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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文: 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 他看见血在门楣上， 和左右的门框上， 就必越过那门， 

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 击杀你们… 

 
3500年前，在埃及地里发生了一桩旷世奇闻。一夜间，埃及人所有的长子以及头生的牲畜全被

击杀；那夜，400年作奴隸的200万以色列民，在埃及人的催促下， 带着埃及的财物， 从那地出来。

更不可思议的是当这民族浩荡的队伍到了红海边， 海水就分开， 使他们走干地过海；因后悔释放

他们而来追赶的埃及法老军队， 随后都被水葬红海。他们进旷野，旷野就开道路，沙漠喷出活水，

从天上降吗哪和鹌鹑喂养他们。他们建立会幕，每当在圣所洒羔羊的血，神的大荣光就臨到他们中

间，又以云柱火柱引导他们。再者，当他们把脚站在约但河水里，那江河就倒流分开；他们进入迦

南地，还未开始打仗，当地七族三十一王的心早已消化了，他们轻易地征服了那流奶与蜜的迦南地。

这些今日历史学和考古学都能证明而科学逻辑却无法证明的事件可真是确确实实的发生了。  
 

神拣选以色列民族，在他们中间行出 1)出埃及 2)过红海 3)会幕里 4)旷野里 5)征服迦南地的

五个神迹，是豫表今日因信基督福音，被证明为神儿女的圣徒生命里隐藏的 1)重生 2)受洗 3)祷告 

4)生活 5)传福音的神迹。神真是行神迹的神! 事实上，起初那"从无变有"的创造工作本身就是神迹，

直到如今仍继续运行，维持衪所造的一切，且带着永远的目标将新的时光继续展开，这都是神所行

从不止息的一系列神迹。凡衪所造的一切活物，都正活在衪所行的神迹里。尤其是神藉着自己所拣

选的圣徒生命，每天施行救恩来彰显神荣耀的形像和能力，是更重要的神迹，故此，圣徒应当每天

使用神那创造的能力，而享受蒙福的生活。因为他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同復活，所以圣灵的能力

和天使天军的伺候时常随着他们，他们能看见、听见世人无法看见、听见的，能期待尚未到来的事

而得着其成就。 神在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条件和人际关系里豫备了特别计划，神何等盼望他们知道隐

藏在他们生命的无限潜力里，每天神要在他们生活中施行的神迹。因此，神在自己拣选的以色列民

歷史的开始阶段，安排出埃及以及征服迦南地的过程，又用奇特超自然的方法来成就，为要向后来

世代的圣徒强调其重要性。凡能领悟这五大神迹的属灵意义而确认这些神迹已经发生在自己生命里

并继续运行的圣徒， 必在地上生活每天际遇中，都能享受神迹异能。2005大望的新年开始了，透过

一月份五次的主日祭坛，我们再次一起确认"五大神迹的奥秘"，但愿能过每天享受神迹异能，且荣

耀父神，祝福自己及周围人的365日!  

 

1、"逾越节"夜里所发生的神迹 

若非神亲自行神迹，以色列人单靠自己绝无法从埃及解放出来，当时在法老最大的权柄，埃及

的政治、经济、军队、宗教的坚固组织和万夫莫敌之强势管辖下， 以色列只不过是一群奴隸而已，

以色列的敬虔和诚实，非但不能拯救自己，反使他们服更重的劳役；摩西的地位、学问和热心不但

无法解救自己的百姓、反而驱逐他到旷野；甚至摩西在法老和众臣面前所行的十种神迹，也只不过

使法老的心越来越刚硬而已，直到逾越节夜晚，所有以色列人宰杀羔羊，将那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

框的那夜，埃及人所有的长子被击杀，法老和埃及的势力完全被打破之后，以色列才能从为奴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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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完全得释放；也并非勉强的出来，乃是埃及人将自己的财物宝贝给他们，请求催促他们快快离

开埃及。  
 

到底神藉着以色列出埃及的事件要强调甚么? 埃及就象征充满不认识神的文化和风俗之黑暗世

界，法老象征掌管这幽暗世界的撒但，以色列则象征活在这世界的圣徒，至于逾越节羔羊的血就是

指为众圣徒在十架上代死而復活的耶苏基督。 换句话说，若不借着耶苏基督的宝血，无人能从"罪" 

