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著信—亞伯拉罕

希伯來書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
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匯總相關經文

a) 書24：2

b) 徒7：2-4

c) 創11-18，20-25

d) 羅4

e) 加3

f) 來11：8-19

g) 各2



身世: 姓名,姓名的含義,年代

•亞伯蘭: 尊贵的父

•亞伯拉罕:多國之父

17:5 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
罕，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

•年代: 
• 大約公元前 2166 BC 至公元前1990 (175 years)
• 閃後約450年(閃活六百年),
• 中国:夏朝 (~2070 BC)



族譜

• 閃->亞法撒->沙拉->希伯->法勒->拉吳->西鹿->拿鶴->他拉

他拉 ->

11:26 他拉活到七十歲，生了亞伯蘭、拿鶴、哈蘭。

11:32 他拉共活了二百零五歲，就死在哈蘭。

12:4 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年七十五歲。

13:8 亞伯蘭就對羅得說：「你我不可相爭，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爭，因為我們是骨肉

（原文作弟兄）。

亞伯蘭
拿鶴
哈蘭

320年

70歲

三胞胎？
誰是老大、老二、老三？
他拉幾歲生亞伯蘭

• 他拉生亞伯蘭>=130歲
• 老大可能是哈蘭

• 哈蘭生羅得, 拿鶴的妻子密迦, 和
亦迦

• 羅得與亞伯蘭可能年齡相近



身世:
出生地

迦勒底的
吾珥

職業:
牧人



相關人物

•父親: 他拉

•兄弟: 拿鶴、哈蘭

•妻子: 撒萊（夏甲、基土拉）

•姪兒:羅得

•生: 以實瑪利、以撒, 還有六個兒子（創 25：1-2）



經歷:
1) 住在大河那邊事
奉別神 (書 24:2)

2) 神在吾珥向他顯
現(第一次顯現/說
話)(徒 7:2-4 )  



經歷:
3) 他拉死了以後，
神在哈蘭向他顯現/
第二次顯現(說話)?
(創 12:1-3)

4) 抵達迦南, 到了示

劍地方、摩利橡樹
那裡, (神向他第三
次說話) (創 12:4-9)

5) 遇饑荒,下埃及 (
創 12:10-20)



經歷:

6) 從埃及回南地 (創13:1-4)。

7) 亞伯蘭和羅得分手 (創13:5-13)

8) 神向他第四次顯現 (創13:14-18)



經歷:
9) 拯救羅得 (創 14)

10) 神第五次第六次說話,和亞伯蘭立約, 

(創15)

11) 生以實瑪利 (創16)

12) 神向他第七次說話, 改名,應允生

以撒,重申前约,受割禮 (創17)



經歷:
13) 神向他第八次顯現, 再一次應允生

以撒, 亞伯拉罕為所多瑪代求 (創18)

14) 亞伯拉罕和亞比米勒 (創20)

15) 生以撒,神向亞伯拉罕第九次說話, 

趕以實瑪利, 和亞比米勒立約 (創21)

16) 神向他第十次說話, 獻以撒 (創22)

17) 撒拉死, 買墳地 (創23)



經歷:

18) 為以撒娶妻(創24)

19) 亞伯拉罕死(創25) 



默想:

• 亞伯拉罕的信心,順從,和神與亞伯蘭說話的時機

• 比較兩次聽從撒拉的話

• 亞伯拉罕之所以願意順從神而獻以撒的關鍵原因是什麽？

• 你認為亞伯拉罕一生中，那個決定是最重要的？

• 亞伯拉罕的生活(工作,事業)與信仰

• 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經歷

書24:2 約書亞

對眾民說：
「耶和華以色
列的神如此說：
『古時你們的
列祖，就是亞
伯拉罕和拿鶴
的父親他拉，
住在大河那邊
事奉別神，

1) 住在大河那邊事奉別神 (書 24:2)



經歷

徒7:2-3 司提反說：

「諸位父兄請聽！當
日我們的祖宗亞伯拉
罕在米所波大米還未
住哈蘭的時候，榮耀
的神向他顯現， 3 對

他說：『你要離開本
地和親族，往我所要
指示你的地方去。』

2) 神向他第一次顯現 (徒 7:2-3)



3) 他拉死了以後，神在哈蘭向他顯現(第二次
顯現/說話?)  (創 12:1-4)

創12:1-4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
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2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

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3為你祝

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
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
的萬族都要因你得
福。」 4 亞伯蘭就照著耶和

華的吩咐去了；羅得也和他
同去。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
年七十五歲。



3) 他拉死了以後，神在哈蘭向他顯現(第二次?)  (創 12:1-3)

支持第一次的理由

1. 創12:1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Now the LORD had said unto Abram 
(KJV,NIV…) 「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
去。

