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8.03.18             搬到埃及去的路上,在別是巴所獻的祭!          (創世記與我-66)  

 

  雅各和他的全家人,終於來到一個很重要的轉換點。他們全家人都要搬到埃及,不知何時才能再回到他

們生長並神賜給他們的迦南應許之地。歷史告訴我們,這一次他們去埃及,要過四百三十年,二十個世代之

後,他們的後裔才能再回到這應許之地來。雅各,如今他的年齡已經到達一百三十歲,過去在他蒙神呼召的

生命,已經歷過好幾次的搬家,從別是巴到巴旦亞蘭,從巴旦亞蘭到示劍,從示劍到伯特利,從伯特利到希伯

倫;並且,在伯特利向他顯明並賜給他永遠應許的神,在過去幾十年裏,也已經豐盛榮耀地成就了應許,神叫

他的兒子約瑟成了全地的主,治理萬民,所以他滿懷着感恩的心;但,這一次他的搬家,總是使他感到有所害

怕,因爲心裏尙未確定他們離開應許之地搬到埃及去,是否就是神所喜悅的旨意?也害怕在未知的未來,他

的兒孫和後裔會不會記得神給他們的應許?會不會保持聖民的聖潔?會不會在外邦之地活著回來應許之地?

整個情況來看,他是非去埃及不可。他聽到兒子約瑟不但沒死,成了埃及和全地的主,他必要過去看兒子;

他兒子約瑟和法老,也邀請他和他全家人搬到埃及來;約瑟又說,那些年那麼嚴重的饑荒,還有多五年要更

嚴重。所以他就帶領兒孫和全家人搬到埃及去的路上,來到迦南地的最南邊界"別是巴",上去他的祖父和

父親所建立的祭壇那裏,在那裏向神獻犧牲的祭。他帶着後裔,向神感恩,同時,也要將神的應許刻在他後

裔的心版上,要宣告他和他後裔必定要事奉耶和華神,巴不得神堅固他們。在那天夜間,神向雅各顯現,也

再一次大大地堅固他了。從本章開始到《創49章》裏,我們看到雅各直到離開世界的時刻,他是忠心完成

神在他的末年所賜"將信仰和永遠的應許傳授給後代"之最重要的使命。那使命,乃是凡與亞伯拉罕、以

撒、雅各同蒙呼召的每一個聖徒所得共同的使命。因此,我們必要用還在地上剩下的日子,將"耶穌基督純

正的福音信仰、基督裏的應許和使命以及我們一生所得美好的見證",都忠心地傳給我們的後代。在這21

世紀"人本主義充滿的,父母失去權威"的時代,要擔當使命的挑戰,眞是不簡單。靠人是絶對不能,唯有主

的恩典和能力顯現出來才能。藉着本章信息,願主多多堅固我們。阿們!  

 

** 讀經: 創46:1-34 

 

46:1 以色列帶著一切所有的(幾十年前,雅各離開別是巴到巴旦亞蘭舅舅拉班家時,他是什麼都沒有,但

現在除了兒媳、孫兒媳,得了69個兒孫,也得了很多財産。不但如此,從他身上出來的那些兒孫,都是神所

定列邦萬民的祝福,其中約瑟是已成了埃及的總理、全地的主,正在拯救治理萬民),起身來到別是巴。("

別是巴",乃是以色列的最南端,神每次指着以色列疆界的時候,說"從旦(最北端)到別是巴"。別是巴,乃是

亞伯拉罕和以撒,個別與非利士王亞比米勒盟約的地方《創21:22-34,26:26-33》,所以"別是巴"的字意,

乃是"盟誓的井"。亞伯拉罕和以撒,住在那裏,築壇獻祭,呼求了永生神的名。雅各,也在那裏生長,直到離

開父母到巴旦亞蘭時),就獻祭給他父親以撒的神(雅各在伯特利獻祭,帶着非常重要的意義。當他帶着兒

孫離開應許之地到埃及地去的時候,在這最南境界獻祭,以示"叫他兒孫後裔必要記得他們將來離開埃及,

要回到這應許之地來的事/神的應許"。"他父親以撒的神",雅各所事奉的神,乃是他祖父亞伯拉罕父親以

撒所事奉的又眞又活的眞神;我們所事奉的神,也是透過信心列祖向我們顯明的神;我們的認識神,不可以

只透過"神在一個時空裏的顯現"來認識神,必要透過"神在整個歷史和三層天整個空間裏的顯現"來認識神;

