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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你收听救赎历史系列第五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 

 

我要带领你更深入地认识，那昔在、今在、以后永远与我们同在的「耶和华」。请翻开你

的圣经，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可以说是旧约圣经里最鲜明、最具代表性的救赎

故事，也预表新约时代救赎的实现。在出埃及记里，神将百姓救离埃及为奴之地，向我们

明明白白的显明祂的救恩。今天这一堂课，我们要聚焦在一个主题上，透过出埃及记第三

章的记载，给我们一个最清楚、最完整的说明，让我们认识神的名。还有，我们也会花一

点时间来读第六章，更深的了解为什么我们称上帝为「耶和华」，伟大的自有永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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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家陶恕博士曾经相当感叹的说，「数以百万计的我们生活在福音既得之地，各自都有

所属的教会，也努力去传基督教的信仰，但可悲的是，或许终其一生，都未曾认真思想过

神的本性。」他又说，「就因为只有极少数人懂得专心寻求认识那自有永有的神，以至于

我们的信仰变得世俗化，我们的内在生命也萎缩衰败，这代价实在太高了。」 

 

我相信今天是神的恩典带领我们来认识这个主题。祂要将我们从属世的欢乐中拉出来，提

醒我们认识祂的信实，我们越深的认识祂，祂就越向我们显明那至高的喜乐和极大的欢

欣。所以，响应陶恕博士所说的话，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课程结束后，我们不再忽略

专心寻求那自有永有者的奇妙。 

 

现在，我们要从出埃及记第三章看起。出埃及记第一章和第二章记载以色列人四百年的历

史，四百年在埃及受苦的奴隶生活。然后，我们看到神如何引领、操练摩西，使他配得呼

召来带领众人。先来读第二章末了所发生的事。 

 

从第 23 节开始读起： 

「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

他们的哀声，就记念他与亚伯拉罕、艾萨克、雅各布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

他们的苦情。」 

 

接着第三章：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忒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

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

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

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

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

罕的神，艾萨克的神，雅各布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

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

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

未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

说：『我是甚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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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事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

据。』」 

 

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们若问我说：『他叫甚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甚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

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

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艾萨克

的神，雅各布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

念，直到万代。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

拉罕的神，艾萨克的神，雅各布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

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

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

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

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 神。』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

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

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她的

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

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有一天，摩西正在何烈山的草原上专心牧羊，突然看到一丛荆

棘无端的烧了起来，却没有烧尽；并且，那着了火的荆棘突然跟他说起话来。发生这么奇

特的现象，摩西的目光自然而然的受到吸引。于是，他走向荆棘去探个究竟。耶和华神见

他要走过去，就从燃烧中的荆棘向他显现说，「摩西！摩西！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

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摩西一听，赶紧把脸往下埋，不敢直视神，战战兢

兢的听神说话。耶和华对他说，祂听见百姓受埃及人苦待所发出的哀嚎，祂要救他们，将

他们带离埃及，并且要透过摩西把百姓们带出来，换句话说，摩西将成为神和百姓之间的

桥梁。 

 

当下，摩西立即发出二个疑问。首先，他开口便问，「我？我是谁啊？有这么多的以色列

人，怎么挑也轮不到我吧！祢怎么会呼召我呢？」接着他又问，很重要的问题哦！摩西

问，「那祢又是谁？我的意思是，我总不能跟百姓们说是荆棘里发出的声音差我来的，我

该怎么对他们说呢？」其实，光是这一段，就有很多值得我们探讨的，但是今天，我们要

先把焦点放在：耶和华如何向摩西和百姓显明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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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深入探讨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很快来看一下第六章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能帮助

我们掌握当时的状况。至于第四章、第五章，我们不细读，但内容主要讲到摩西回到了埃

及，神吩咐他怎么跟法老王说，他就照样行，哪知不说还好，越说埃及人越是苦待以色列

人，情况变得更糟糕！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否曾经照着神的吩附去做，结果事情反

而变得棘手？你心里一定纳闷，「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了吗？为什么会

发生这种事？」摩西当时的反应，跟你一模一样。请看到第五章第 22 节，摩西回到耶和

华那里说，「主啊，你为甚么苦待这百姓呢？为甚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

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 

 

但是，请听看看耶和华如何回答他。第六章第 1 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

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耶和华对摩

西说话。请注意跟我们刚才读的出埃及记第三章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我们一起接着往下

