用三個字來描寫法老的心，它們的意思分別是「剛硬」(七 13，22；八

19)；「固執」(七 14；八 15，32)；和「強硬」(七 13)。以法老天然的本性及驕傲，不聽神的

話，既然抵擋這一位他不認識，也不屑去認識的耶和華。所以他剛硬的心不在乎神，乃在乎他自

己的選擇，以致神就「任憑」他驕傲自大而行剛愎的事。所以我們「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

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剛硬了」(來三 13)。 

鑰節：【出八 25】「法老召了摩西、亞倫來，說：『你們去，在這地祭祀你們的神吧！』」【出八 28】

「法老說：『我容你們去，在曠野祭祀耶和華你們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遠。求你們為我祈

禱。』」 

默想：因著第四個蠅災，法老開始討價還價。但他的讓步卻是有條件的。埃及代表世界，埃及王法老代表

撒但，就是世界的王。對於我們已決意跟從主的人，撒但最喜歡先用這二步的權宜之計，來迷惑

我們：「在這地祭祀」──面對信仰，不要太認真；「不要走得很遠」──面對生活，不要與世

人過份的分別。切記，讓步和妥協往往是信心的致命傷。 

禱告：主啊，也求祢賜給我決不妥協的力量，而願意與世界分別，成為祢聖潔的子民。 

詩歌：【絕對分別出來】 (《生命诗歌》260首副歌) 

絕對分別出來，歸於萬有主，答應祂的呼召，尋求祂豐富。 

視聽──絕對分別出來～churchinmarlboro.org 

1月 24 日 

讀經 第 9章 第 10章 第 11章 

h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20272.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eavenly%20so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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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畜疫災、瘡災、雹災 蝗災、黑暗災   最後一災的警告 

鑰句 法老和他的臣僕都硬著心 但耶和華使法老的心剛硬 將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別出來 

鑰節：【出九 31】「至於你和你的臣僕，我知道你們還是不懼怕耶和華神。」 

默想：第九章我們看見，神事先已慈悲地警告了災禍的後果。然而法老的頑梗給埃及招來一場又一場的災

禍。神藉著這些審判，特要向法老顯祂的大能(出九 16) ，為要使法老知道祂不單是希伯來人的

神，也是全地的神(出九 29)。只可惜每當災難一過去，法老就故態復萌，食言而不肯讓神的百姓

離去。不懼怕神的人將一次又一次的錯過可以回轉的機會。 

鑰節：【出十 11】「不可都去！你們這壯年人去事奉耶和華吧，因為這是你們所求的。『於是把他們從

法老面前攆出去。」【出十 24】「法老就召摩西來，說：『你們去事奉耶和華；只是你們的羊群

牛群要留下；你們的婦人孩子可以和你們同去。』」 

默想：第十章我們又看見，法老為確保他們從曠野一定回來，就採用了另外兩項伎倆：「不可都去」──

面對家庭，不必全家人歸主，愛主；「羊群牛群要留下」──面對財物奉獻，半心半意，把重要的

留下來。我們是否有如摩西一樣，拒絕任何影響我們服事主的詭計呢？法老妥協的步驟是能保留多

少就留多少，但神所要的是全體和完全的奉獻，我們是否也能斬釘截鐵地回答說：「連一蹄也不留

下(出十 26)」呢？我們是否會用我們的生命和一切來事奉神，因而不枉活此生呢？ 

鑰節：【出十一 7】「至於以色列中，無論是人是牲畜，連狗也不敢向他們搖舌，好叫你們知道耶和華是

將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別出來。」 

默想：神在埃及降災的目的乃是說明「好叫你們知道，耶和華是將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別出來」。「耶和

華」的名字在《出埃及記》一共出現了 353次，而「我是耶和華」出現了 12 次。神十次的降災，

乃是讓人知道「我是耶和華」。對以色列人，他們認識「耶和華」揀選他們，作祂自己的百姓。對

埃及人，他們認識「耶和華」叫人發出悲痛和哀聲。苦難是叫我們苦惱呢？還是叫我們去認識這位

自有永有，全豐全足的神呢？差別在於我們有否信靠祂。 

禱告：主啊，我願用我的生命來事奉祢，不是獻上多餘的，而是獻上我的全人，「連一蹄也不留下」。 

詩歌：【主愛長闊高深】(《聖徒詩歌》319首第 1，2節) 

