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講 摩西五經預表生命之道 

讀經：出 1:1-14 

 
 《創世記》的主題是「蒙揀選」， 神要在所造的人中，揀選一部份人做 祂的兒
子，使他們進入榮耀美地，承受基業。而 神揀選人的原則是要人經過訓練。《創世
記》一開頭， 神揀選的亞當被誘惑就陷入罪裡，使人因罪不能作 神的兒子。所以 
神又「應許」預備救贖，來救人從罪裡出來，人則要憑著「信心」接受這救贖的恩

典。希伯來書第 11章就記載，這些人如何憑著信心得著恩典的應許：亞伯因信獻
祭；以諾與 神同行，因信蒙 神喜悅；挪亞因信存敬畏的心，使全家得救..... 
 
 亞伯拉罕的信心，在聖經裡寫更為清楚，「叫應許歸給效法亞伯拉罕之信的」（羅

4:16）。以撒因著信在 神指示的地方耕種，日增月盛成為大富戶，以撒代表「成
聖」；雅各在各樣的環境中「得勝」；約瑟被賣作為奴僕降為至卑，後來升為至高，掌

權「得榮耀」；以上都記載在創世記裏。 
 
 《出埃及記》是 神將一個群體（蒙揀選的人）放在世界裡，再從世界的苦難中
召他們出來，走一條「生命的道路」，所以《出埃及記》的主題是「被拯救」。此外，

《出埃及記》還描寫撒但與 神爭兒子。神要兒子事奉祂，而撒但藉著勞苦與死亡
（比東與蘭塞兩座積貨城）留住 神的兒子不去事奉耶和華。 
 
 到了《利未記》講的是「成聖潔」， 神在會幕裡宣告人要分別為聖，再進會幕事
奉祂，因為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來 12:14），並且 神希望兒子能夠親近祂。《民數
記》講的是「跑道路」，記錄以色列人從蘭塞起行，經過 43個站，如何一步一步進入
迦南美地。《申命記》是 神把從頒佈律法以來，所有的命令做一個總歸納：就是「守
愛律」；愛分為兩部份：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 神；以及愛人如己。《約書亞
記》講的是「得基業」：舊人都死了（像不信的以色列人都倒斃曠野），新人要活起

來，進入流奶與蜜之地，在永遠裡同得基業。 
 
 摩西五經是按 神啟示的順序，是一條天路的歷程。基督徒不是信了就不動，乃
是要走這一條「生命的道路」，還要天天學習功課，以增加我們不足的地方。 



第二講 世界的勞苦與死亡 

讀經：出 1:1-22 

 
 當以色列下埃及之後，生養眾多、人口繁茂，到了有不認識約瑟的埃及王起來，

因爲害怕以色列人多，就加重擔苦害他們。並且下令要收生婆殺以色列的男嬰，可是

收生婆敬畏 神，不做這惡事，神也恩待她們。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是一個預表：埃及預表世界，法老預表這世界的王撒但。

我們生到世界就被這世界的王所管轄。神沒將將來的「那世界」交給天使管轄，但把

「這世界」（舊天舊地）交給天使管（來 2:5-8）。撒但自己也講，天下萬國原是交付
牠的（路 4:5-6）。這是「不法隱意的奧秘」，是 神當初創造諸天萬有、宇宙穹蒼，尚
沒有造人的時候，就是在大爆炸 150億年以前，就把所造的都交給天使長管。這天使
長叫路西弗，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遮掩約櫃的!"伯，牠用敗壞轄制萬物。受

造之物切望等候 神的眾子生出來，因為受造之物都伏在「虛空」之下（羅 8:19-
23）。 
 
 但撒但不是「願意給誰，就給誰」，因爲萬有乃是為主所造、是主耶穌來承受的

（來 1:2；西 1:15-16），撒但不過是一個管家，暫時為祂看守。聖經有一個「產業」
的問題，我們為孩童的時候，還在師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 神所預定的時候來到。
「日期滿足的時候」，神差祂兒子為女子所生，把我們贖出來得兒子的名分（加 4:2-
5）。所以撒但（這世界的王）就用罪和敗壞，轄制這世界；因此人一生下來就做撒但
的奴僕，就在世界為撒但蓋積貨城，把賺來的東西放在「勞苦」與「死亡」兩座積貨

