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的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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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17:8-16 

8. 那時，亞瑪力人來在利非訂，和以色列人爭戰。  

9. 摩西對約書亞說：你為我們選出人來，出去和亞瑪
力人爭戰。明天我手裡要拿著神的杖，站在山頂上。  

10. 於是約書亞照著摩西對他所說的話行，和亞瑪力人
爭戰。摩西、亞倫，與戶珥都上了山頂。  

11. 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何時垂手，亞瑪
力人就得勝。  

12. 但摩西的手發沉，他們就搬石頭來，放在他以下，
他就坐在上面。亞倫與戶珥扶著他的手，一個在這
邊，一個在那邊，他的手就穩住，直到日落的時候。   



出埃及記 17:8-16 

13. 約書亞用刀殺了亞瑪力王和他的百姓。  

14.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將亞瑪力的名號從天下全
然塗抹了；你要將這話寫在書上作紀念，又念給
約書亞聽。 

15. 摩西築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尼西（就是耶和
華是我旌旗的意思），  

16. 又說：耶和華已經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亞瑪力
人爭戰。   



引言：以色列人的第一場戰爭 

1. 爭戰敵人 — 亞瑪力人（Amalekites） 

亞瑪力是以掃的孫子，以利法娶的妾亭納所生的
兒子。肉體的代表。 

 



引言：以色列人的第一場戰爭 

2. 爭戰原因 

a) 世仇結怨 
猶大法典米示大
（Midrash） 

b)爭奪水草 

3. 爭戰結果 

以色列人大獲全勝 



一、要有稱職的戰士（v 9） 

V9 摩西對約書亞說：你為我們選出人來，出去和亞
瑪力人爭戰。明天我手裡要拿著神的杖，站在山
頂上。 

choose men for us 



一、要有稱職的戰士（v 9） 

1. 需體格強健的 

檢測方法： 

a) 是否穩定出席崇拜 

b) 是否有小組生活 

c) 是否參與服事 

d) 是否與人分享信仰 

e) 是否有靈修生活 

f) 是否定期奉獻 

 



一、要有稱職的戰士（v 9） 

2. 肯委身捨己的 

 精兵？ 

 傭兵？ 

 散兵？ 

 懶兵？ 

 逃兵？ 

 



一、要有稱職的戰士（v 9） 

3. 能專心一意的 

 提後 2:4 
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
他當兵的人喜悅。 

 羅 12:7-8 
７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就
當專一教導；８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
施捨的，就當誠實；治理的，就當殷勤；憐
憫人的，就當甘心。  

 「專注的力量」作者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dman）：「多工是效率的殺手」 



二、要有屬靈的領袖（v 9-11, 15） 

1. 抓住神的應許 — 戰爭前 

V9 摩西對約書亞說：你為我們選出人來，出去
和亞瑪力人爭戰。明天我手裡要拿著神的杖，站
在山頂上。 

杖變蛇（出 4:2-5） 
2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手裡是什麼？他說：是杖。
3耶和華說：丟在地上。他一丟下去，就變作蛇；
摩西便跑開。 4耶和華對摩西說：伸出手來，拿
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變為杖；5如此好
叫他們信耶和華─他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罕
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顯現了。 



二、要有屬靈的領袖（v 9-11, 15） 

1. 抓住神的應許 — 戰爭前 

 十災中：水變血、蛙災、虱災、黑暗之災，
與杖有關 

 出 4:17 
你手裡要拿這杖，好行神蹟。   



二、要有屬靈的領袖 

2. 付上禱告代價 — 戰爭時 

舉手的意思 — 禱告 

 出 9:29 
摩西對他說：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華舉手
禱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
全地都是屬耶和華的。 

 利 9:22 
亞倫向百姓舉手，為他們祝福。他獻了贖罪
祭、燔祭、平安祭就下來了。 



二、要有屬靈的領袖 

2. 付上禱告代價 — 戰爭時 

 王上 8:54 
所羅門在耶和華的壇前屈膝跪著，向天舉手，
在耶和華面前禱告祈求已畢，就起來， 

 提前 2:8  
我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或作：疑惑），
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 