創11:31-32 31 他拉帶著他兒子亞伯蘭和他孫子哈蘭的兒子羅

得，並他兒婦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出了迦勒底的吾珥，要往迦南地
去；他們走到哈蘭，就住在那裡。32 他拉共活了二百零五歲，就死
在哈蘭。
“had said” 暗示神說話是在他拉死以前
2. “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 

• 本地應該指吾珥,亞伯蘭生長地
• 離開父家,應該在他拉去世之前



3) 他拉死了以後，神在哈蘭向他顯現(第二次?)  (創 12:1-3)

支持第一次的理由

3. 徒7:2-3 司提反說：「諸位父兄請聽！當日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
在米所波大米還未住哈蘭的時候，榮耀的神向他顯現， 3 對他
說：『你要離開本地和親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這應該是司提反對創12：1-3節的詮釋。而不是新的啓示。

4. 來 11:8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
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裡去。

➔希伯來書作者講到亞伯拉罕的蒙召，應該是指著第一次蒙召
➔當時希伯來書作者講到亞伯拉罕的蒙召,應該是指創世記12:1-3,而

不是使徒行傳 7：2-3.



3) 他拉死了以後，神在哈蘭向他顯現(第二次?)  (創 12:1-3)

支持第二次的理由
1. 許多英文版本使用 The LORD said to Abram, 而非 had said

2. 24:1 亞伯拉罕年紀老邁，向來在一切事上耶和華都賜福給
他。 2 亞伯拉罕對管理他全業最老的僕人說：「請你把手放在我大
腿底下。3 我要叫你指著耶和華天地的主起誓，不要為我兒子娶這
迦南地中的女子為妻。4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為我的兒子以撒娶
一個妻子。」
Gen 24:10 那僕人從他主人的駱駝裡取了十匹駱駝，並帶些他主人
各樣的財物，起身往美索不達米亞去，到了拿鶴的城。



3) 他拉死了以後，神在哈蘭向他顯現(第二次?)  (創 12:1-3)

支持第二次的理由

創12:1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
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本地本族父家指哈蘭



亞伯蘭對神的呼召的回應

創11:31 他拉帶著他兒子亞伯蘭和他孫子哈蘭的兒子羅得，

並他兒婦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出了迦勒底的吾珥，要往
迦南地去；他們走到哈蘭，就住在那裡。

來 11:8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
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裡去。

創12:4 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羅得也和他同
去。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年七十五歲。

對於亞伯蘭的回應, 你給他多少分?



4) 抵達迦南, 到了示劍地方、摩利橡樹
那裡, (神向他第三次說話) (創 12:4-9)

創12:4 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羅

得也和他同去。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年七十五
歲。5 亞伯蘭將他妻子撒萊和姪兒羅得，連他

們在哈蘭所積蓄的財物、所得的人口，都帶往
迦南地去。他們就到了迦南地。6 亞伯蘭經過

那地，到了示劍地方、摩利橡樹那裡。那時迦
南人住在那地。7 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說：

「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亞伯蘭就在那
裡為向他顯現的耶和華築了一座壇。8 從那裡

他又遷到伯特利東邊的山，支搭帳棚；西邊是
伯特利，東邊是艾。他在那裡又為耶和華築了
一座壇，求告耶和華的名。9 後來亞伯蘭又漸
漸遷往南地去。



4) 抵達迦南, 到了示劍地方、摩利橡樹
那裡, (神向他第三次說話) (創 12:4-9)

神這次為什麼對亞伯蘭說話?

• 因為亞伯蘭聽從了神的吩咐，來
到了迦南

• 如果亞伯蘭沒有聽從神的吩咐,神
可能不會再和亞伯蘭說話了

• 聽從神是神對我們說話的關鍵



5). 遇饑荒,下埃及(創 12:10-20)

創 12:10 那地遭遇饑荒。因饑荒甚大，亞伯蘭就下埃及去，要在那裡暫
居。 11 將近埃及，就對他妻子撒萊說：「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婦
人。 12 埃及人看見你必說：『這是他的妻子』，他們就要殺我，卻叫
你存活。 13 求你說，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
存活。」 14 及至亞伯蘭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見那婦人極其美
貌。 15 法老的臣宰看見了他，就在法老面前誇獎他。那婦人就被帶進
法老的宮去。 16 法老因這婦人就厚待亞伯蘭，亞伯蘭得了許多牛、羊、
駱駝、公驢、母驢、僕婢。 17 耶和華因亞伯蘭妻子撒萊的緣故，降大
災與法老和他的全家。 18 法老就召了亞伯蘭來，說：「你這向我做的
是什麼事呢？為什麼沒有告訴我他是你的妻子？ 19 為什麼說他是你的