读，从第六章第 2 节开始。 

 

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艾萨克、雅各布显现为全能的神；至

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

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记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

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

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艾萨克、雅各布的那地，

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 

 

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段经文里，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我是耶和华，我名耶和华，

我必记念我与你们列祖所立的约，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请再回到第三章，看到第 14 节，神回答摩西的第二个问题，摩西问神，「我要怎么

跟以色列百姓解释『祢是谁』？」于是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

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是自有

的」，这句话在经文里一连出现二次，请把它们划下来，一开始说，「我是自有永有

的」；后半节又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经文里一再出现「我是」，在希伯

来文里，「是」这个动词含有「成为」的意思。接着看到第 15 节，神又对摩西说，「你

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请把「耶和华」三个字划起来，基本

上「耶和华」三个字是「是」这个动词的进一步变化，即「成为」变成「就是某个人」。

「是」这个字对犹太人而言，就是指他们的神「耶和华」。在希伯来文里，神的名字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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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四个子音 YHWH 所组成的，无法念出声音的，后来加上元音，就变成「耶和华」或

者是「雅威」。 

 

在旧约圣经里，「耶和华」这个字出现了六千次以上，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就好像我们读

到「神」这个字一样多，希伯来文的「神」是个总称，指「神」的意思。很显然的，上帝

不仅要向我们显明祂是神，更强调祂和我们的关系、并与我们立下永恒的约。祂是主，永

世的主，祂盼望成为世世代代人们的主，耶和华神。 

 

那么，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而作为神的百姓当定睛于祂、敬畏祂

大能的名，这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旧约时期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不敢妄称神的

名，他们改以「主」取代原来神的名，表达对神的名极高的敬畏与尊崇。所以，我们应当

要想想，神向我们彰显祂自己和祂的名，我们对这个伟大的「我是」，应当如何来回应？ 

 

我要藉由这整段的经文来引出「神是耶和华」的意义。「耶和华」这个名字隐藏着极大奥

秘，就像在这段经文里，也出现令人困惑之处，既然神说，「我是耶和华，全能的神，向

你们列祖，就是亚伯拉罕，艾萨克，雅各布显现，如今，我耶和华也要向你们显现。」所

以，「耶和华」的名不是首度在经文里出现，从圣经最初的章节里就不断提到，但这里，

神更深的强调祂与百姓之间的连结。好，那神说「我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透过这

段经文来了解，当神称，祂是耶和华，是伟大的自有者，是表明「我是圣洁的」！ 

 

燃烧中的荆棘象征着神圣洁的同在，当摩西挨近荆棘时，神马上命令他把鞋脱下来，因为

他所站之处是圣地，并不是那块地本身是圣洁的，是神的出现，使祂所在的地方归为圣

洁。而「神是圣洁的」又是什么意思呢？提到圣洁，我们最直觉联想到的就是无罪的、清

白的，或公义正直的，但这些都只能表明其中一部份的含意，我们对圣洁应当要有更深、

更全面的认识。神是圣洁的，表示祂是全然成圣的，是唯一的，分别出来的。虽然说，我

们都是按着神的形像造的，然而，神却完完全全的与我们不同。 

 

塞缪尔记上第二章第 2 节说道，「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盘石像

我们的神。」祂与我们不一样。祂是全然圣洁的，是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所以，耶

和华才赶紧制止摩西，要他脱鞋赤脚，然后才能站在祂显现的地方。因为，在罪人与圣洁

的神之间，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差距，祂与我们有所区隔，因为祂是这么的全然圣洁，无瑕

无疵，又正直公义，祂毫无玷污，与罪誓不两立。但这些却正是人的问题，神造我们，使

我们享受并注目祂的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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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创世记第一、二章看到，亚当与神同行，与神共话，享受祂的同在，但之后罪进入

人心，把一切原有的完美都给毁了。请问你厌恶罪吗？你不渴望亲尝神一切的美善和祂至

高的圣洁吗？如果你厌恶罪，又渴慕神，就会连最小、最不起眼的罪都弃之如敝屣，你不

会让自己的生活去沾染这些，因为你知道，「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面」 (希伯来书

12:14)。这段经文甚至指出我们需要一位中保者，一位比摩西更伟大的中保者，像摩西这

样的神仆，仍然被禁止直接踏上耶和华显现之地，因为他不够圣洁，所以我们更需要一位

够资格的中保者来带我们进入神的同在。感谢赞美神，祂亲自预备了这一位，比摩西更伟

大的，就是基督，这一位圣洁无瑕、正直公义的中保者，将祂自己的公义、圣洁给了我

们，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站立在神的面前。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细细思量，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圣洁神的面前，接受祂的审