(一) 主愛長闊高深，實在不能推測； 不然，像我這樣罪人，怎能滿被恩澤。  

(二) 我主出了重價，買我回來歸祂；我今願意背十字架，忠心一路跟祂。 
視聽──主愛長闊高深～churchinmarlboro.org 

1月 25 日 

讀經 第 12 章 第 13章 

主題 殺長子之災 日間雲柱；夜間火柱 

鑰句 逾越節 拯救 

鑰節：【出十二 2】「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為一年之首。」 

默想：神何以要他們變換曆書，以本月為正月，為一年之首呢？此項改變是代表以色列民蒙救贖的新開

始。從今以後，他們開始過另一種新的生活，走另一條新的道路。基督徒屬靈的生命何時開始呢？

有人以信主的那一天、有人以入受浸的那一天、又有人以奉獻委身的那一天作為新的開始。其實不

僅是「那一天」，而更是「每一天」，我們「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多三 5) 」，可以經歷

新造的人(林後五 17) ，而天天不斷的更新而變化(羅十二 2)。 

鑰節：【出十三 21】「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的路；夜間，在火柱中光照他們，使他們日夜都可

以行走。」 

默想：在以色列人曠野飄流的整個過程中，神一直與他們同在。即使是在他們悖逆的時候，神與他們仍同

行，並且走在他們的前頭，領他們的路。神不單指引他們前頭的路，日間更是以雲柱、夜間用火柱

來帶領他們，以顯明祂的同在。在人生漫長的旅途中，祂的同在(太廿八 20)是我們最大的保證。

面對白日酷熱的太陽，祂用雲柱來遮蔽保謢，面對夜間黑暗的四境，祂用火柱來光照引領。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319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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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神啊，在人生漫長曠野的旅途中，祢親自作了我們的引導者，而祢的同在是我們跟隨祢的最大保

證。 

詩歌：【引我，柔愛的光】((聖徒詩歌》第 475首第 1節) 

懇求慈光導引脫離黑障，導我前行！黑夜漫漫，我又遠離家鄉，導我前行！ 

我不求主指引遙遠路程，我只懇求，一步一步帶領。 
視聽──引我，柔愛的光～churchinmarlboro.org 

1月 26 日 

讀經 第 14章 第 15 章 

主題 過紅海 從紅海往前行 

鑰句 施行救恩 向耶和華歌唱，向摩西發怨言 

鑰節：【出十四 13～14】「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懼怕，只管站住！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救

恩。因為，你們今天所看見的埃及人必永遠不再看見了。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你們只管靜默，不

要作聲。』」 

默想：以色列人看見埃及的軍兵追來，竟然忘記了神把他們帶出埃及的奇妙經歷，反而因懼怕而怨天尤

人。摩西此刻並沒有責怪他們，他以「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來鼓舞他們軟弱的信心。當試煉、患

難臨到我們的時刻，我們是否站住(弗六 13)，不懼怕、不作聲，耐心等候祂的拯救呢？ 

鑰節：【出十五 1】「那時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華唱歌說。」 

默想：這大概是以色列詩歌中最早的一首，它是以色列人對神的拯救和得勝的回應之歌。這歌的中心，乃

是大大戰勝(出十五 1) ，至聖至榮，可頌可畏的神(出十五 11)，必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出十五

18)。在他們所唱的歌中，有回顧，也有前瞻。回顧已往，他們經歷過紅海，他們讚美耶和華榮耀

的得勝、能力、主權、聖潔和慈愛。展望前途，神要帶他們進迦南地，他們讚美神要把他們栽在祂

產業的山上，並帶他們到祂神聖的居所。 

禱告：神啊，謝謝袮，袮已經計劃好和安排了我們一生的道路。我們常遇見危險、挫折、損失、艱難，但

袮既拯救了我們，袮必負我們完全的責任。幫助我們全心信靠袮，一步一步紧紧跟隨袮。阿們！ 

詩歌：【一路我蒙救主引領】 (《聖徒詩歌》471首第 1節) 

一路我蒙救主引領，陳腐事物何必求？難道我還疑祂愛情，畢生既由祂拯救？ 

神聖安慰、屬天生活，憑信我可從祂得；我深知道凡事臨我，祂有美意不必測。 

視聽──一路我蒙救主引領～churchinmarlboro.org 

1月 27 日 

讀經 第 16章 第 17章 第 18章 

主題 神賜嗎哪 米利巴与亞瑪力 葉忒羅到訪 

鑰句 嗎哪 耶和華是我旌旗 摩西聽從他岳父的話 

鑰節：【出十六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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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想：嗎哪(意思是：「這是什麼？」(出十六 15))是以色列人每天必須拾取神所賜下的天糧。在新約，