城裡。聖經說，我們一生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去（詩

90:10）。不論有多大的財富家當，死一來就通通得留下來給世界，最後仍歸撒但管。 
 
 中國人說「富不過三代」，就是因為人落在撒但的手下。雅各帶以色列人下埃及

是預言，在創世記 15:13-16 神就曾對亞伯蘭說，他的後裔要在埃及四百年。這四
十、四百都是試煉的數目，就是以色列人在這世界裡受試煉。許多人到老年喜歡打牌

（方城之戰），就像以色列人築比東城、蘭塞城，不過是勞苦與死亡。死了之後再把

所有東西留給撒但，讓牠再去誘惑其他的人。 
 
  



第三講 摩西的經歷 

讀經：出 2:1-25 

 
 摩西是利未族，摩西的父母用蒲草箱將他放進河裡，被法老女兒從水裡救出來。

根據創世記第 15章 神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神要興起一個救主，帶領以色列人出埃
及。這啟示人雖落在世界裡被法老轄制，神卻設立了救主，要把人從苦難中救出來。 
 
 摩西從小時候就知道自己是與以色列人同族，因為奶媽就是他自己的母親，他對

自己的身世是清楚的。他有感同族所受的委屈，要救他們出來。摩西有統御的能力，

他也是一個見義勇為的人，他到了曠野幫助米甸祭司的女兒趕跑欺負她們的人，摩西

也因此成為米甸祭司葉忒羅的女婿，生了兒子革舜（在外邦作了寄居的意思）。 
 
 摩西在西乃曠野、何烈山附近牧羊四十年，他對環境清清楚楚，這都為他將來要

領導以色列人出埃及做了很好的預備。一個帶領人走屬靈道路的人，要有經歷才能帶

領人走。我們看到後來帶領以色列人進迦南的，就不是摩西而是約書亞，因為約書亞

是十二個探子中的一個，他進過迦南窺探，並扛著葡萄出來。所以帶領人走屬靈的

路，要有屬靈的經歷。這些經歷例，如過紅海是與主同死、同埋葬，經過瑪拉喝苦

水，代表信主以要離開世界。 
 
 當我們離開埃及，這世界裡的娛樂生活都被天天讀經，就像「淡而無味」的嗎哪

所取代。當我們扔掉肉體的快樂，而靈裡的喜樂還進不去的時候，就停留在「立志為

善由得我，行出來卻由不得我」的光景中，這就是在喝苦水的階段。等過了瑪拉，要

找十二個水泉，這時候有經歷的傳道人就知道帶領弟兄姊妹到以琳，去找十二個水泉

和七十顆棕樹，在那裡休息，再接下來要帶領弟兄姊妹到哪裡可以安營。所以基督徒

走天路需要有經歷的傳道人來帶領、培靈與查經。 
 
 摩西帶以色列人在曠野四十年，才能接下來交給約書亞，繼續帶領以色列人進迦

南。摩西的經歷很要緊，他自己牧過羊，有資格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從哥林多前書

10章 1-11節我們看到摩西帶領以色列人的經歷，都是我們的鑒戒，提醒我們如何走
屬靈的道路。 
 
  



第四講 被揀選的摩西 

讀經：出 3:1-22 

 
 這一講是從出埃及記第二章，描寫摩西的經歷連貫下來的；在新約裏，對摩西有

兩段描寫：希伯來書 11:23-28描寫摩西被揀選的心境，他為什麼願意離開皇宮，不
享受罪中之樂，而寧可與 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因爲他看「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
及的財貨更為寶貴」。這是因為他從小，透過親生母親的教導，就知道彌賽亞要來，

並且他想望從 神那裡得賞賜。摩西要得的，是一般人所看不見的福氣，然而今天很
多人只追求看得見的福氣，甚至傳道人只把傳道當作地上的職業。一個真正被 神所
揀選的人要能夠看見屬天的異象。 
 