二、要有屬靈的領袖 

2. 付上禱告代價 — 戰爭時 

 萊比錫的禱告會 
 9/4/1989 

 11/6/1989 近50萬人和平遊行示威 

 11/9/1989 柏林圍牆倒下，近5億人口嚐到自由
空氣 



二、要有屬靈的領袖 

2. 付上禱告代價 — 戰爭時 

 「教會！我們感謝您！」 

 慕安德烈：「信徒不好好禱告，不是軟弱，也不是
虧欠，而是沉重的罪。」 



二、要有屬靈的領袖 

3. 將榮耀歸與神 — 戰爭後 

v15 摩西築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尼西（就是
耶和華是我旌旗的意思） 

耶和華尼西：耶和華是我的旌旗 



二、要有屬靈的領袖 

3. 將榮耀歸與神 — 戰爭後 

大衛與非利士人之戰 

 代上 14:11 
非利士人來到巴力毘拉心，大衛在那裡殺敗
他們。大衛說：神藉我的手沖破敵人，如同
水沖去一般；因此稱那地方為巴力毘拉心。 



二、要有屬靈的領袖 

3. 將榮耀歸與神 — 戰爭後 

 保羅醫治瘸腿 

諸君，為什麼做這事呢？我們也是人，性情
和你們一樣。… (徒14:15） 

 摩西身上的「謙卑」記號 

民12:3 
（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 



「團隊 or 團體」 

1. 「要走得快，就獨自上路； 
 要走得遠，就結伴同行。」 

巴克‧霍爾滋（Buchholz），說明團隊與
團體的區別: 

 團隊：認同一個共同目標，而且共同分
擔責任。如：球隊。 

 團體：能識別共同目標，但只承擔個人
責任。如：旅行團。 



「團隊 or 團體」 



三、要有得力的幫手—約書亞（v 10） 

V10  於是約書亞照著摩西對他所說的話行，
和亞瑪力人爭戰。摩西、亞倫，與戶珥
都上了山頂。 

 



三、要有得力的幫手—約書亞（v 10） 

1. 不計較，肯吃虧 

長壽的老翁 

2. 存謙卑，肯順服 

「要領導別人之前，先要有被領導的涵養。」 

3. 有勇氣，肯承擔 

西點軍校，培養領袖的九種性格之一: 
剛毅無畏。 

「一頭獅子帶領的一群羊，能戰勝一隻羊
帶領的一群獅子。」 

 



四、要有同心的同工—亞倫、戶珥（v12） 

V12 但摩西的手發沉，他們就搬石頭來，放
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亞倫與戶珥
扶著他的手，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那邊，
他的手就穩住，直到日落的時候。 

 



1. 盡本份，不推託 

 亞倫：大祭司 

 戶珥：曾聽百姓爭訟（出24:14） 

 思想僵化 

 知識退化 

 器官老化 

 等著火化  

四、要有同心的同工—亞倫、戶珥（v12） 



1. 盡本份，不推託 

 尹伯伯的見證 

 詩92:14 
「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
汁漿而常發青，」 

新世界譯本： 
「他們白髮蒼蒼的時候，仍然茂盛，依
舊飽滿常青，」 

四、要有同心的同工—亞倫、戶珥（v12） 



四、要有同心的同工—亞倫、戶珥（v12） 

2. 能體諒，不譴責 

 安德森(Anderson)調查： 
美國95%的教會，人數無
法超過250人 



四、要有同心的同工—亞倫、戶珥（v12） 

3. 能堅持，不鬆懈 

V12 …，直到日落的時候。 

「人貴有志，志貴有恆，半途而廢，徒勞
無功！」 



結論 

1. 人人參與，作主精兵 

2. 抓住應許，靠主得勝 

3. 彼此順服，討主喜悅 

4. 忠心到底，見主無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