基督才是從天降下來的生命糧(約六 31，35，41)。所以我們每一天清早起來的第一件事，應該是

親近祂、享受祂，從祂那得著生命的供應。另一方面主應許要把隱藏的嗎哪賜給得勝者(啟二

17) 。一天一次的嗎哪是全以色列所共有，但隱藏的嗎哪則是留到迦南的。而得勝者將來要享受隱

藏的嗎哪，因祂要作他們特別的賞賜。哦，讓我們天天愛慕祂，仰望祂，每天与祂都有特別和寶貴

的經歷吧! 

鑰節：【出十七 11】「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何時垂手，亞瑪力人就得勝。」 

默想：在和亞瑪力人的爭戰中，摩西只作一件事，就是舉手禱告，這是他們爭戰中得勝的關鍵所在。倪柝

聲弟兄說得好，「山下的勝敗，到底是誰定規的呢？是神出的主意呢，或者是摩西出的主意？弟兄

姊妹，在這裏，你要看見神工作的原則，神舉動的祕訣：神所要作的，人如果不要作，神也不能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475.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11-11-12%20weekl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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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你不能叫神作祂所不要作的，但你能攔阻神作祂所要作的。勝敗，在天上是神定規的，但是在

人面前是摩西定規的。在天上神要以色列人得勝，但在地上的摩西如果不舉手，以色列人就失敗，

如果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是地上支配了天上。」 

鑰節：【出十八 24】「於是，摩西聽從他岳父的話，按著他所說的去行。」 

默想：摩西聽從了他岳父的話選立了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和十夫長來和他一同負擔起管理百姓的重

任。葉忒羅的建議雖好，但是在此卻沒有記載摩西把它帶到神面前去求問，並等候神的指示。經驗

告訴我們，同工的配搭勝過家長式的代領。然而主耶穌在決定挑選十二使徒以前，『整夜禱告』

(路六 12)尋求神的旨意。今日教會中服事最忌諱的是，獨斷偏行而不求問神，或是根據多數人的

意見而不尋求神的旨意。 

禱告：親愛的主，我們感謝祢。在人生的曠野裡，祢是我們的嗎哪，使我們每天得著新的供應，得著新的

力量。祢是我們的活水，解決我們屬靈的乾渴，使我們每天得著滿足。祢是我們的旌旗，使我們因

祢每天得勝。 

詩歌：【一路我蒙救主引領】 (《聖徒詩歌》471首第 2節) 

一路我蒙救主引領，鼓勵我走每步路；供我靈糧，長我生命，幫助我歷每次苦。 

旅程雖然力不能支，心、靈雖然渴難當，看哪！面前就是磐石，喜樂活泉可來嘗。 

視聽──一路我蒙救主引領～churchinmarlboro.org 

1月 28 日 

讀經 第 19章 第 20章 

主題 到達西乃山 神賜十誡 

鑰句 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國民 愛我、守我誡命 

鑰節：【出十九 6上】「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 

默想：神拯救以色列民脫離為奴之地，是要他們成為「屬神的子民」，「祭司的國度」，和「聖潔的國

民」。我們是否知道自己尊貴的身分(彼前二 9) 呢？──就是被神揀選，歸於祂的「屬神子

民」；為神而活的「祭司國度」；在世上為神，作見證的「聖潔國民」。我們是否盡我們的職責

呢？──就是在神面前，親近並事奉祂；在人面前，過聖潔並見證祂的生活。 

鑰節：【出二十 6】「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默想：「十條誡命」原來的意思是「十句話」，是整個律法的基礎，共分成與神的關係(一至四條)和與人

的關係(五至十條)兩大部分。前四誡是要我們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神 (可二十 30)，是人對

神當盡的本份，後六誡是要我們愛人如己(可二十 30)，這是盡人的本份。人能順服律法的關鍵在

於先愛神。我們是否建立這樣正確的與神和人的關係嗎？ 

 「神阿，我感謝袮。因為有一個命令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何受恩教士 

禱告：親愛的天父，讓我們活在愛的聖律中。藉著十誡再次光照我們，使我們重新定位與祢之間的關係，

重新調整與人之間的關係。幫助我們不但「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祢 ，也幫助我們「愛人