判，如果你带着罪站在祂面前，就会被祂赶出去，与祂永恒的同在无份了。这可不好玩，

在这位「我是」的上帝面前毫无含糊。然而，很棒的是，当那一天，你穿戴着基督公义的

外袍站立在神面前，你坚信祂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一切，专注寻求祂的美善，就必得

见祂，与圣洁的神永远同在。因此，我们都需基督做我们的中保。 

 

所以神说，「我是圣洁的」，又说，「我是慈爱怜悯的」。神是配得称颂的，圣洁主也是

慈爱的主，来看第 7 节，充满了神的慈悲怜恤，我相当喜欢这节经文。「耶和华说：『我

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

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

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多么棒的应许！这位慈爱、圣洁、可颂可畏的上帝，降卑来

拯救祂的百姓，祂看见我们的苦楚，看见我们在苦难火炉里所受的煎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要切切的提醒你，神拣选你作祂的百姓，祂绝对绝对不会漠视你任

何的痛苦，祂深知你的苦楚，听到了你的哭泣，因为耶和华垂听百姓的哀声，无论何时你

向祂哭求，祂从不会装聋作哑。千万要记得，这是神给的盼望，「我的百姓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神说，「我非常

非常的了解他们的痛苦」，神都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会疑惑，「神，你真的知道吗？你真

的了解我目前的状况吗？」不要怀疑，祂绝对知道。事实上，唯有基督能怜恤我们的软

弱，也唯有祂全然的感同身受。这是多么值得我们赞美的真理！祂明了我们的苦楚，垂听

我们哭泣，体会我们的遭遇，更重要的是，祂永远记得与我们所立的约。 

 

「记得」二字非常重要，这并不表示神整整遗忘了以色列人四百年，祂可是清楚的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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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们提到创世记第十五章的一节经文吗？第 13 节，耶和华对埃布尔兰说：「你要的

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祂

早就说过会发生的事，然而听听祂的应许，「我听见他们的哀声，我必带他们离开那为奴

之地。」这是确确实实发生的事，耶和华岂会忘记祂所爱的百姓，祂是怜悯的神。神亲口

对我们说，「我是圣洁的」，「我是慈爱的」，「我是永远同在的」。这就是祂在第三章

12 节给摩西的保证，我们在整卷创世记不是一再的读到吗？这些以色列先祖的经历，一

再的让我们看到神对自己的儿女说，「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

在」，保证再保证。 

 

现在，再回到摩西当下的情况，我们试着模拟一下，想象自己是当时的摩西，你对着一堆

着了火的荆棘说话，神对着这个给人做工的，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点也不起眼的牧羊人

说话，对他说，「我要你去见埃及全地的统治者，法老王，要求他让所有的奴隶离开。」

然后，你一定会跟摩西一样，吓的赶紧跟神说，「怎么会是我？我搞不清楚祢要我做什

么？」我很喜欢耶和华回答他的方式，耶和华没有回他说，「听着，兄弟，你是最佳人

选，你生在法老的宫廷里，熟悉埃及的一切，再加上你也很了解希伯来人，可以说是众望

所归的人选，不会有问题的啦，你一定做得来！」不，感谢神，神没有这么说。 

 

当然，刚才所说的有好几样，一点都没有错，也的确，神有绝对的权柄来主导一切过程。

但是，我们的神只在幕后默默的动工，为使我们得益处，以祂的荣耀精心安排一切，这样

真的很好，你不觉得吗？当然，刚刚说的几项条件一点有没错，但神并没有对摩西说，

「摩西啊，知道我为何拣选你吗？因为你具有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再加上…」，神没有

这样说，神告诉他，「摩西，我会与你同在！」换句话说，「摩西啊，好兄弟，我不在乎

你能不能做到，但我必与你同在，事情成不成全在于我！」 

 

想想看，如果神拣选我们、呼召我们，使用我们的生命去完成某一件事，是因为我们有什

么样的条件或能力吗？还是，完全是为了带领我们，使我们学会全然仰望祂的同在？这不

就是我们一再从圣经上所读到的吗？这不就是所有旧约圣经上的属灵伟人的生命经历吗？

听听看乔舒亚记第一章第 5 节，「乔舒亚，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

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士师记第六章第 12 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