 第二處經文是使徒行傳 7:17-35說到摩西被揀選為領導人有幾個特徵： 

1. 他是有信心的人：信心大到他不願做法老女兒之子。 
2. 他寧願受苦：看為基督受的苦，比埃及財物更寶貴。  
3. 他不願享受罪中之樂：這對在繁華世界裏的人尤爲難能可貴。 
4. 他靈裡看見永遠的的應許： 神為我們所預備的，是人心未曾想到的（林前

2:9）。 
5. 他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這就是為什麼 神都只向摩西說話（民

12:3）。 
6. 他説話行事都極有才能：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徒 7:22）。 

 
 神不隨便揀選一個人，許多人自以為很好，為什麼 神還不用我呢？因爲 神揀選
的原則乃是謙卑（各 4:6 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神揀選人以後還要繼
續訓練他，像摩西逃到米甸的曠野，訓練了四十年後，神才開始用他。  
 
  



第五講 摩西的蒙召 

讀經：出 4:1-23 

 
 神揀選一個人是有條件的。神要帶領一個民族從為奴之地出來，好應驗祂對亞伯

拉罕的應許（創 15章），因此 神要找一個器皿，用來成就 神所計劃的事。這器皿一
定是要有心人，摩西就是這樣的人，他在皇宮就有這個心志，要帶領以色列人回到應

許之地。 
 
 摩西先在曠野受訓練四十年。神用人是要經過操練的，譬如雅各也是如此，白日

炎熱、夜晚寒霜的磨練。保羅也是經過曠野的生活，才能成全完備、毫無缺欠，成為 
神手中的器皿。神是又真又活的，人不只是聽聽他的名字而已，必須要經歷 神才能
真正認識祂，祂才會在我們生活中顯明。當我們經歷苦難、四圍沒有人能幫助我們的

時候，才向天上的 神呼求。神訓練人給他們苦楚與磨練，乃為了將來可以享福。 
 
 以色列人原本用十一天就可以進迦南的，但是 神給他們四十年，為的是磨練他
們、試驗他們。這是 神給兒女們苦難的用處。神在曠野引導以色列人四十年苦煉他
們，試驗他們，要他們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

話」（申 8:2-3）。神試驗人、苦煉人的目的是要人承受福氣（申 8:16）。簡單地說 神
要給人福氣，但是人的器皿太小，所以 神要擴大人的器皿，才能承受更多的福氣，
因此給人百般的試煉（各 1:2-4）。讓人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並且成全完備。忍
受試煉的人必得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所應許給愛祂之人的（各 1:22）。 
 
 所以我們受了試煉，都要以為大喜樂。我們相信主愛我們，不會丟棄我們。祂把

我們放在百般試煉中，是為了要我們罪身滅絕、老我死掉，讓耶穌基督的生命活在我

們裡頭。孟子說：「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

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此才達到完全的地步。摩

西就是如此，因為 神要揀選人出來為祂工作，若僅是住在皇宮中，自己隨心所欲沒
有達不到的事，這人就變成廢物。我們訓練兒女也是這樣，訓練兒女不是僅僅哄著

他、抱著他，而是把他送到一個嚴格的學校，一個嚴格的老師來訓練他。 
 
 訓練的過程是不斷地練習，練習一個階段就要考試，這不斷地「試」與「練」，

人才成為有用。神一開始呼召摩西，就把他放在曠野，在曠野生活不是容易的，直到

他的銳氣全消。摩西原是血氣方剛、銳氣難擋的人，但經過四十年的磨練，他自認是

拙口笨舌，甚至謙卑到惹 神生氣。可見一個要擔當大事的人，神是如何揀選他、如
何磨練他。 
 
  



第六講 神要人作兒子 

讀經：出 4:22-31 

 
 神造亞當是預備讓人作 神兒子的，這是聖經最重要的題目，人的家譜記載亞當
是 神的兒子（路 3:38）。在伊甸園， 神下命令不要人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但魔鬼
引誘人吃了，於是罪就到了人身上。罪種在人肉體裡，死就臨到人，人就不能作 神
的兒子。聖經說，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那世界（就是將來在新天新地）的人，他們