"肉体" "撒但"的权势里释放出来，世界的学问、伦理道德和宗教，非但无法解决人的根本问题，反

使人陷进更严重的问题里。凡举人的思想哲学发达的国家如希腊、中国、印度等，不仅无法看见神

所赐福的证据，他们的歷史反在争论、争斗里继续循环；而越努力要行善不犯罪的人，在他们的心

里反有许多常人想不到的各样内容来論断、定罪、忧虑而受折磨；尤其宗教色彩越浓的国家、民族、

时代里，越严重的贫穷、疾病、灾殃临到他们。总之，人在不认识造自己，掌管自己未来之神的状

态里，肯定无法得着任何慈爱、确信、盼望所带来的绝对安息。在离神的状态里，越认真努力作甚

么，所得的结果是更大的矛盾、控告和失败。自从亚当犯罪离开神之后，他所有后裔的属灵状态就

是被① 罪 ② 肉体 ③ 撒但的权柄辖制着，无法靠自己不认识神的智慧和有限的能力来遇见神。其

中，唯有神所拣选的神的子民，有机会听到福音那被膏抹的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被膏抹的") 大

祭司、大先知、大君王的奥秘，且心里相信，才能从其生来的辖制里得释放，回复神的话和圣灵而

得重生，能认识神，也能与神交通同行。  
 

① 解决罪问题的"大祭司"耶苏基督: 人犯罪是因为生来生命里都带有"罪根"。不管如何悔改修

养，若罪根还留在生命里，必无法免于犯罪。凡不认识神的旨意(神的话)的人，是因为根本无法顺

从神的旨意，所以都还在罪、审判、死的律之下。还未听见神的话，无法回复神的动机目的、内容、

心肠、方法的人，再努力要虔诚，也绝无法成全神的义，反使他们更误解神也误导人。宗教和伦理

道德不能除去人的罪，反而带来更严重咒诅之因就在此了。 唯一解决罪根的方法就是: 那罪人必要

死，然后得着新生命重生；且这重生的生命不可仍按着亚当有罪根的属肉血统，乃要藉着神的话、

基督、圣灵的属灵血统。那按着属灵之法重生的奥秘，就是在心里(属灵里)相信: 自己已经与基督

一同死一同復活，因耶苏基督的代受审判、代定罪、代死，自己生命不再居于罪和死的律之下，且

因耶苏基督的復活，使自己成为永远新造的义人。同时相信: 因为自己已经与基督同死同復活了，

所以不再按过去老我的动机、目标、内容、心肠、方法生活，乃愿以耶苏基督为自己的头(主人)， 自

己为祂的身体来成就祂要成就的一切。虽然，他在世界的试探和逼迫里，有时或许软弱跌倒，但因

他已掌握藉着基督宝血随时洗净自己，就马上回复爱神、信从神的秘诀，所以生命越来越远离世界

的罪恶，越来越圣洁有基督的荣光。 
 

② 解决肉体问题的大先知耶苏基督: 人类始祖因拒绝神的话而失去圣灵的感动，已成为”肉

体”，所以他和他的后裔再无法靠自己认识神、遇见神了，唯有藉着神亲自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

来世界，给人看"本来是个道。 是个灵"的神如何住在人的生命里，如何引导人，人才能看见、听见

与自己同在、同行的神，祂又教导我们: 父神的慈爱和公义，我们的生命、身份、所属、权柄和 基

业；向我们揭开看不见的天国如何透过圣灵降临在我们的心灵和生活现场；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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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该为甚么活、如何活…等等我们人从未晓得的奥秘。凡在心灵里相信耶苏基督启示的人，都能

得着圣灵，因此他们的灵眼打开，灵耳开通，能听见神的声音，看见神的同在和作为，且能与神同

行。 
 

③ 打破撒但权柄的大君王耶苏基督: 凡有罪的地方，必有撒但的工作<约壹3:8>。所谓"人居在

罪和死的律之下"是指他的生命在撒但的权柄之下<弗2:1-3>。 除非解决罪的问题，否则无法从昼夜

控告人的撒但权势里得释放<启12:11，来2:14-15>。唯独耶苏基督担当神子民的一切罪，被钉在十

字架上，第三天復活升天，带着宝座君王的权柄掌管天上、地上、地底下和永远的世界。所以，凡

相信基督代赎的完成，且深信基督的信息和基督的灵而愿意顺从基督的圣徒，非但从撒但的权势里

永远得释放，还拥有打破撒但的控告和欺骗之权柄。因此"基督"就是神创造天地和永远国度的理由

本身。这原是歷世历代隐藏着的奥秘，但直到如今藉着来到世界的基督、死而復活又升天的基督、

当得救的人数得到满足时要再来的基督、永远治理新天新地新子民的基督，已经向圣徒完全显明了。

唯有创立世界之前蒙神拣选的灵魂，才能有机会听到基督福音，且听道的时候从心灵里相信，接纳

圣灵而重生；重生之后，继续透过神的话和圣灵的引导，基督宝血的洗净，而得成圣；并且担当神

国的事工而得着冠冕，进入永远的国度。他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因基督得生命，活出基督的生命，