『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杰里迈亚书第一章第 8 节，「你不要惧怕他

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明

白，神呼召你出来服事，必应许与你同在，绝对与你同在。 

 

弟兄姐妹们，你会不知所措吗？神把你放在目前的景况中真的会动工吗？你要知道，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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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永远与我们同在，不撇弃我们的神。祂不但与我们同在，并且满有能力，祂带着

权能向我们显现。记得神怎么跟摩西说吗？「你到法老王那里去，我要使你行三样神迹，

好在埃及人面前见证我的能力。」这三样神迹，是为了彰显祂的能力。第一个神迹，使杖

变为蛇。说实在的，如果我是摩西，早就逃之夭夭了。我才不要我的手杖变成蛇。我实在

不喜欢蛇，就是觉得不自在，若要我把手杖丢出去，使它变成蛇，我一定先开溜，更别提

还要我伸出手来抓住它的尾巴。我知道有些人喜欢玩蛇，蛮酷的，但就算你不怕蛇，也要

知道不能抓蛇尾巴，否则就要倒大楣了，即便你够勇敢，也得抓它的头颈部位，才不会被

蛇反咬一口。但是，神却叫摩西抓蛇尾巴，还真是幽默，为什么神会这么要求呢？ 

 

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眼镜蛇对埃及人而言就是力量的象征，无论从法老王的王冠或是其

他装饰物，常会看到蛇的图腾，蛇就是埃及人拜的偶像。但是神说，「我是耶和华」，能

使生大痲疯的手得医治，「我是耶和华，我有医治的权能。」甚至能使从河里取出来的水

在旱地上变成血，如第四章第 9 节所记载的。要知道，埃及人视尼罗河为神，认为这条河

带来埃及的繁盛和生育力，它犹如埃及的生命泉源。神说，「我才是生死的掌权者」，透

过这些神迹来证明「我是全能的」。无怪乎当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后，摩西和众人大声歌

颂耶和华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祂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

的拯救。耶和华是全能者，永在的神。」 

 

我们会越来越明白当中的意涵。神对摩西说，我要给你这些征兆，接着又说：「我是自有

永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自有永有

的」究竟有什么样的含意？好好想想，神的意思是，「我是自己存在的，我是自有的」，

这指明一个事实，祂一直都在那里，永远在那里。祂不需要凭借任何人或任何物才能存

在，祂不是受造物，祂就是存在的本身，永远都在那里，你找不到祂的源头。如果你问

我，我是怎么存在的？是打哪来的？又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毫无疑问的，我一定指着

我的父母跟你说，就打那里来的；我还会指着周遭的人说，就是这些人影响我，让我成为

现在的样子。 

 

然而，你若问上帝，「是谁造了祢？又把祢造成这样？」我想，你永远得不到答案，因

为，祂不是被造的，是自己原本就存在的，上帝的存在没有开端，不仅是自有的，并且还

是自足的。神说，「我是自足的，我靠自己而存在，不需倚靠其他受造物而存在。」祂完

全自主。但我们就不是这样，我们跟其他的受造物需要彼此依赖，我们需要氧气才能呼

吸；需要食物和水，今天才能过活；还有就某种层面来说，我们还需要跟别人建立关系。

神称自己为「自有永有的」，也显明祂是，祂不靠他物而存在，是自我成全的，是自足

的。 

 

我很喜欢诗篇第五十篇，你对这一篇经文有印象吗？其中，神说，「因为，树林中的百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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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

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哇！真妙耶！「就算我饿

了，我也不用开口跟你要，因为我要什么有什么。」神无迹可循，祂是永在的，祂毫无缺

乏，完全自足，没有任何需要。 

 

谈到这里，你或许会问，「好，就算是这样，但我需要明白，即便我是个基督徒，我也想

弄清楚神为什么需要我们，为什么要造我们？」「祂造我们是因为祂需要伴吗？」不，神

说，祂是三位一体的神，祂并不孤单寂寞，祂自始有完美的伙伴，祂并不需要造人来陪

伴，也不需要我们的敬拜。神学家陶恕博士有段话说得真好，他说，「我们所有人像突然

瞎了一样，尽管白日阳光依然普照，黑夜星辰照样引路，但对成千上万瞎了眼的人来说，

亮光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就算这世上所有人都成了无神论者，神一点也不受影响，祂还