也不娶也不嫁，因為他們不能再死，既是復活的人，就為 神的兒子（路 20:34-36）。
神造人就是為了讓人作 神的兒子，但要永遠活著，必須沒有罪而且是聖潔的。 
 
 當初 神沒有創造宇宙萬有的時候，沒有兒子，神是自隱的（賽 45:15），是自我
存在、是自有永有的。神是大，又是個靈，在 神裡面包羅萬有，就是能力、慈愛都
屬乎 神（詩 62:11）；神裡面有生命（詩 36:9），有榮耀、有知識（詩 19:1-2）。老子
說：「無無生有有」，這是非常科學的說法。神要從自隱的狀態中顯明出來，就藉著能

力創造諸宇宙（來 11:3）。這能力就是耶穌基督；子從父出來帶著這一切的能量、生
命和愛，一發表就把 神的一切豐盛發表出來了，然後就創造宇宙、穹蒼、諸天、萬
有，凡是物質都是 神的「能」所創造的。 
 
 神的創造必當有人管理與承受，所以 神要許多兒子來繼承祂的產業，來管理 神
手所造的一切（來 2:5-8）。耶穌基督道成肉身，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來 2:9-
10）。並且 神要兒子們來事奉祂。「事奉」與「承受產業」是聖經最重要的題目，因
為這是作 神兒子的目的。我們將來要承受產業，這是我們活潑的盼望（彼前 1:3-
4）。 神要我們管理永遠的產業，要有永遠的生命，所以要先在地上學習管理。 神一
次次宣告要 神的兒子事奉祂，但撒但用死權讓人去事奉這世界的王，要人勞苦而死
亡，如飛而去，人不能承受 神的產業。 
 
  



第七講 神藉法老顯明自己 

讀經：出 5:1-23 

 
 耶和華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 神，祂向以色列民族顯現，但法老卻不認識
耶和華。一個不認識真神的人，有許多偶像與假神，要他認識 神很難；尤其若說我
們信的 神是真的，他們信的神是假的，他們更無法接受。要他們認識 神，往往要 
神顯出神蹟、奇事，把祂自己證明出來。還好現在基督教已經遍滿地面，傳福音還算

容易，古時很多民族根本就不認識耶和華，神就用一個民族的經歷來見證祂，用驚天

動地的事來顯明 神。神要多次多方藉眾先知曉諭，並且行奇事大能，才能把祂自己
顯明出來。就像 神在法老面前顯了十次神蹟，讓他們知道，並且寫在歷史上。 
 
 神是個靈，不是偶像，是不容易看見的。靈是無形象、無方積、無重量，動能自

靜，靜能自動，不能化驗，不能分析。物質反過來，是動者恆動、靜者恆靜，能化驗

與分析，但是靈需要藉心靈和誠實才能感應，不是用眼睛去看的，要非常的誠（誠則

靈）。中國古聖人說：「大而化之謂之聖、聖而不可知為之神。」聖經講 神為大，其
大無法測度。神比萬有都大（約 10:29）。萬有太大了，人的望眼鏡只不過能看到物質
宇宙的十分之一。愛因斯坦講，物質宇宙的直徑就有七百億光年，物質宇宙還只是諸

宇宙裡的一個。我們這個宇宙有六十多億銀河系，一個銀河系又有三千多億個恆星，

神有多大？我們不可得知。 
 
 神這麼大，人如何認識 神？神若不自己啟示自己，人是沒有法子認識 神的。所
以法老不認識 神是可以理解的，但 神要藉著法老將自己顯明出來。神對法老說：
「我將你興起來，特要在你身上彰顯我的權能。要使我的名傳遍天下」（羅 9:17；出
9:16）。從來人不認識、看不見也想不到的 神，要顯明自己，就用法老，使他心裡剛
硬，拒絕以色列人的要求，神就一步步彰顯自己，十次災難一次比一次深。但 神也
不會一下子毁滅世界，所以 神照著他們承受得了的災難，顯出祂的神蹟。直到現在
仍有摩登派跟不信主的人不相信神蹟，認為這些是不科學的。但 神能創造諸天、宇
宙、萬有、穹蒼，神行神蹟有什麼不可能的？神定了自然律自然運作，因此 神不會
天天顯神蹟， 神只是藉著法老的不信，行出神蹟並且寫在歷史上，好讓人認識祂。 
 