我們的認識神,必要透過基督耶穌和祂被釘十字架,也要透過信心列祖和他們所遇見所事奉的神來要認識

神。神賜給信心列祖的應許/四大福音化,乃是今日一樣賜給我們的應許。"獻祭"的祭,原文是複數,雅各

所獻的牲畜,不是一隻,乃是好幾隻,我們可以猜測他有可能按自己兒子的人數獻祭了)  

 

2 夜間神在異象中對以色列說,雅各,雅各;他說,我在這裡。(我們都是與雅各同蒙呼召的聖徒,我們也要

聽見雅各所聽見"某某,某某"那種神一對一呼召每一個聖徒的聲音。雅各在異象中聽見了神的聲音,我們

也都透過神的話能看見聽見神;凡要透過神的話聽見神聲音的聖徒,就必得着神"最完整、最具體、最實際

"的聲音)3 神說,我是神,就是你父親的神("你父親的神"這一句話,就意味着"我給你父親的應許,一來都

透過你的父親和你、你和你兒孫成就。"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指:神不是死人的神,乃

是活人的神《太22:32》。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又眞又活的神裏現在仍然活着,我們也在神裏面永遠

要活着;信心列祖,他們每一個人都完成了個人的使命,然後現在活在天上,也看到神賜給他們的應許透過

信心後裔越來越更美好地得成全的光景;現在是我們要在地上爲要完成使命而奔跑的日子),你下埃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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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害怕(雅各,可能因離開應許之地,而要去埃及的事害怕),因爲我必使你在那裡成爲大族。("我必使

你在那裏成爲大族",這應許原是神賜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創15章》,也是賜給以撒和雅各的應許。亞伯拉

罕和以撒時代,時間表尙未到達,所以他們不能搬到埃及去;但到了雅各生養了兒孫70人的時候,神的時間

表到了,可以搬到埃及去。迦南地,雖然將來神必賜給以色列,但,神要先叫以色列成爲大族,要給萬民看"

以色列民出埃及、過紅海、過曠野、征服迦南地和分基業"的那神在基督裏要成全救恩大工的奧秘。不但

如此,迦南地,那"7種族31王"所住的地方不適合"以色列民生養衆多",所以神將以色列帶到埃及,在特別分

別爲聖之地"歌珊地"要培養以色列民。雅各有神賜給雅各的使命,那就是生養以色列12支派和他們後裔,

我們也有神在這21世紀賜給我們的使命,我們要明白,並要忠心擔當那屬個人獨一無二的使命)4 我要和

你同下埃及去(以馬內利的應許),也必定帶你上來;("你"就是指雅各,也是指從雅各出來的整個以色列。

這是關於以色列,將必回來這迦南應許之地,成爲列邦萬民之福的應許)約瑟必給你送終。(原文作將手按

在你的眼睛上)(約瑟,原是雅各眞正的長子,他拯救了他父親雅各和所有的兄弟,也得了長子應得的兩個基

業。神叫約瑟給父親雅各送終的事,也有屬靈意義,並且,對雅各而言,也是很大的安慰。聖徒的一生,乃是

"要榮神益人建立永國"的日子,也是"要得永遠屬自己的基業"的日子。直到離開世界為止,雅各的生命是

帶着很神聖的使命;那就是"將神的應許傳授給後代,也爲後代代禱"的事。世人認爲,人老了,要退休;其實

神安排的並不是那樣;人老了,有更重要的使命等候他們;老人們的智慧和見證是很寶貴的。問題是年輕人

都不喜歡老人們的嘮叨,所以老人們眞的是需要智慧,也要靠聖靈。老人們若喜愛讀經和禱告,神就必賜給

他們美好的智慧,也必垂聽他們的禱告;若家中有喜愛讀經禱告的老人,那眞是一家之寶啊!) 

