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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09    唱摩西的歌、羔羊的歌、我的歌   (出埃及记与我-20)       

 

亲爱的主啊，你赐给我们摩西的歌、羔羊的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那永远的凯旋歌，是我们的见证，是我们永

远要颂扬的诗歌；是唯有我们"与神的羔羊基督一同从死里復活，击败罪和死并魔鬼撒但的权势，出黑暗入光

明，永属耶和华神"的圣民，才能口唱心和唱出来的歌。每当我们发声颂唱时，耶利哥城垮下来，仇敌自相残杀

而灭亡，监狱的门被打开，一条神所预备的出路在我们的困境中被发现。主啊，那群出埃及，走过红海干地的耶

和华军队，当他们在红海边上击鼓跳舞，欢呼赞美，高声欢唱："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

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祂；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大大战胜，将法老的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的声音，仿佛在我们耳中响起！我们看见听见，那群主基督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中买来永属神的圣民，都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与羔羊。

颂讚、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 都归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的声音！主啊，谁能控告你所爱

所拣选的人呢？你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

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主

啊，当我们打完美好的仗，跑完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之后，我们就必在你面前与得胜的众圣民，一同唱摩西

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阿，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诚哉！"。阿们！ 

  

主啊，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凡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和天地间一切被造之物都赞美你的

荣美和永能！你所造的每一日带着新恩来，你所作"召聚、医治、恩膏圣民"的善工时时都在进行，从中得着救恩

的灵魂天天赞扬你的圣名！主啊，愿我们的灵魂时常能听见欢呼赞美的声音！愿我们的心灵、口舌、表情和动

作，都能随着赞美诗唱出你的救恩和每天的新恩！我们知道，还有未走完的旷野路在前面等着我们，还有未得的

迦南基业等着我们去征服。唯有信靠出埃及过红海的得胜，并靠着你所预备的新恩，我们才能保持刚强、仁爱、

谨守的心，击破仇敌坚固的营垒，而享受平安喜樂的路程。主啊，唯有爱主、谦卑柔和、顺从主的灵魂，才能得

着你随时的帮助，享受你的得胜。主啊，求你洁净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使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寻见你的

带领，走在你已得胜的路途中，口唱心和地赞美主，成为一首蒙你使用的诗歌。阿们 

 

经文：出 15:1-21 

 

信息大纲： 

1. 圣民都一同拥有着一首"永远赞美神, 见证神作为"的歌!  

   1) 神所造的万有,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和沧海里, 都正在都赞美他们创造主的荣耀、尊贵、权柄、能力、智

慧、慈爱、丰盛、信实！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诗 19:1》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从天上赞美耶和华, 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 他的诸军都要赞美

他。日头月亮, 你们要赞美他; 放光的星宿, 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 你们都要赞美他"《诗 148:1-

4》 "我又听见,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 都说, 但愿颂讚、尊贵、荣耀、权

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启 5:13》  

 

   2) 神赐给永属他的子民"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出 15:1-21, 申 32:1-52, 启 5:6-14,7:9-12, 15:1-5》"我要向耶和华歌

唱, 因他大大战胜, 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 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 我要赞

美他; 是我父亲的神, 我要尊崇他"《1-2》"我观看, 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

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 也归与羔羊... 颂讚、荣

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启 7:9-12》"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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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他名字数目的人, 都站在玻璃海上, 拿着神的琴; 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 主神、全能者阿, 你的作为大

哉! 奇哉! 万世之王阿, 你的道途义哉! 诚哉!"《启 15:1-5》→ 这是蒙神拣选、用羔羊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

来、在基督里同蒙呼召的圣民共通拥有的诗歌和见证 

 

   3) 每一个圣徒, 都有与整个圣民共通蒙恩的见证, 同时也有一人独特蒙恩的见证和诗歌《申 33:1-29, 弗 4:11-13》

= 蒙恩得救、得医治成圣、得保护得胜、蒙恩膏蒙主使用的见证 = 独特的条件、关系、角色、使命、恩赐、经

历、时代: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敎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直

等到我们众人在眞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 4:11-13》 

 

   4) 今天也是许多圣民蒙召蒙恩得救得胜的日子, 是主耶稣基督将仇敌(撒但和随从他的人)成为他的脚凳的日子; 

圣徒的人数天天加增, 每一个圣徒所得的见证和诗歌也天天加增: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蹬"

《诗 110:1, 来 1:13》"再后末期到了, 那时, 基督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与父神。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 等神把一切仇敌, 都放在他的脚下"《林前 15:24-25》 

  

 

2. 圣民的得胜, 就在于"赞美神"!  

   1) "外邦人听见就发颤, 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 摩押的英雄被战兢抓住, 迦南的居民, 心

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14-16》以色列民吹号绕城, 耶利哥坚固的城垮下来《书 6 章》; 约沙法的诗班唱

歌赞美主, 亚扪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 彼此自相击杀而溃灭《代下 20:21-24》; 使徒保罗在监狱里感谢赞美主, 

狱门被打开了《徒 16:25-26》 

 

   2) 出埃及过红海的以色列民, 还要"面对旷野的路程, 也要征服迦南地"的挑战 = 凡蒙恩得救的圣徒, 必要走上天

路历程, 也要得神为他们预备的圣民; 在其过程中必要遇到许多挑战!  

 

   3) 每一次, 遇到挑战的时候, 我们圣徒必要记得"我们的争战, 是在乎神; 因此已经得胜的争战"而刚强壮胆; 同时

也要看到: 仇敌已知道"神如何爱我们, 如何拯救我们, 也与我们同在"而惧怕战兢的光景!  

 

   4) 并且, 必要祷告到"我们的心灵得喜樂"! 当我们的心灵恢复满足和喜樂的侍候, 那就证明"神的国降临在我的生

命里"! "神的国, 就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 14:17》"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 应

当一无卦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 4:4-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儆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

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呑喫的人"《彼前 5:7-8》  

  

3. 在遇到各种挑战的时候, 如何才能恢复"喜樂", 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1) 心志: 要得坚定"与基督同受苦难, 同得荣耀"的心志! "旣是儿女, 便是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 和基督同作后嗣; 如

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於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罗

8:17-18》"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 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弗 1:20》"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 离开身外, 我们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悅"《林后 5:9》 

 

   2) 信心: 信靠神的话和在基督里所得永远的应许!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可 9:23》"信的人必有神蹟随着他们; 就

是奉我的名赶鬼, 说新方言, 手能拿蛇; 若喝了甚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可 16: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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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证据: 想起过去神一切拯救、医治、供应、引导、帮助的恩惠, 有根有基地察验神的旨意和引导! "我的心哪,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孼,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

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 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诗 103:2-5》"求他按著他丰盛的

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 有根有基, 能以

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於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

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弗 3:16-20》 

 

  4) 眼光: 看见神的同在、引导和帮助!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

於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林前 10:13》"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 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使

我的福杯满溢"《诗 23:4-5》 

 

  5) 交托: 将前面的事, 全然交托给主!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前 5:7》"不要为明天忧

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太 6:34》"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

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弗 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