 神向亞伯拉罕顯現說話，亞伯拉罕就信了，這是很難得的信心，但大多數的人要

看到神蹟才去相信。所以現在人要有經歷，光靠講道讓人信耶穌是難的，第一個要他

們認罪就很難，第二個要他們脫離罪的行為和不義的事更難。神要藉著法老的不信，

行出神蹟把祂的名傳遍天下。神這樣做的時候，以色列人就要吃點苦，讓法老增加以

色列人的勞碌與苦楚。以色列人是 神的選民， 神雖然讓他們先受點苦，但終久是要
讓他們享福的。 
 
  



第八講 神蹟奇事隨著他 

讀經：出 6:1～7:7 

 
 摩西被 神呼召時，神說法老一定心裡剛硬，不聽摩西的話，因為他們不認識耶
和華（出 6:3）。當時以色列人不聽摩西的，法老也不聽他的，摩西的任務實在艱巨。
摩西說自己是拙口笨舌的，其實就算摩西再有口才，法老也不會輕易放人。 
 
 我們今天在世界也是撒但的奴隸，在罪中生活為法老蓋積貨城。人們拼命做磚，

埋頭苦幹，死後留給子孫；子孫不知憂患，不知父母辛苦，亂花敗壞，最後富不過三

代，所有的都要還回去。撒但是世界的王，把世界弄了三樣東西讓人喜歡，就是 1）
「眼目的情慾」，眼看看不飽；2）「肉體的情慾」，為了吃喝，慾望泛濫成災；3）「今
生的驕傲」，想像帝王一般高人一等。所以人為了享受這個世界，拼命賺錢，但其中

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人便如飛而去。人賣命賺錢，沒工夫聽道，

因為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讓人不聽真道。如同法老下令督工嚴嚴轄制他的奴隸，

就是罪的奴僕、被罪轄制的人。這就是人在這世界裡的光景。 
 
 神要用大能來救這些人，一方面讓世界的人知道 祂的神蹟奇事，一方面要以色
列人記錄在以色列人的歷史中，讓「過紅海」、「進迦南」都落在以色列人以及他們祖

先的心靈上。我們原來不認識 神的時候，跟法老一樣會問耶和華是誰呢？然而聖經
所寫的預言一樣樣都要應驗，要來證明 神的真實。 
 
 神一再跟摩西說：你必看見我所行的事。神要用大能的手行神蹟，從一個不認識

他的強權之下救出以色列人，這個過程實在不容易：神帶領祂的百姓出埃及是「被拯

救」，然後在會幕訓練他們「成聖潔」，就是如何脫去舊人、穿上新人，這些磨練都是 
神要我們經歷而改掉世界裡惡劣的習慣與隱藏的罪惡。之後 神施行大能，把以色列
人帶過紅海而經歷重生，以色列人的經歷都留下 神做事的憑據。 
 
 藉著法老的剛硬，以色列人的懷疑，把摩西、亞倫夾在當中。以色列人大發怨言

攻擊摩西、亞倫，今天的傳道人也要留意，我們所說的若沒有 神施行大能，聖靈作
工，靠自己是絕對不行的，只有 神用神蹟奇事隨著我們，給我們能力權柄，才能證
實 神的國，使 神的福音廣傳。 
 
  



第九講  神兒子的事奉與事奉的地點 

讀經：出 7:8～8:1 

 
 魔鬼原是遮掩約櫃的!"伯，又是空中掌權者的首領，也就是這世界的王（約

14:30），牠的名字也叫撒但（對頭的意思）（啟 12:9,1-8)。神造人的目的，原是要人
作 祂的兒子，好承受祂的產業（萬有）。但魔鬼要殺 神的兒子，因為牠是園戶（太
21:33,38），是  神葡萄園的承租者，只是暫時被交托管，可是牠卻想要霸占 神的產
業，用各種方法殺 神的兒子（讓人作牠的奴僕，拒絕 神的救恩）。 
 