 

5 雅各就從別是巴起行,以色列的兒子們使他們的父親雅各、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都坐在法老爲雅各

送來的車上。6 他們又帶著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貨財,來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孫都一同來了。(這

是何等榮美的光景!神何等恩待了雅各和他的家人!在此時,雅各的心情是如何?他一切的沮喪憂愁,如今都

變爲感恩、盼望和喜樂了。原來,在他擔心憂愁懼怕時,神從來連一秒鐘也沒有停止過"愛他,賜福與他,成

全他和他後裔"的善工。神如何恩待了雅各,今日神仍然一樣的恩待我們)7 雅各把他的兒子、孫子、女

兒、孫女、並他的子子孫孫,一同帶到埃及。(在下面列出來的名字,乃是祝福列國萬民之人的名字,他們

的名字都要永遠被記錄在生命冊上面)8 來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記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兒孫,雅各的長

子是流便。9 流便的兒子是哈諾、法路、希斯倫、迦米。10 西緬的兒子是耶母利、雅憫、阿轄、雅

斤、瑣轄;還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掃羅。11 利未的兒子是革順、哥轄、米拉利。12 猶大的兒子是珥、俄

南、示拉、法勒斯、謝拉;惟有珥與俄南死在迦南地。法勒斯的兒子是希斯倫、哈母勒。13 以薩迦的兒

子是陀拉、普瓦、約伯、伸崙。14 西布倫的兒子是西烈、以倫、雅利。15 這是利亞在巴旦亞蘭給雅各

所生的兒子,還有女兒底拿;兒孫共三十三人。(這33人的生命和基業,乃是神透過"雅各和利亞"所生養的

永遠基業)  

 

16 迦得的兒子是洗非芸、哈基、書尼、以斯本、以利、亞羅底、亞列利。17 亞設的兒子是音拿、亦施

瓦、亦施韋、比利亞,還有他們的妹子西拉。比利亞的兒子是希別、瑪結。18 這是拉班給他女兒利亞的

婢女悉帕,從雅各所生的兒孫, 共有十六人。(這16人的生命和基業,乃是神透過"雅各和悉帕"所生養的

永遠基業) 

 

19 雅各之妻拉結的兒子是約瑟和便雅憫。20 約瑟在埃及地生了瑪拿西和以法蓮,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

非拉的女兒亞西納給約瑟生的。21 便雅憫的兒子是比拉、比結、亞實別、基拉、乃幔、以希、羅實、

母平、戶平、亞勒; 22 這是拉結給雅各所生的兒孫,共有十四人。(這14人的生命和基業,乃是神透過"

雅各和拉結"所生養的永遠基業) 

 

23 但的兒子是戶伸。24 拿弗他利的兒子是雅薛、沽尼、耶色、示冷。25 這是拉班給他女兒拉結的婢

女辟拉,從雅各所生的兒孫,共有七人。(這7人的生命和基業,乃是神透過"雅各和辟拉"所生養永遠基業) 

 

26 那與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兒婦之外,凡從他所生的,共有六十六人。27 還有約瑟在埃及所生的兩

個兒子;雅各家來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這69人的生命和基業,乃是神透過"雅各和他4位妻妾"所生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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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基業。神所定的婚姻制度和原則,絶對是一夫一妻;雅各家庭所遇到那麼多的掙扎矛盾苦難,都是來自

於"違背婚姻原則"。但神將人所造成的矛盾都轉爲"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祂兒女們得益處。因此我們

要謹愼遵守神所定的原則和原理,同時,也要懂得在已所遇的矛盾裏,靠着悔改所帶來的救恩要得勝,也要

一生保持親近主,靠主恩而要過聖潔自由的事奉生活) 

 

28 雅各打發猶大先去見約瑟,請派人引路往歌珊去;於是他們來到歌珊地。(歌珊地,位於Nile江下流的

三角洲,是埃及最肥沃之地。神將雅各的兒孫70人帶到這地來,叫他們生養衆多,要成爲200萬的大族。歌

珊地,是與埃及居民所住之處隔離,所以,神要叫以色列民與埃及分別爲聖,並維持純眞的血統、信仰和應

許)29 約瑟套車往歌珊去,迎接他父親以色列;及至見了面,就伏在父親的頸項上,哭了許久。(這乃是,過

了22年痛苦的歲月之後的父子相會,我們可以想想的到他們是何等感激。父子兄弟血統骨肉關係,乃是在

世界福音化上最大的動因和動力)30 以色列對約瑟說,我旣得見你的面,知道你還在,就是死我也甘心。

(苦盡甘來!我們經過"被精煉而得福音答案和見證"的過程,神必將這種"死也甘心"的結果帶來給我們) 