如己」。 阿們！ 

詩歌：「主我願單屬袮」(《我心旋律詩歌》第一輯) 

我的主，我心愛袮，我的主，我渴慕袮， 

願袮愛來吸引我，使我心單單愛袮， 

哦耶穌，我需要袮，煉淨我，完全屬袮。 

願袮愛來摸著我，使我心，全然屬袮。 

視聽──主我願單屬袮～churchinmarlboro.org 

1月 29 日 

讀經 第 21章 第 22章 

主題 民事律例 民事律例(續)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2/11-11-12%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nlyforyo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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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句 永遠服事主人 聖潔的人 

鑰節：【出二十一 5～6】「倘或奴僕明說：‘我愛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兒女，不願意自由出去。’他的

主人就要帶他到審判官那裡，又要帶他到門前，靠近門框，用錐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遠服事主

人。」 

默想：愛會使人寧可為奴而不要自由。在非洲有一女黑奴，有一天被人家拍賣。有兩個壞人在那裏競買，

彼此一直加價。這女奴知道，無論落到那一個人的手中，都是難。所以，她一直流淚，一直哭泣，

極其難受。這時候，忽然有一個白種人也加入競買。到後來，這女子就被那個白種人買得了。但他

立刻叫一鐵匠來，打斷了她的鎖鍊，宣佈她的自由說，我買你，不是要你作我的奴僕；我買你，是

要叫你得著自由。說了這話，他就走了。那女子弄得莫名其妙，過兩分鐘醒悟過來，就追著那個白

種人說，從今日起，直到我氣斷之日止，我願作你的奴隸。主阿，我愛你！你是我生命唯一的主

人，讓我一生甘心服事你！ 

鑰節：【出二十二 31上】「你們要在我面前為聖潔的人。」 

默想：《出埃及記》從廿一章到廿三章是神向以色列人頒行的「典章」，主要是規範以色列人生活當中的

所有細節，其中包括有關奴僕，殺人和傷人，賠償，道德和禮儀的條例等。神為何定下這麼多的律

例要以色列人遵守呢？祂是關心我們大事小事的神，祂要我們在凡事上保守自已，並且活在聖潔

裏。 

禱告：主阿，祢愛的叫我們甘心作祢愛的奴僕。願一生服事祢。 阿們！ 

詩歌：【哦，願我有千萬舌頭】 (《聖徒詩歌》200 首第 5，6節) 

五 我今作祂愛的俘虜，甘心作到永久； 因祂為受死、受辱，使我得以自由。 

六 我既從袮可愛的名，知袮待我美意； 假若我有千萬的心，也當一一歸袮。 

視聽──哦，願我有千萬舌頭～churchinmarlboro.org 

1月 30 日 

讀經 第 23章 第 24章 

主題 民事律、禮儀律、應許 西乃山朝拜神 

鑰句 守節 耶和華的榮耀 

鑰節：【出二十三 14】「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節。」 

默想：以色列的男子一年之中要守「除酵節」，「收割節」，和「住棚節」的節日。這三個的守節都是在

收割的時候，就是要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承認，他們這一年豐收乃是神持續不斷的祝福。在新約，基

督是舊約中所有節期的實質(西二 17) 。所以每一天，我們可以藉著基督豐豐富富地的供應而過

節。 

鑰節：【出二十四 1】「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和亞倫、拿答、亞比戶，並以色列長老中的七十人，都要

上到我這裡來，遠遠的下拜。」【出二十四 9】「摩西、亞倫、拿答、亞比戶，並以色列長老中的

七十人，都上了山。」【出二十四 18】「摩西進入雲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晝夜。」 

默想：這裡記載摩西与神交通的三段過程：首先，在山下，和眾人對神遠遠的下拜；接著，到了山坡，和

眾人一同看見了神榮耀的顯現；然後，上了山頂，單獨與神親密交談了四十晝夜。這誠然是一個令

人非常羨慕的經歷。我們与神的關係現在仍是在山下呢？或是在山坡上呢？還是在山頂上呢？ 

禱告：哦主啊，我們願付上一切攀登的代價。求祢領我們到更高之處，與祢更親，與祢更近！求祢扶持我

們，使我們上升，憑信站立天的高峰！ 

詩歌：【更高之處】 (《聖徒詩歌》274首首第 1節) 