结出基督的果子，但神的子民还未遇见神之前，因世界的试探和逼迫，活在内疚创伤里，继续饥渴

哀痛地寻找得救的道路。事实上神从未忘记在埃及里作奴隸的以色列，直等到对他们、对神国最有

益处的时候来拯救他们，同样地，神也等到对圣徒的生命最有益的时刻，使他们听到福音而重生他

们的生命。 

 

2. 重生的神迹 

出埃及的以色列民，已从法老和埃及的捆锁里完全得自由了，这证明他们本是神所爱的子民，

拥有神一切的奥秘，加上云柱火柱在他们眼前昼夜带领他们，更显明了神时常与他们同在的证据，

他们就按着神的引导，向着应许之"迦南地"开始行进了，他们成了拥有上帝神圣律例和法度的圣洁

子民，每当他们在会幕里献"流血的祭"的时候，就回复神的圣洁，能与神交通，也看到神一切的荣

光，当他们顺从神而前进的时候，红海就分开，旷野就开道路，沙漠就喷出活水而成为江河，他们

所需用的按时都得了供应，每当他们遇见各样的难处和战争时，神都使他们得胜，终于打胜七族三

十一王，征服了应许之地，领受神所赐给各支派、家庭、个人的基业，虽然，他们常不顺从致受神

的管教, 但神仍成全与他们所立的约。 
 

在整个宇宙中，再没有一个神迹比重生的神迹带来更大变化及永远影响了，  虽然，神藉着在

地上行"出埃及"的神迹来说明重生的神迹，其实，一个人灵魂得重生的神迹远比出埃及的神迹更大

更深奥，当一个人听到、信到福音而重生的那时刻，在天上(靈界) ，在他无形的生命里，也在未来

永远的时光里所发生的变化，是无法用人的言语来表明的奥秘中的奥秘，他的灵魂已从罪、审判、

咒诅、死的律里永远得释放，而归入义、永生、祝福的律之下， 他那与基督同死同復活的生命，不

但从魔鬼撒但的管辖里全然释放，更得着了天上宝座的权柄，也带着永远天国的背景而时常受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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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军的保护和伺候，因信基督所启示的信息和圣灵的感动，心灵的眼睛和耳朵被打开，能看见听见

时常同在的神，也能看见世人无法看到的天上的荣光和未来的盼望而享受，已经被证明为神的儿女，

也成为拥有基督的肉和血的基督身体，亦是带着神的话和圣灵的圣殿，永远蒙爱的神的子民，能祝

福万民的君尊的祭司。神既为他連自己的独生子耶苏基督也不珍惜而舍去了，整个宇宙万物中还保

留什么不给他的呢? 那神所爱而同在同行的人，谁能或那一个问题能敌挡他呢?<罗8:31-39> 过去，

他走过的时光里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到如今全都变为感恩和见证了; 目前，他所拥有的一切条件和

人际关系中包含着神的慈爱和永远的计划; 未来的时光里，充满着神的应许、成就、和冠冕，当一

个人重生而成为神儿女的同时, 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变为尊贵，与他的生命有关系的人, 尤其时常与

他在一起的家人、肢体、亲友的生命必有神重要的计划, 在他所站的生活现场和遇见的事情里, 必

有天使被动员和神的帮助. 虽然, 许多的挑战和试炼一生 跟随他, 但不管任何问题, 只要他仍爱

神愿意顺服, 问题会很快解决, 透过那些过程, 他的信心继续被精炼而能更享受神的慈爱和能力, 

也能结出无数的生命果子，  随着岁月的过去, 他个人的生命越来越圣洁而回复神荣耀的形像, 在

他的家人、儿女、后代中显出神赐福他们的证据, 渐渐在他居住之地区里, 一群信心的子民和工人

会以他和他的家庭为中心聚集而兴起福音运动, 他生命的影响力继续扩展到其它地区及后来的世

代。 

 