31 約瑟對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說,我要上去告訴法老,對他說,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從前在迦南地,

現今都到我這裡來了。32 他們本是牧羊的人,以養牲畜爲業,他們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帶來

了。33 等法老召你們的時候,問你們說,你們以何事爲業,34 你們要說,你的僕人從幼年直到如今,都以

養牲畜爲業,連我們的祖宗也都以此爲業。這樣,你們可以住在歌珊地,因爲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厭

惡。(埃及人厭惡"牧羊"的族類,所以法老會贊成將以色列人安排在與埃及人隔離之地。神將這智慧賜給

約瑟,爲的是要將以色列民與埃及人分別爲聖,在這歌珊特區要保持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純眞血統、

信仰和應許,以備400年後大大啓示"爲聖民所預備耶穌基督救恩"的奧秘,也使他們成爲列國萬民的祝福。

凡在基督裏的聖民,都要與世界分別爲聖,叫自己的身心靈都要"受洗/割禮",你要"將身體獻上,當作又聖

潔又神所喜悅的活祭;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自己要察驗何爲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

的旨意"《羅12:1-2》而活。 

 

 

1. 以色列帶着兒孫搬到埃及去的路上,在別是巴獻犧牲給他列祖和他的神!  
 

  雅各"帶着兒孫搬到埃及去",這是他一生中很大的轉機,在救恩歷史上也帶着很重大的意義。這事情,乃

是神在與祖父亞伯拉罕立約的時候,早已跟亞伯拉罕說過的那預言的成就《創15章》,也是四百年之後要

全然成全"出埃及並征服迦南地"之事的預備。這一次,他和他的整個家族離開迦南應許之地之後,在前面

四百年之內不能再回來。四百年,要經過多少的世代?若是以二十年當作一個世代,就要過二十個世代的

了。以一般其他人民移民到北美來的例子來看,通常還沒到第三第四代,其後裔就完全失去自己民族的語

文和文化,甚至血統和宗敎也都與其他民族混合。然而,以色列民雖然過了二十代,還是那樣不失去自己的

血統、語文和信仰,到了神所定的時間仍然保持十二支派的血統和家譜而出埃及了。雅各帶着兒孫在伯特

利獻祭的事,與"過了四百年之後,他的後裔成爲兩百萬的大族,並保持純眞的血統和信仰出埃及,回到迦南

地"之事的成全有密切的關係。 

 

  雅各在別是巴給父親以撒的神獻祭,其意義何在?別是巴,乃是迦南應許之地的最南端境界,神叫以色列

民不要忘記神賜給他們的祖先和他們的應許之地和在那地要顯明"基督救恩大工"。別是巴,是他們的祖先

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蒙神大恩大大興旺,叫非利士王亞比米勒懼怕而與亞伯拉罕、以撒盟誓"彼此不侵

犯"之約的地方;也是祖先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築壇呼求耶和華神之名的地方。雅各直到離開父母到巴

旦亞蘭去之前,一直住在那地了;也親自目睹了神如何成全賜給他祖父和父親的應許;並且親自經歷了他父

親以撒在那地給他的祝福,在過去幾十年裏如何美好地成全。原來,他一人無所有孤孤零零地離開那地了,

但如今已經得了七十個兒孫,他的兒子約瑟已經成了法老的父、全地的主,正在治理統管萬民。現在,在神

的安排之下,他要帶着全家人,要離開應許之地,要搬到埃及地。他必滿懷着感恩和盼望,但對未知的未來

有所害怕的心。他依靠着神的應許,滿帶着神的應許一來得成就的證據,來到別是巴祭壇,向他父親的神也

是自己的神獻上了"流牲畜之血"的祭,向神感恩,也交托前面的事,同時也堅固自己和兒孫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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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帶着兒孫在別是巴獻祭的事,對活在21世紀的我們有何意義?神透過那些事情要向我們强調什麼?1)