我今面向高處直登，天天努力，天天上升；在我途中，我惟禱祝，使我立足更高之處。 

(副) 扶持我，使我上升，憑信站立天的高峰；更高生活我己可睹，使我立足更高之處。 

視聽──更高之處～churchinmarlboro.org 

1月 31 日 

讀經 第 25 章 第 26章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00.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igher%20Groun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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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會幕的樣式 會幕的樣式(續) 

鑰句 都要照我指示的樣式 幕幔、幕板、幔子 

鑰節：【出二十五 22】「我要在那裡與你相會，又要從法櫃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間，和你說我所要吩咐

你傳給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默想：建造會幕每一個的細節包括尺寸、大小、樣式、材料和製作方法，都必須照祂在山上所指示的樣

式。我們的建造與事奉是否也是照著神所啟示的旨意和計劃呢？而不是凭借自己的熱心與計劃呢？

我們是否明白會幕的每件物品的屬靈意義呢？我們是否看見神是在施恩座上與人交通和與人說話是

在施恩座上呢？我們是否時常靠著主的寶血，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座」前，與祂相會，聆聽祂向

我們說話，接受祂的引導，明白祂的旨意呢？ 

鑰節：【出二十六 33】「要使幔子垂在鉤子下，把法櫃抬進幔子內；這幔子要將聖所和至聖所隔開。」 

默想：這幔子是用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和撚的細麻織成的，上面還繡著基路伯(出二十六 1)。這幔子

將聖所和至聖所隔開，是因這幔子表徵神的榮耀和公義，為了阻絕有罪之人的親近。如今，再沒有

幔子阻隔(來十 20)，我們只要藉著主耶穌的寶血，得以進入至聖所(來十 19)，而坦然無懼地來到

施恩寶座前，享受與神同在的恩典(來四 16)。 

禱告：親愛的主，感謝祢，吸引我們到祢流血的身邊。藉著祢的寶血，我們可以進入至聖所，坦然無懼地

來到祢的施恩座前，享受祢同在的恩典。 

詩歌：【吸引我近，更近，親愛主】 (《聖徒詩歌》566首副歌) 

吸引我近，更近，親愛主，直至袮流血身邊； 

吸引我近，更近，更近，親愛主，直至袮同在中間。 

視聽──吸引我近，更近，親愛主～churchinmarlboro.org 

2月 1日 

讀經 第 27章 第 28 章 

主題 會幕的樣式(續) 祭司的聖服 

鑰句 祭壇、院子、點燈 烏陵、土明 

鑰節：【出二十七 20】「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為點燈搗成的清橄欖油拿來給你，使燈常常點著。」 

默想：聖所裏沒有天然的光(日，月亮，星星的光)，也沒有人工的光，只有金燈臺的光。金燈臺的燈常常

點著，使會幕聖所內，燈火通明，徹夜不熄。在聖經裏面，金燈臺的光表徵以色列人在列國中發光

的功用；而清橄欖「油」表徵神的「聖靈」。當我們被聖靈充滿、蒙聖靈所膏，才能在這彎曲悖謬

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好像明光照耀(腓二 15)。在啟示錄，主将金燈臺喻為教會，在黑暗

世代中為主發光(啟一 20)。當我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重要的是，叫神榮耀的光，在我們身上得

彰顯。我們是蒙揀選在這世上作光的人，這是何等的託付！ 

鑰節：【出二十八 30】「又要將烏陵和土明放在決斷的胸牌裡；亞倫進到耶和華面前的時候，要帶在胸

前，在耶和華面前常將以色列人的決斷牌帶在胸前。』」 

默想：這個決斷的胸牌是神藉著「烏陵和土明」(希伯來文為「光亮和完全」之意)來對人說話(拉二 63；

民二十七 21；申三十三 8；撒上二十八 6)。當以色列人遇到不能解決的難事，大祭司就帶著決斷

的胸牌來到神面前，尋求引導。藉著烏陵和土明的照亮，神的旨意就會完全和清楚地向他們顯明。

如今，神乃是藉著祂兒子向我們說話(來一 2) 。教會在作重大決定時，弟兄們要一同先到主面前

禱告，尋求光照和指引，直到完全明白主的旨意(弗五 17)後，然後才定規去行。切不可獨斷偏

行，也不應舉手表決。這些都是糊塗人的辦法。 

禱告：讚美主，我們是何等的有福。祢是大祭司，我們是君尊的眾祭司。我們願披戴祢，服事祢的兒女，

肩上擔著，胸中懷著，額上戴著！ 

詩歌：【我已得佳美信息】(《聖徒詩歌》285首第 2 節) 