 產業是預備給兒子的，亞當的後裔就是 神的兒子（路 3:38）， 神要將祂手所造
的一切都給兒子管理（來 2:5-10）。因此 神呼召祂的兒子從埃及（這世界）出來，如
同亞伯拉罕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因為 神要兒子來事奉祂。宇宙裡面有兩個勢力：聖
靈是來帶領、並尋找 神的兒子，另外就是撒但（法老所預表的），要人做牠的奴隸。
撒但在這世界裏裝扮了許多的偶像，這些偶像的功用就是迷惑人，讓看不見真 神，
讓人質疑：難道只有信基督才能得真正的生命？ 
 
 聖經裏記載當亞伯蘭從迦勒底的吾珥出來，到了哈蘭他就想停下來，但是 神要
他繼續前進，入迦南。因爲 神要祂的兒子事奉祂。亞伯拉罕的後裔分為 2種，一種
是天上的星（憑應許生的，是屬天的、屬靈的 ），一種是海邊的沙（憑血氣生的，是
屬地的、屬肉體的 ）。屬肉體的是以色列人：是長子；屬靈的是我們：是次子。我們
接受 神兒子的靈，就是 神的兒子。 
 
 接下來要講事奉的主題，首先是事奉的地點。事奉 神的地點是有階段的，是一
步一步進深的操練： 
1、 曠野的事奉（出 7:16）：在這階段我們事奉跑來跑去，到處流動常換地方聚會 。 
2、 山上的事奉（出 3:12）：逐漸我們找到了一個聚會點，與世俗分別出來，如同上
山，遠離塵囂。 
3、 家的事奉（書 24:15）：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開始帶領全家並兒
女們一起事奉。這是屬於個人的事奉。 
4、 耶路撒冷的事奉：以色列人每年三次要上耶路撒冷去事奉 神，這是配搭的事
奉，要與眾肢體一起恢復 神的聖城（像尼希米時代修復聖殿一樣）。 
5、 在聖所會幕中的事奉：祭司在會幕裡是有職份的，要按著祭司的規矩來事奉。 
6、聖殿的事奉：祭司在聖殿中（固定的聚會點）的事奉，規模更大的事奉。 
7、寶座前的事奉：在新天新地永遠的事奉 神。 
 
 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要事奉 神，不論是被控制在有限的空間，或是在每天工作的
職場上，或是在家裡做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實都是事奉 神的地點，盼望弟兄姊妹
們都被呼召出來成為 神兒子的事奉。  



第十講 事奉 神的原因 

讀經：出 8:1-32 

 
 神與世界的王爭兒子，神施行大能，用蒼蠅、虱子...等災難顯出祂的作為。為什
麼神要百姓出埃及？就是讓 神的兒子來事奉神。 
 
 事奉 神的原因有四個： 

1. 是 神拯救我們的目的：基督用寶血在永遠的靈裡洗淨我們，把我們的心靈潔
淨，好讓我們事奉永生的 神（來 9:14）。 

2. 是兒子的本分：兒子事奉父母是理所當然（羅 12:1），父母養育我們，若不事
奉父母是就是悖逆之子。 

3. 是祭司的職任：基督徒一跟隨耶穌就學三樣事：先知、祭司、君王。神帶領以
色列人出埃及，要使他們成為祭司的國度；但他們在曠野發怨言、拜金牛犢，

神才把祭司職任專給利未支派（民數記 25章）。基督徒一蒙召都是福音的祭司
（羅 15:16），聖潔的祭司（彼前 2:5），有君尊的祭司（彼前 2:9），父 神的祭
司（啟 1:6），做祭司歸於 神（啟 5:10），神和基督的祭司（啟 20:6）。這是做
基督徒的必修課。 

4. 是永遠的工作：將來到天上是沒有退職的，以色列人的祭司在地上到五十歲就
要退休，但到天上是永活的，祭司的職任也是永遠的（民 25:13）。 

 
 事奉 神的資格也有四個： 

1. 是「百姓」事奉「君王」：主是萬王之王，百姓事奉大君王是他們的義務（出
7:16；8:1；8:20）。 

2. 是「僕人」事奉「主人」：這是僕人的天職。 
3. 是「祭司」事奉「神」：這是我們將來在天上永遠的職分。 
4. 是「兒子」要事奉「父親」（出 4:22）：這是天經地義的。 

 
 我們無論是百姓、僕人、祭司或是兒子的身分，都要事奉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