雅各的神,乃是他信心列祖(亞伯、以諾、挪亞、閃…等)、祖父亞伯拉罕和父親以撒的神;雅各透過信心

列祖認識了"呼召他,向他顯明,愛他,與他立約並成就"的神。我們也要像雅各一樣正確地認識神遇見神,

也要淸楚地與神交通同行。我們的神,乃是比他所造的天地萬有無限倍地大,也是比他所帶領永恒的時光

更要長久;因此無人能只以"一個時空裏所顯現出來的有些現象"來完整地認識這位眞神。我們要透過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民、衆先知所預表的主基督耶穌,並透過衆使徒所遇見所認識所傳揚的主基督

耶穌,正確地認識一樣呼召我們的神。2)雅各在他祖父、父親所建立的別是巴祭壇上獻祭了。信心列祖所

築的祭壇,乃是後來"神叫摩西建造的會幕、叫大衛所建造的帳幕、叫所羅門所建造的聖殿"的前身,也是"

神叫衆聖徒在基督裏建造的屬靈聖殿(基督成爲聖徒的頭,聖徒成爲基督身體)《約2:19,弗1:23,林前

3:16》"的預表。我們信仰生活的開始,乃是在基督裏生根建造而要成爲基督身體;信仰生活的目標,就是"

學習基督,恢復基督,活出基督,事奉基督,見證基督"。信心列祖都建造基督祭壇,獻祭,也呼求了耶和華神

的名;我們也要成爲基督身體,要以基督身體(肢體/敎會/聚會/事奉/見證)爲中心生活,要呼求基督之名禱

告而要明白神的旨意(奉基督之名禱告),喜愛順從而要"活出基督"來。3)神賜給雅各永遠的應許,也都豐

盛榮耀地成全了。神一樣給我們永遠的應許了,也正在繼續成全;我們必要以神的應許爲終身的目標,也要

帶着"應許得成全"的證據而活。神給我們信心列祖的應許,乃是神在基督裏賜給衆聖民的應許,原是都"一

個"的應許,直到如今在基督裏繼續成就着。那應許,乃是關乎我和我後裔(包括屬靈後裔)的應許,也是關

乎"神在基督裏,召聚聖民,建立永國,共享永福"的應許。神給我們每一個聖徒的應許實在是有多種,但其

應許的總綱,乃是"我必與你同在,我必使你成爲萬福之源(基督身體),你的家人、居民、時代必因你得福

(四大福音化)";神如此應許了亞伯拉罕、他後裔和衆先知,也如此應許了衆使徒。所以我們要保持以馬內

利的證據,要明白神如何成就祂給我們的應許,如何帶領我們的日子,每一次,禱告或崇拜,都要像雅各一樣,

必要帶着應許得成全的證據來到神的面前,並要在其得證據的基礎上,尋求神繼續的帶領。4)雅各帶着神

賜給他70兒孫來到神的面前,爲自己和後裔前面的時光向神獻了"流好幾隻牲畜(代替雅各和雅各兒孫的性

命)之血"的祭了。我們也要一生,爲後裔的蒙恩得救、成聖和蒙神重用迫切禱告,並要帶着如此的所願和

禱告來生養兒女。我們所蒙受的基督信仰,必要傳給我們的兒女後裔和後來的世代,那是我們終身的使命,

也是我們要得永遠的産業。像信心列祖一樣,我們也要宣告"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在這21

世紀黑暗時代,眞是個很大的挑戰。但,若我們眞心禱告,也努力活出基督的榜樣,神就必悅納我們的禱告,

也必在我們的兒女後裔中興起許多神所重用的基督門徒,也必保守他們、賜福與他們! 

 

 

2. 神對以色列說,"我必使你在埃及成爲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帶你上來"! 
 