我是神君尊祭司，哈利路亞歸羔羊！藉寶血我得潔淨，哦，榮耀歸於神！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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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聖靈亮光權能，我今能終日居留神至高至聖之境，哈利路亞歸羔羊！ 

(副)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裂開幔子我已過，這裏榮耀不敗落！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今在我王的面前過生活！ 

視聽──我已得佳美信息～Youtube 

2月 2日 

讀經 第 29章 第 30章 

主題 祭司承接圣職之禮 造香壇、浴盆、香膏之法則 

鑰句 在那裡與你們相會 點燈燒香 

鑰節：【出二十九 43～44】「我要在那裡與以色列人相會，會幕就要因我的榮耀成為聖。我要住在以色

列人中間，作他們的神。」 

默想：會幕一詞的意思就是「相會的帳幕」，後來此字發展為「神榮耀的居所」(出四十 35)。會幕是因

著神榮耀的同在而成為聖潔。神不但要與以色列人在會幕相會，同時祂還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間，作

他們的神。所以，會幕是以色列人生活和敬拜的中心。今天，我們生活的中心是什麼呢？ 

鑰節：【出三十 7～8】「亞倫在壇上要燒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燈的時候，要燒這香。黃昏點燈

的時候，他要在耶和華面前燒這香，作為世世代代常燒的香。」 

默想：舊約祭司每日早晚要在神面前燒香。大衛禱告說：「願我的禱告，如香陳列在祢面前。願我舉手祈

求，如獻晚祭。」(詩一四一 2) 我們很清楚地看見，燒香就是在神面前禱告。所以每天花時間定

時和不間斷的禱告(帖前五 17；提前五 5)，是事奉主不可少的條件。今天，我們的禱告生活如何

呢？是否常因工作忙碌而導致缺少禱告，以致失去事奉主的動力呢？ 

禱告：神啊，感谢祢召了我们，像我們這樣貧窮、軟弱的人，每一天能不斷地來到祢面前，親近祢、事奉

祢，而作祢的祭司，和祢有交通。 

詩歌：【主耶穌，我羡慕活在袮面前】(《聖徒詩歌》581首第 1節) 

主耶穌， 我羨慕活在袮面前， 在早晨，在晚上， 只有一世間；  

     不讓我心快樂， 若我在愛慕、在感覺、 或思想無袮的事物。  

       每一刻，每一天， 不論何痛苦， 當世上正沒有甚麼可鼓舞，  

      當歎息正不禁，  眼淚流滴滴， 主，擦乾我眼淚， 平靜我歎息。 

視聽──主耶穌，我羡慕活在袮面前～churchinmarlboro.org 

2月 3日 

讀經 第 31章 第 32章 第 33章 

主題 揀選工人、規定工作時間 亞倫造金牛犢 摩西為以色列人代求 

鑰句 以靈充滿他 凡屬耶和華的，都要到我這裡來 我必親自和你同去 

鑰節：【出三十一 2~3】「看哪，猶大支派中，戶珥的孫子、烏利的兒子比撒列，我已經提他的名召他。

我也以我的靈充滿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能做各樣的工。」 

默想：「比撒列」名字的意義是「神的蔭下」。神揀選了「比撒列」，負責建造會幕的各樣巧工。神以祂

的靈充滿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能做各樣的工。不但如此，神還分派了「亞何利亞

伯」(名字之意是我的父神是帳幕) ，作他的助手，協助他。神需要人來完成祂的計畫，正像神給

摩西造會幕的計畫，也需要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從事造會幕的巧工一樣。而為神作工的人，必有神

的靈充滿，也必有與人配搭同工，才能成為神聖行動的器皿，完成祂所指定的工作。 

鑰節：【出三十二 26】「就站在營門中，說：『凡屬耶和華的，都要到我這裡來！』於是利未的子孫都

到他那裡聚集。」 

默想：神原是揀選以色列人歸神作『祭司的國度』(出十九 6)，就是祂要每一個神的子民都作祭司。然而

那一天，只有利未人與摩西站在神這一邊。從此，只有利未人被神揀選作祭司，料理聖所中的各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i9Ql0i3fuU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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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和敬拜，以維持以色列人跟神之間的關係。可惜今天許多人貪愛現今的世界(提後四 10) 而隨