是祂，无关于任何人的变化。我们都来相信祂，也不会加添祂的完美；我们都怀疑祂，也

无损于祂。」祂不需要我们的陪伴，也不需要我们的敬拜，也不在乎我们要不要成为门

徒。事实上，神一点都不需要我们使祂的名显扬于天下，祂之所以让我们参与祂的事工，

并不是因为祂需要我们，而是因为祂爱我们，让我们有机会与祂同工，共享世人得赎和祂

荣耀传遍地极的无上喜乐。神没有任何需要！ 

 

接着，神说「我是自有的」，「我是永有的」。讲到神的自存，大多强调的是在时间上

面，神的存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祂没有所谓的过去，也没有所谓的将来，祂永恒的

存在，昔在，今在，以后也永远存在。你能明白吗？还是听得头都晕了，祂不但无限存在

于过去，存在于现在，还有将来的每一刻。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永远都如此。正

如诗篇第九十篇第 1 节所说的，「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

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就像燃烧中的荆棘未被烧尽，我们的神永远

不会用尽燃料，祂荣耀的光辉不曾晦暗，「我是自有永有的」，这句话真是宝贵，祂的荣

耀不曾减弱，祂的美丽也从不褪色。 

 

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中有什么样的奥妙，想想看，神是永在的神，因为祂有无穷的美善和

无尽的荣耀，因此，我们可以不断、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的发觉祂的荣耀，就好像，

一提到天堂我们会想，「嗯，天堂，天堂应该很完美吧，但会不会也相当无聊呢？我们去

干嘛？一直在那里做什么？」我们要去那里认识和经历上帝永不褪色的荣耀。 

 

神学家查纳克曾写过一篇关于「神的永存」的讲道，我想用来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他

说，「我们享受神，在祂的永在里享受祂，纵使历经世世代代，祂所带给我们的喜乐一样

清新芬芳，一样令人满足，彷佛我们饥渴的胃口初次饱尝。主若以荣耀光照你，就绝不会

卸下；所以在经过多如海边细沙的数百万年后，神的日头仍犹如初现般的明亮，你当活在

祂的荣光中，祂绝不会停止涌流，会如起初向你所显现的，强烈、充沛的流贯你。神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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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生气、兴旺。那是生命纯全的作为，向祂所造的散发崭新的光芒，又以无休止的活泉

使其兴茂繁圣，满足了最大的渴望，加添你的喜爱、欢乐和满足。祂无限奇妙，不会改变

也不会替换，祂定意以各样方式使你得喜乐，持续直到永恒，这就是享受无穷永恒上帝的

结果。」 

 

真希望我也能有这样的看见，巴不得我很快能有这样的体验。我深盼每一天都对神有更多

更多的认识，每一天都能经历神说，「我是永存的！」「我是永不改变的！」永不改变的

神，不会有所不同，毫无差异，玛拉基书第三章第 6 节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

的。」上帝永远不会改变，这是多么棒的好消息啊！祂的至善至美永不改变。为什么我认

为这实在是棒透了的好消息？让我说给你听，想当然尔，我们都不希望上帝越来越差，那

就太糟糕了；但如果祂越来越好，也不是件好事。怎么说呢？因为，如果这一时神变得更

好了，那显然表示祂先前就不是那么好得无比，但是，当你已经到了至善至美的地步，就

不可能再更好或变糟。「我是永不改变的」！也就是祂的全然美善永不改变，这是神给的

应许，好好想想。 

 

接着，神又说，「我是信实的」。请翻开出埃及记第六章，来看第 6 到第 8 节，这里有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会看到每次神赐下应许之前，都会说「我要」，我要请你拿出笔

来，当我们读到「我要」时，请你把它划下来。好，请一起来读，「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

说：『我是耶和华』」，下面马上出现第一次，请把「我要」划起来，「我要用伸出来的

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第二次，「我要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第三次，「我要

使你们不做他们的苦工。」，第四次，「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第五次，「我也要作你

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第六次，

「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艾萨克、雅各布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第七次，「我

要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短短的三节经文，我们读到神七个坚定的应许。 

 

同样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还要来找一句重复出现的话，也请你把它划下来。你若稍加留

意，会发现这句话刚好在头、尾及中间的地方都出现了，「我是耶和华」，这是神的名，

「我是耶和华」，好，第 6 节一开始就出现了，「我是耶和华」；到了第 7 节，中间的位

置，「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接着最后面，第 8 节结尾，「我是耶和华」。不要轻忽