  在雅各的一生中,每當他要進入另一轉折的時候,神就向他顯現,再一次反覆給他聽神的應許,大大堅固

他的信心,同時也叫他繼續尋找順從神的引導。當雅各帶着神所賜的70個兒孫要搬到埃及去那重要的時刻,

雅各向神獻祭了,在那天夜間,神在異象中對他說,"我是神,就是你父親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爲我

必使你在那裡成爲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帶你上來"。神必繼續與雅各同在,也必繼續成就賜

給雅各的應許(使他和他後裔成爲萬民的祝福);雅各眞需要神如此堅固他的話語。雅各雖然是位130歲身

體老邁的老人,但在他一生中仍有最重要的使命在前面等候他;他要將神的應許和計劃傳授給他的兒孫,要

將約瑟所生的兩個兒子以法蓮、瑪拿西歸入以色列12支派裏,要叫後裔必要記得將來要征服迦南地得基業

的事,也要天天爲後裔和他們的事奉擧手代求祝謝。那些事情看起來很容易,但若不保持純眞堅固的信心

和聖靈充滿,就作不到了。我們這與雅各同蒙神愛的聖徒,也必能蒙受如雅各同樣的恩典。神已賜給了我

們同樣的應許,也必透過我們的一生要豐盛榮耀地成全;我們也像雅各一樣,一生會有幾次很重要的轉換點;

每當我們進入人生新路程的時候,我們要在"一來主給我們成就"的根基上,再一次聽見主安慰、堅固我們

的話語,然後繼續要走前面恩上加恩的日子,直到離開身體而回天家。 

 

  當時,神呼叫了雅各的名字,"雅各!雅各!";這是神何等親切和迫切的表現!神今日也一樣呼叫我們每一

個人的名字來找我們;我們必要一對一地遇見神,也要與神建立"父子、夫妻、主僕"的親密關係。最美好

最有水準的遇見神,乃是透過耶穌基督、神的話和聖靈遇見神的;若我們是聽而信耶穌基督福音的聖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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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已經聽了神一對一呼叫我們名字的聲音了。關鍵就在於我們要堅信神已告訴我們的話語。祂告訴我們

說:創立世界之前,在基督裏揀選我們爲祂的永生兒女;祂提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名呼召了我們;我們每一個

人未成形的體質,祂的眼早已看見了;祂在我們母胎裏按自己的形像造了我們;祂所定的日子,我們尙未度

一日,祂都寫在祂的冊上了。祂說了,在基督裏,祂以基督福音和聖靈重生了我們;我們也看到我們的心懷

意念和眼光,都與世人完全不同,我們很憐憫尙未重生的世人。神又說了,祂必永遠與我們同在,必指敎我

們,幫助我們;我們親近祂,祂就親近我們;我們禱告,祂就給我們成就;我們天天經歷了這事。  

 

  神賜給雅各"叫他的後裔成爲大族"的應許,也賜給他和他的後裔"與世界分別爲聖,事奉神,見證神"的使

命。神賜給我們"榮神益人建立永國"的,那賜給雅各同樣的應許,同時也賜給了我們關乎"21世紀末日"與

雅各不同的使命。在同一個時代裏,每一個聖徒所領受的條件、使命和恩賜也都不一樣。所以,我們要明

白神賜給我們那獨特的使命。在這時代,活在地上的聖民所得共同的使命,就是:1)堅信基督純正全備福

音;2)警醒謹守,爲家人、肢體、親友、衆民守望代禱;3)參與最後大收割的救恩事工(得着未得之民),務

要傳福音;4)爲當代敎會和以色列代禱,也務要傳揚純正全備福音。我們主耶穌基督爲我們爲這時代的七

種敎會如何禱告《啓2-3章,來1:3》,我們也要如何禱告。我們每一個聖徒都擁有着獨一無二的配偶兒

女、父母兄弟、肢體親友、事業事奉和聯絡網,也擁有着獨特的事奉崗位和恩賜,從中我們可以得着主爲

我們每一個聖徒所預備的學習和使命。 

 

  得了應許和使命之後,更重要的事,乃是要以神所賜的應許和使命,察驗神在我的生命生活和連絡網裏爲

我天天安排的事情裏的美意和帶領《羅12:2,弗5:15-18》。若我們如此作,就必看見神的帶領;若我們順

從依靠神,神就必賜給我們平安,也必賜給我們智慧、能力和恩賜《約14:26-27,加5:22-23,雅1:17,3:17-

18》。凡看見如此"神帶領、幫助和成就"的美好證據的聖徒,自然而然必成爲"口唱心和地讚美主"的見證

人,與他同居的人都必在他身上"神與他同在"的證據。這就是信心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和蒙