3. 神叫他们永远记念的理由 

神要以色列民永远记念逾越节出埃及的事件, 是切切嘱咐他们要教导后代<12:24-27>，后来，

每当神给以色列重要信息时，必提醒他们说，"我是将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耶和华神";在以色列的

后来歷史中我们不难发现，每当他们不忘记逾越节出埃及事件而享受"流血的祭"奥秘时, 他们就享

受神的同在、引导、得胜和繁荣; 相反地，每当他们忘记时，他们马上就败坏，背叛神而拜鬼(偶像)，

受神严重的管教而成为周围外邦人的俘虏。耶苏基督也对看见五饼二鱼神迹而追随祂的群众说，"你

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才能得永生，与我一同吃喝一同活"; 也在被卖的那夜最后晚餐里，为门

徒分饼分杯时， 特特嘱咐他们说，"你们必要记念我的肉、我的血"，这所谓的"记念"，不是叫门徒

像人记念"记念日"式的记念，乃是叫他们昼夜思想: 基督完成的救恩、基督所赐的应许、基督里所

得的新生命、所属、身份、目标、权柄、基业, 而将之刻在心版上，带着基督的眼光来思想、判断、

言语、行事，样样都要重生并享受重生的一切祝福。  
 

"出埃及的神迹"，是红海、会幕、旷野、迦南地神迹的源头, 蕴藏其后要来一切神迹的潜力， 每

次神行出红海、旷野、会幕、征服的神迹时, 神就提醒以色列人回想出埃及事件，正如一个重生的

圣徒天上、地上永远的祝福和随时能行神迹的神一切能力已临到他，至于他几时才能真正享受神迹

异能，是要等到他确实领悟重生的奥秘且确信的时刻才开始，即便重生了，但若仍未领悟重生里所

隐藏的奥秘，必像那群倒毙旷野的以色列人，在信仰生活里会时常遇见矛盾、挫折、无能和失败，

但一个圣徒，真正回复重生的人应有的信心和眼光时，就像红海分开、旷野开道路、从天上吗哪降

下来... 等的神迹，会继续在他的心灵、判断、言语及在生活现场裹出现，因此每天早晨先回复这

重生人的生命动机、目的、内容和方法之后过一天生活，和没有回复只带着自己的眼光，世界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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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过一天生活，整天所遇见的人、场所、事情必截然不同，重生人单在"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这

件事上成功，凡事都能成功，无论到那里作甚么，他的生命連结于天，继续不断地领受从天上来各

样美好的恩赐和赏赐，享受"靠着圣灵赶逐污鬼，天国就降临"的奥秘，他所在的属灵环境会改变，

周围人的心态也会改变，神所赐智慧、能力、平安、喜樂、盼望显现出来，神迹异能必跟随他。历

世历代属灵伟人的共通点就是要保守这蒙恩的生命和心怀意念，像亞伯拉罕筑了一座坛昼夜与神交

通，以色列建立会幕和圣殿每天作崇拜，大衛爱慕进入会幕与神相交远比安居皇宫更甚，但以理也

在工作之地，每天三次向着耶路撒冷呼求耶和华的名等等，但是比认真祷告更重要的是每次祷告里

享受出埃及神迹所带来红海、会幕、旷野、征服的神迹， 要掌握这奥秘，并非靠着观念性的了解或

一兩次的经验而得的，乃在漫长的岁月所遇的各样问题里，经过不断地发现确认、察验、顺从、交

托、祈求，期待而得确实证据的过程中，逐渐得着的，因此不看自己的软弱，不被不理想的条件所

骗，不管过程里的矛盾和失败，单单存着一颗爱慕神，期待神的心，坚定重生所带来永远的方向和

标竿，每天凡事寻求神的美意，喜爱顺从慈爱父神的带领，如此与神同行的日子里，有一天会发现: 

自己已是带着神迹的眼光，踏上神迹的现场，遇见神迹的子民，与他们一同扩张神國的新疆界，並

同得神所賜的分地基業。阿们！ 

 

 

 

 

** 祷告题目 ** 

1) 确认: 我是否已经出埃及(重生)的? 有何根据能得这确据? 

2) 整理: 照着神的话, 尽量找出各样重生之后的变化, 而应用在自己的生命. 条件里。  

3) 寻找如何能在凡事上享受"重生的神迹"及随时更新自我祷告的次数、方式、内容。 

 

 
 

第二卷   第十五期  
 

2005/02/18

 
-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