了，这很重要，神告诉我们，「这是我的名，我是耶和华」，祂向我们显明祂至高的名，

和祂赐给百姓的所有应许。现在，我们把神自己的表明都放在一起，祂说，「我是信实

的，我的应许永不改变，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艾萨克、雅各布的，给你们列祖的应

许，句句都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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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给了什么应许？神对百姓宣称了什么？祂应许使他们得自由，「我要带你们出来」，

「我要救你们脱离那为奴之地」，这是得自由的应许，神的百姓们，你要被释放了，你要

自由了！再来，祂应许救赎众人，第 6 节说，「我要救赎你，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

刑罚埃及人」，神为百姓的自由付了代价，为百姓的救赎付了代价，伸出来的膀臂彰显了

神的大能，完成了救赎。「我要使你们得自由，我要救赎你们。」第三，神应许牧养他

们，第 7 节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意思就是，「你们将属于我，我要作你们的

父。」 

 

I don’t know if you saw this story from Haiti this last week or a couple weeks ago 

now. And on a side note, praise God that some of our members, who have been 

serving in Haiti from Vapor Sports Ministries, have come back safe. This story - I’ll 

just read it to you. 

Arno was inseparable from Mr. Penguin, a little Haitian boy who was almost 3 

years old. And the plush penguin with the word “love” inscribed upon it 

was his most treasured object. Arno was an orphan and his penguin was 

always with him. He had been given the penguin just after his birth. A Dutch 

couple, who was in the process of adopting him almost from the start of his 

life, they had been matched to him when he was only two months old. And 

the penguin represented a promise that they were coming to get him. The 

process of adoption took two years, the length of time considered adequate 

to determine that no living relatives might claim him. So, Richard and Rowena 

Pet, the young Dutch couple, wanted badly to be Arno’s mother and father. 

And they had struggled with infertility for years before deciding to adopt.  As 

they awaited the adoption of Arno, Rowena became pregnant. 

 

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从海地短宣回来之后加入一项透过运动来向地当人传福音的工作。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当地的真实故事， 

 

有个三岁大的海地小男孩，阿诺，总是离不开他的企鹅先生，他有只肚子上写着 LOVE 的

绒毛企鹅，那是他最宝贵的东西。阿诺是个孤儿，一直以来，只有这只企鹅陪伴着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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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企鹅几乎从他出生时就在他身旁。有一对荷兰籍夫妻，从阿诺出生后就一直想要领养

他，在他二个月大时，他们就通过相关的程序，确定可以领养阿诺，这只企鹅等同他们给

阿诺的保证，保证一定会回来带他走。办理领养的作业相当费时，整整花了二年的时间，

因为主管机关认为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寻访是否有阿诺的亲戚愿意养育他，所以，那对荷兰

夫妻，理查德和罗威娜，相当着急，他们巴不得立刻成为阿诺的父母。在决定领养之前，

他们曾花了好长的时间想办法生育，怎知在等待的过程中，那位太太竟然怀孕了。 

 

后来，她生下自己的儿子。接着认养通过了，他们就拜托亲戚帮忙照顾他们的孩子，夫妻

两个飞到了海地完成所有该办的手续，把阿诺接回家。刚见面时，阿诺非常害羞，但过了

三十分钟之后，他牵起了罗威娜的手，还带他们参观这间临近太子港的孤儿院，毕竟他在

这里度过他出生后的一小段岁月。阿诺开始叫他们「爸爸」、「妈妈」。 

 

理查德在给朋友的电邮中充满了喜悦，他写道，「我们刚到孤儿院时很不习惯，才走到一

个转湾处，立刻看见阿诺正朝着我们走过来，他原先还好好的，但快靠近我们时却惊慌

了。还好孤儿院有位女士过来安抚他，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之后，他第一次牵起罗威娜的

手，我实在很不好意思，但当下我忍不住哭了，阿诺带我们参观孤儿院的每个角落，还带

我们看一辆院里孩子常玩的老爷车，我发现他手里一直紧紧的抓着一张生日卡，那是他二

岁大时我们寄给他的。」 

 