恩聖徒們的見證。我們主的作爲,昨日今日直到永遠都不改變。若我們按那種蒙恩的生命生活原理而活,

我們就必看見神天天爲我們展開"傳福音,得門徒"的門;在其過程中,當然與我們一同蒙恩的,乃是我們所

愛並時常與我們同居的家人、肢體、親友。日子久了,我們就必看到我和我家、我的兒女和門徒,都成爲

時代的見證人。 

 

 

3. 神將以色列家安排在歌珊地,叫他們與埃及人隔開,在那裏成爲大族! 
 

  神爲以色列的兒孫後裔安排"歌珊地"的理由,乃是爲要培養"與世界(埃及)分別爲聖"聖潔的子民。神要

帶領在歌珊地所培養聖潔的子民,將來要征服迦南地,也要建立祝福列國萬民的屬神聖潔的國度。歌珊地,

乃是像以70個以色列的種子,生養出200萬大族的母胎。埃及的思想、宗敎、文化、風俗,都是在空中掌權

者撒但的管轄之下産生出來的;埃及法老所戴的王冠上有毒蛇的雕像,埃及培養許多巫士和術士,埃及百姓

所拜的乃是許多種的鬼神和偶像,他們的文化風俗是非常敗壞。我們都知道:埃及乃是象徵這歷世歷代撒

但掌控的世界的;迦南地就是象徵天國天家。以色列出埃及預表聖徒靠神羔羊基督耶穌的寶血"蒙恩得救

"的事,過紅海預表與基督同死同復活的"受洗",過曠野預表聖民重生之後在世界客旅生活裏要得的"成聖

",征服迦南地預表着"傳基督福音,得着聖民,建立神的國",以色列十二支派和每一個家庭個人得基業預

表着"我們每一個聖民在永國裏得基業"的事。凡信基督耶穌爲自己永生救主的聖徒,必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要分別爲聖,並要警醒謹守爲自己和所愛的家人、肢體、親友禱告,思想、心意、作爲、言語都要聖潔,也

要成爲聖潔的器皿來顯出神的榮耀。凡不聖潔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太5:20,加5:21》,也不能蒙神使

用《提后2:21》。 

 

  在成聖的過程裏最難改,那就是:興趣、眼光和方法!在這三個尚未改爲聖潔之前,我們是很難恢復聖潔

的生命生活。1)興趣:人在尙未得着聖潔的興趣之前,可以認眞參加聚會,也可以熱心參與各種事奉。但

因爲興趣尙未改變了,所以在事奉中不能顯出那"享受事奉"所帶來的能力和功效,心裏總想尋找自己有興

趣的事。那人的問題,就來自於尙未發現基督福音和聖靈帶給我們眞正的寶貝福氣和喜樂,或他的嗜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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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尙未配合起來。因此他要多多發現神在基督裏所預備的"至寶",要發現從天(靈魂)而來的福氣和喜樂,

不但遠超過屬地的喜樂,也實際地影響屬肉屬世一切福氣的事實。神絕不叫祂兒女們過禁慾的生活,神很

重視我們的嗜好和喜樂;有人喜愛散步、登山,有人喜愛旅行,有人則會喜愛音樂、美術、電影等的藝術;

當然我們要避免邪惡汚穢的嗜好,但若是健康的嗜好,就可以用我們嗜好的事來榮耀神,祝福人。2)眼光:

就算興趣已經改好了,得了榮神益人聖潔的興趣,但那人的眼光若不合乎神的心意和眼光,就會在肢體生活

和事奉中帶給其他肢體各種的麻煩了。人的眼光是從他的思想內容和體系及實際的經歷而來的;因此,在

得正確聖潔的眼光上,最關鍵的事,乃是認眞學習神的話,從中也要得基督的生命思想體系,加上也要正確

地認識24小時凡事上指敎我們的聖靈,並要得許多合乎事實的證據。3)方法:興趣改了,眼光也改了,但最

不容易改的就是"順着聖靈而行"之思考、判斷、作事、說話的方法,因我們總是很容易落到"靠血氣,少聽

快說"的狀態裏,結果,時常來在"着急和灰心"之間。旣然遇見了"愛我們的父神,時常與我們同在,幫助我

們的全能神",我們只要得著唯一的方法;那就是"要察驗神的帶領,要順從依靠神,並要將前面的事都要交

托給神"。若要恢復"凡事都順着聖靈而行",就必要在禱告上要下工夫,也每天要以操練爲中心而生活。 

 