波逐流，放棄忠心而事奉瑪門 (太六 24) ，結果失去他們了尊貴的身分和職任 (彼前二 9) 。 

 「與神站在一邊的，即或是個人，也是多數。」──Lloyd Garrison 

鑰節：【出三十三 11上】「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 

默想：摩西與神有一個活潑而親密的關係。在他們的對話裏，不單是「面對面」，還是「人與朋友說話一

般」(出三十三 11) 。他們的交談沒有任何間隔，摩西在那裏聽神說話，神也在那裏聽摩西傾訴。

在這裏，摩西與神不僅是有交通，而且是真情流露的交通；並且摩西在禱告中，把神的失望、傷

痛、愛、榮耀引出來。這應該也是我們禱告的光景：「沒有間隔，主，沒有間隔，讓我見袮榮面，

引我近袮身邊，然後聽袮慈言；沒有間隔，沒有間隔。」(聖徒詩歌第 570 首) 

禱告：神啊，袮呼召我們，都要到袮這裡來。所以我們願付一切的代價，站在袮這一邊，袮的同在远超一

切，袮的荣光照亮我们，主啊，藉著袮的救贖，並藉袮恩典，可愛、榮耀救主，我要在袮這邊。 

詩歌：【誰是在主這邊】 (《聖徒詩歌》666首第 1節) 

誰是在主這邊？ 誰要跟隨主？ 誰要為主活著，走他的道路？ 

誰要撇開世界，去為主爭戰？ 是誰在主這邊，跟隨主向前？ 

(副) 藉著袮的救贖，並藉袮恩典，可愛、榮耀救主，我在袮這邊。 

視聽──誰是在主這邊～churchinmarlboro.org 

2月 4日 

讀經 第 34章 第 35章 

主題 摩西再上西乃山 准備建造會幕 

鑰句 摩西的面皮發光 甘心樂意 

鑰節：【出三十四 29】「摩西手裡拿著兩塊法版下西乃山的時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華和他說話

就發了光。」 

默想：摩西臉上散發出神榮耀的光輝，那是他曾與神面對面交談的記果。林後三 16～18節，保羅告訴我

們，我們的心若歸向主，就得以敞著臉看見主的榮光，並返照主的榮光，而顯出主的榮形。所有事

奉神的人都是彰顯主榮耀的人。所以，我們應當常常常敞開心靈去親近主，看見主，讓我們的生命

充滿了主的榮光 

鑰節：【出三十五 21】「凡心裡受感和甘心樂意的都拿耶和華的禮物來，用以做會幕和其中一切的使

用，又用以做聖衣。」 

默想：建造會幕過程的一開始，百姓就「甘心樂意」的獻上禮物，其中沒有勉強，也沒有鼓吹，乃是他們

「心裡受感」於是「甘心樂意」，自動獻上。當人裏面受感，而「甘心樂意」獻上他的所有，這樣

的奉獻，是神所喜悅的。在奉獻名單中，人人都有分，其中還包括婦女。這是一幅極美的畫面。教

會的建造也是這樣。神需要一班「甘心樂意」獻上的人，把他們在神面前所領受的，拿來奉獻給

神。在教會的建造中，我們每人都有一份。正如當我們聚會的時候，有的人有啟示，有的人有教

訓，有的人有詩歌，隨從聖靈的引導，「甘心樂意」地運用所有的恩賜，彼此供應，叫众聖徒得著

造就(林前十四 26)。 

禱告：主啊，我們願意花時間單獨親近祢，好讓祢的榮光常常照亮我們，因而讓我們的生命承受了祢的榮

光，也返照了祢的榮光。 

詩歌：【活在生命光中】 (《生命詩歌》534首) 

活在生命光中， 不斷與主交通， 瞻仰恩主慈容， 順從聖靈感動， 

天天榮上加榮， 時時讚美稱頌， 活在生命光中。 

視聽──活在生命光中～churchinmarlboro.org 

2月 5日 

讀經 第 36章 第 37章 第 38章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506.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liveinlgh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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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開始建造會幕 建造會幕(續) 建造會幕(續) 