通常，来领养孩子的夫妻，大多住在太子港附近的一家旅馆。理查德和罗威娜把阿诺带回

旅馆，准备返国，哪知当地突然发生了大地震，结果他们同时被压死了。在国际搜救小组

展开紧急救援时，荷兰的媒体跟拍搜救过程，他们拍到一只躺在瓦砾堆中蓝黄相间的玩

偶，一只胸部有 LOVE 字样的企鹅先生，就是与阿诺常伴相随的那一只，那是他与理查德

和罗威娜最初的连结，记者没有把三个人罹难时环抱在一起的画面给播出来，但表示，当

建筑物倒塌时，理查德和罗威娜用他们的双臂紧紧裹住了阿诺。突如其来的天灾，毁了这

个新家庭，也让远在荷兰的亲生子成了孤儿。 

 

之后，理查德、罗威娜和阿诺的遗体被送回荷兰。他们成为一家人的时间仅有短短的数小

时。阿诺在世上的日子短暂悲凄，但到了生命的尽头，却能被爸爸妈妈拥在怀中。 

 

当我读到这个故事时，我不禁在敬畏中跪倒在神面前，想想看，耶和华来找我们，主动寻

回我们，不计付上多大的代价要把我们带回祂的身边。为了要救赎、牧养我们，那代价有

多大，祂亲自牺牲了祂唯一的儿子，让你能成为祂的儿女。这是神牧养的应许，「我要以

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神。」为此大大的赞美神！并且，祂还应许赐给我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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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是祂数代前向列祖起誓必成全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祂说，「我是信实永

不改变的。」 

 

问题来了，我们怎么知道这一定会发生？怎么能确定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你有没有过许

了一个承诺，你真心诚意的想要实践诺言，也相信绝对没问题，你做得到了，岂知事情进

行到一半，忽然发生了无可掌控的状况，让你的承诺成为泡影了。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因此，难道神不会遇到这种状况吗？当然，祂说的很明确，也赐下应许，只是我们要如何

才能确信呢？ 

 

再来，耶和华说，「我是至高的神」。我们回到创世记第三章这里，摩西面对拦阻，来听

听看神怎么对他说，第 19 节，「耶和华对他说，『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

你们去。』」20 节，「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注

意者里，「他才容你们去。」神不是随口发了一个好愿，祂是非常认真的宣告，「这事必

定要成！」祂之所以能这么说，乃是因为祂的计划和祂的旨意从不落空，一定成就。因为

祂是至高至大的神！ 

 

先前我们读创世记时，记不记得我曾不断的跟你强调，神掌权，却不会妨碍人的责任。今

天我们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经文中一再提到法老王的硬心，待会我们会

读到，每次读到时，请你把它划下来。经文里总共提了十次，耶和华使法老王心里刚硬，

整整有十次。看起来似乎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搅在一起了？这很难明白，对不对？记得，

这就是神主权的奥秘。要明白，神是至高的，祂坚守承诺，祂的旨意必定成全，祂说，

「我是至高神」，「我就是我」。 

 

在第三章末了，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去夺埃及人的财物」，这里我要稍作解释，以

色列人在埃及做了四百年的奴隶，长久以来，受到不公平、不公义的对待，他们不住的呼

求，「神啊！公平正义在哪里啊？」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当我们以短期的结果来

评断神的公义时，实在得小心谨慎，要记住圣经向我们担保的，神是公义的神，万事的结

局都由祂支配审判，祂的手必施行公义。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所探讨的。神说，「我是圣洁的」、「我是慈爱怜悯的」、「我

是永远同在的」、「我是全能的」、「我是自有的」、「我是自足的」、「我是永恒

的」、「我是永不改变的」、「我是至高的」、「我是公义的」，把这些总结起来就是

「我是神」。这是一切的核心，也可以说，这是出埃及记所要传达的主旨。在崇拜各方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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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埃及全地上，神要世人清楚明白，唯有祂是神！整个故事从头到末了，我们一而再、

再而三读到神说，「我必使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神，我是主，除我以外，再也没

有别神。」 

 

在接下的几堂课，我们会陆陆续续来了解埃及人作何响应，摩西对神的回应，以及以色列

百姓的回应。而今天早上这一堂课，在分享了这么多之后，我们应该来仔细想想，我们自

己该如何响应耶和华？我建议你可以作三个非常简单，却十分重要的响应。首先，把你的

信心和盼望交托给祂。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我诚挚的告诉你，这世上，没有任何一样