21世紀,在這人心已敗壞到極處,黑暗文化和風氣充滿世界的時代裏,要生養聖潔的兒女後裔和門徒,實在

是很難,若不是靠聖靈的能力是不可能的事了。但,神給我們應許了,神必成全我們的所願和禱告。神會如

何作?神叫我們作後代的好榜樣,叫我們走在家人的前面。神看重父母的心志、禱告和事奉,我們禱告神就

給我們智慧、能力和各種需要的恩賜,也會垂聽我們的禱告而保護、潔淨、醫治、恩膏我們的後裔。神反

對我們不以神的話敎導(任憑)兒女,也反對我們嘮叨而惹兒女們的氣,最反對是只敎導兒女而自己不作。

雖然,每個家庭會有所差異,但沒有一個兒女不會愛自己的父母,那是神所安排的骨肉之情。若父母眞正得

了福音的生命,會愛神愛兒女愛衆人,並且晝夜認眞事奉神服事人,兒女們就必敬愛自己的父母,也必以父

母爲榮爲傲;就算在成長的過程裏有所墮落了,但當他們遇到神的管敎時,也必恢復"父母所走過那敬虔的

生活和事奉的路"。願"雅各帶着兒孫在別是巴獻祭"所帶來的祝福和應允,同樣地臨到我們每一個聖徒的

一生,也臨到我們所愛兒女後代的生命和他們的後裔裏,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阿們! 

 

  

** 禱告:親愛的主啊,願你那透過"雅各帶着兒孫搬去埃及的路上,在他父親所建立的別是巴祭壇那裏獻

祭"的事,向我們强調的旨意,都能恢復在我們的生命和我們的後代裏。阿們!主啊,你是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我們信心列祖的神也是我們的神。你曾經在別是巴向我們信心列祖顯明,與他們立了約,也都給他們

成全了;今日,你同樣與我們立了約,將其應許天天成就在我們的生命生活裏,你必將它更豐盛榮耀地成

全。雖然,我們與以色列都一起在基督裏同蒙呼召,並擁有"四大福音化"同一個的應許,但在不同時代必有

不同的使命。以色列的使命,就在於在埃及歌珊地,與埃及人分別爲聖,並生養衆多成爲大族,以備將來顯

明"出埃及、過紅海、過曠野、征服應許之地、得基業"的基督信仰的體系;我們的使命,就在於在這主基

督耶穌卽將快要來的末日,恢復並保守基督純正全備的福音,在這極其混沌黑暗的時代,分別爲聖活出基督,

並完成救恩歷史最後階段大收割的工作;並且每一個聖徒,在每一個人獨特的條件、關係、事情裏,必有你

所安排獨一無二尊貴榮耀的使命。 

 

主啊,每一次我們想到看到:以色列,他帶着你賜給他的兒孫七十人,在別是巴獻祭而堅固了"他和兒孫們必

永遠要事奉耶和華神"心志的光景,我們心裏就得着很大的感動。我們知道,那就是你的聖靈當日如何地感

動了我們列祖如今一樣地感動我們了。主啊,我們也要像以色列一樣,要帶着你賜給我們的配偶兒女和屬

靈後裔來到基督祭壇獻上燔祭並要宣告"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我們深信你必一樣悅納我

們!  

 

主啊,求你將你所應許的靈來澆灌我們和我們配偶兒女和屬靈兒女,好叫我們能得着那從天而來神聖的異

象和異夢!求你將你在這時代爲我們每一個人所預備獨特具體的使命向我們顯明!求你潔淨煉精我們的興

趣、眼光和方法,好叫我們能明白你在凡事裏向我們顯明的旨意和帶領!求你復興我們,求你將新恩新力繼

續加在我們身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