鑰句 幕幔、幕板、幔子和門帘 法柜、桌子、燈台、香壇 祭壇、洗濯盆和立幕院 

鑰節：【出三十六 5】「來對摩西說：『百姓為耶和華吩咐使用之工所拿來的，富富有餘。』」 

默想：本章重述建造會幕的過程。比撒列、亞何利亞伯並一切心裡有智慧的，受感前來開始建造會幕。但

百姓所獻的材料『富富有餘』，遠超過所需要的，摩西只好阻止他們繼續奉獻。這常是人的裏面真

實受感，靈裏樂意，就沒有一件會寶貴得捨不得給的，也永遠不會說給得太多了的。而神豐富的供

應與恩待祂子民的途徑，也是言語所不能表達的。 

鑰節：【出三十七 5】「把杠穿在櫃旁的環內，以便抬櫃。」 

默想：約櫃的兩根抬杠，是用金包的皂莢木作的，要常穿進櫃兩邊的金環裏，不許抽出來，以便搬抬。這

意思就是說，約櫃隨時可以抬出去。約櫃不只是以色列民敬拜神的中心，並且是領導他們走前面的

道路。約櫃在前面走，以色列人在後面跟著(民十 33；書三 3)。這表徵在我們走天路旅程中的每一

步路，都是基督在帶領我們，并且到處為神作榮耀的見證。 

鑰節：【出三十八 8】「他用銅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會幕門前伺候的婦人之鏡子做的。」 

默想：這是聖經第一次記載婦女在聖所「伺候」(其意義為敬拜)。儘管她們不能進入會幕敬拜神，但她們

甘心在會幕門前伺候，大概擔任打掃、清潔的事，或在節期慶典中唱歌跳舞。她們把自己獻上，也

把心愛的鏡子獻上製成洗濯盆。我們是否也願意作一個甘心「伺候」神的人呢？在教會的服事中，

我們是否也「甘心樂意」做著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呢？是否也將一切心愛的全獻上呢？ 

禱告：主啊，我們我們將一切全奉獻給祢，我們的時間、金錢、家庭，一切都是祢的了。 

詩歌：【全所有奉獻】 (《聖徒詩歌》312首第 1節) 

盡我所有歸給耶穌，甘心樂意全奉獻；我今一生熱愛救主，天天活在祂面前。 

(副) 全所有奉獻，全所有奉獻，永遠歸給慈愛救主，全所有奉獻。 

視聽──全所有奉獻～churchinmarlboro.org 

2月 6日 

讀經 第 39章 第 40章 

主題 制作聖服 會幕建造完成 

鑰句 一切的工都做成了 耶和華的榮光充滿會幕 

鑰節：【出三十九 43】「耶和華怎樣吩咐的，他們就怎樣做了。摩西看見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給他們

祝福。」 

默想：這句話在本章一共出現了七次之多(出三十九 1、5、7、21、26、29、31)，在四十章又重複出現了

七次(出四十 19、21、23、25、27、29、 32)。重複這句話的用意，很明顯是記錄一個事實，就是

摩西和以色列人每造一件物件，都是照著神指示的樣式做的。這句話提醒我們，無論是福音或是建

造教會的工作，最緊要的一件事，就是必須按照神所指示和計劃的去作。在神的計劃中的每一個細

節上，絕無絲毫改進的可能。在神的工作上，每一個事奉主的人都是沒有自由的，因為每一件事都

必須要照著祂一切所吩咐的去作。 

鑰節：【出四十 34】「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 

默想：《出埃及記》開頭是一片黑暗，結束時則有耶和華的榮光照耀。當帳幕一支搭起來以後，神喜悅住

在祂的百姓中間，因此「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神的榮光充滿了整個帳幕，說出祂榮耀的

同在。在舊約神從榮耀的基路伯中間，向祂的子民說話；同樣的，祂也藉著這一個榮耀，引領他們

向前去。今天聖靈居住在我們每一個信從祂的人裏面，我們也能同樣經歷祂榮耀的同在、引領。這

也預表著教會就是神在肉身顯現(提前三 16)。 

禱告：榮耀的神，求袮的榮光充滿袮的教會，袮的榮耀也常顯在我們的身上！ 

詩歌：【今有榮光照耀我魂間】(《聖徒詩歌》365 首副歌) 

榮耀之光！福樂之光！ 帶來平安喜樂滾滾浪；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2.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12.htm


11 

 

當主耶穌笑臉欣欣放， 榮耀之光照明亮。 

視聽──今有榮光照耀我魂間～churchinmarlboro.org 

 「讀完整本《出埃及記》，我們是否清楚看見神救贖我們的計劃和目的呢？會幕是以色列人生活和

敬拜的中心，而我們生命的中心是否是與主同住、同行動，使祂的榮耀得著彰顯呢？」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09/3-1-09%20weekly.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