东西或任何一个人是值得你依靠的，没有任何人，唯有神，祂是主。这是信心的宣告，在

未来几堂课，我们会读到申命记，申命记第六章 4 到 5 节，「以色列啊，你要听！」非常

坚定的宣告，「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再也没有别神像祂」，「唯一的上

帝」，「祂是耶和华」。 

 

然而，我们看到新约圣经时，却又发觉一项惊人的事实，在新约圣经里，又称谁是主呢？

称耶稣基督是主！基督是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将来我们会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

八章，当时耶稣正在跟一些宗教领袖对话，这些犹太人的领袖跟耶稣提到了亚伯拉罕，第

55 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这些人惊讶大叫，「你说什

么？」耶稣看看他们，又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我是自有的。」在希腊文的翻译里，耶稣所用的字，正好与出埃及记第三章第 14 节里，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的这一句话完全相同。 

 

想一想，如果我现在走到你面前告诉你，「我是自有永有的」，你一定会想，「真是个怪

人？」所以，当耶稣这么说时，众人就想要用石头打死祂，因为祂胆敢将自己比拟作耶和

华神。耶稣又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我是门」，「我是好牧

人」，「伟大的牧人」，「我是复活的主」，「我是道路，真理」，「我是」，「我

是」，「我是」，再三的提到，「我是耶和华」。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第十章第 9 到 10

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认耶稣是什么？「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

活，就必得救。」 

 

因此，每位朋友，我要邀请你，承认基督是主！我们能因此得救，承认基督是主！承认祂

是耶和华，祂主动来找寻我们，背负我们的一切罪孽过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又从

坟墓里复活，祂胜过死亡的权柄，被接上升，坐在父神的右边。基督是主！你若口里认耶

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把你的信心和盼望交托给祂，只要你愿意

这么做，就可以在祂里面得着安息和护庇！在永不改变、永在又无穷美善的神里面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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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在艰难的处境中蒙祂庇佑。我知道，你的生活可能正在混乱当中，面对无数的难题，

我要邀请你，接受祂，进到祂里面得享安息和保护。 

 

你要自己来体会，才能明白这些真理对你一生有多大的含意，不要看环境，不要看自己，

不要像摩西开始说，我能做什么？为什么是我？我怎么可能会做？以色列人已经做了几代

的奴隶了，还能够怎样？然而，神却定意要呼召他。不要看环境，把你的眼目定睛在神身

上，祂呼召你，知道你一切的苦情，又垂听你的哀求，祂深知你所承受的一切。要记住，

他是永不改变的神，是永恒的，自足的，自有永有的，是圣洁的，慈爱的，公义的，又是

至高的，祂掌管一切，必要叫你得着益处。 

 

你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生活会出现种种状况，但是来信靠祂，信靠神的一切，神不断告诉

你，「我是主」，「我是主」，「我是主」，你有许许多多的不解，但尽管进到神的里

面，信靠祂做你的主，祂是耶和华，在祂里面，有安息，有保护，爱慕祂，渴想祂，深深

去体会，你所能拥有的这一位神，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所敬拜、所服事、所跟随的同一位

神，就是现在与你我一直同在的这一位上帝。 

 

「我是」！神说是就是，祂与我们同在，配得我们的称颂和渴慕。你若真认识耶和华的

名，不再满足于例行性的宗教活动，因为我们不跟神玩假的，不再随随便便的敬拜，因为

那无法使我们注目耶和华，只是度过一个毫无生命力的程序而已。因此，来到耶和华面

前，让我们抬头仰望，屈膝俯伏敬拜，高举我们的双手尊崇祂，这里，我必须很小心说清

楚，我不是强调敬拜时外在的表情、情感流露和动作，因为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危险的试

探。然而，我们若真正认识耶和华，就会禁不住的爱祂，并且越来越渴慕祂，甚至这世上

再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如果，你钟情于其他事物，紧紧被吸引，我鼓励你悔改，全

心全意的爱祂，全心全意的敬拜祂。不再随随便便的敬拜，全然降服。摩西心里原有的障

碍，也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摩西，现在不是在神面前检视你资历和条件的时候，

你所面对的事实是，神直接给了你吩咐，耶和华说什么，你就顺服什么。」弟兄姐妹们，

成为顺命的儿女吧！无论耶和华说什么，就仅管顺服跟从。 

 

最后，当我们确实认识耶和华，心里尊崇祂、爱慕祂时，将福音遍传的使命就不再被推

辞，因为，如果我们尊祂是主，面对这世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不认识祂，我们必用尽一生使

万国万民都认识基督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