妹子，以致我把他取來要作我的妻子？現在你的妻子在這裡，可以帶他
走吧。」 20 於是法老吩咐人將亞伯蘭和他妻子，並他所有的都送走
了。



6) 從埃及回南地。
(創13:1-4)
創13:1 亞伯蘭帶著他的妻子與羅

得，並一切所有的，都從埃及上
南地去。 2 亞伯蘭的金、銀、牲
畜極多。 3 他從南地漸漸往伯特

利去，到了伯特利和艾的中間，
就是從前支搭帳棚的地方， 4 也

是他起先築壇的地方；他又在那
裡求告耶和華的名。



7) 亞伯蘭和羅得分手 (創13:5-13)
創13:5 與亞伯蘭同行的羅得也有牛群、羊群、帳
棚。 6 那地容不下他們；因為他們的財物甚多，
使他們不能同居。 7 當時，迦南人與比利洗人在

那地居住。亞伯蘭的牧人和羅得的牧人相
爭。 8 亞伯蘭就對羅得說：「你我不可相爭，你

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爭，因為我們是骨肉
（原文作弟兄）。 9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嗎？請你

離開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
左。」 10 羅得舉目看見約但河的全平原，直到

瑣珥，都是滋潤的，那地在耶和華未滅所多瑪、
蛾摩拉以先如同耶和華的園子，也像埃及
地。 11 於是羅得選擇約但河的全平原，往東遷
移；他們就彼此分離了。 12 亞伯蘭住在迦南地，

羅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漸漸挪移帳棚，直到所多
瑪。 13 所多瑪人在耶和華面前罪大惡極。



8). 神向他第四次顯現 (創13:14-18)

創13:14 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耶和華

對亞伯蘭說：「從你所在的地方，你舉
目向東西南北觀看；15 凡你所看見的

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
到永遠。 16 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

上的塵沙那樣多，人若能數算地上的塵
沙才能數算你的後裔。 17 你起來，縱

橫走遍這地，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你。」
亞伯蘭就搬了帳棚，來到希伯崙幔利的
橡樹那裡居住，在那裡為耶和華築了一
座壇。



8). 神向他第四次顯現 (創13:14-18)

神這次為什麼對亞伯蘭說話?

• 因為亞伯蘭向羅得施恩

• 馬太 5: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
們必承受地土。

• 神對溫柔/ 不競爭/好和平的人說話

• 為什麼亞伯蘭向羅得施恩?
• 跟他信神的話有關係嗎? 

• 12: 2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 12:7 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
• 在埃及的經歷



9). 拯救羅得 (創 14)

創14:11 四王就把所多瑪和蛾摩拉所有的財物，並一切的糧食都擄掠去了；
12 又把亞伯蘭的姪兒羅得和羅得的財物擄掠去了。當時羅得正住在所多
瑪。 14 亞伯蘭聽見他姪兒（原文作弟兄）被擄去，就率領他家裡生養的精
練壯丁三百一十八人，直追到但，15 便在夜間，自己同僕人分隊殺敗敵人，
又追到大馬色左邊的何把，16 將被擄掠的一切財物奪回來，連他姪兒羅得
和他的財物，以及婦女、人民也都奪回來。

創14:21-24 所多瑪王對亞伯蘭說：「你把人口給我，財物你自己拿去
吧！」 22 亞伯蘭對所多瑪王說：「我已經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華起誓：
23 凡是你的東西，就是一根線、一根鞋帶，我都不拿，免得你說：『我使
亞伯蘭富足！』24 只有僕人所吃的，並與我同行的亞乃、以實各、幔利所
應得的分，可以任憑他們拿去。」



10) 神第五、六次說話,和亞伯蘭立約, (創15)

Gen 15:13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事
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14 並且他們所要服事的那國，我要懲罰，
後來他們必帶著許多財物從那裡出來。 15 但你要享大壽數，平平安安的歸到你列祖
那裡，被人埋葬。 16 到了第四代，他們必回到此地，因為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
滿盈。」 17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煙的爐並燒著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 18 當那

日，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說：「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
地， 19 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 20 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
人、 21 亞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Gen 15:1 這事以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話對亞伯蘭說：「亞伯蘭，你不要懼怕！
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賞賜你。」 2 亞伯蘭說：「主耶和華啊，我既無子，你
還賜我什麼呢？並且要承受我家業的是大馬色人以利以謝。」 3 亞伯蘭又說：
「你沒有給我兒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後嗣。」4 耶和華又有話對他說：
「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為你的後嗣。」5 於是領他走到外

邊，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能數得過來嗎？」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將
要如此。」 6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10) 神第五次說話,和亞伯蘭立約, (創15)

神這次為什麼對亞伯蘭說話?
• 因為他救了羅得
• 因為他心裡害怕
• 勇敢並不意味著心裡沒有恐懼

• 道德勇氣常常是個決定。每當亞伯蘭展現道德勇氣後，神
就對他說語。

• 神常說“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 “不要懼怕，也不要驚
惶。” “不要膽怯，不要懼怕戰兢，也不要因他們驚恐”；

• 馬太8:26 耶穌說：「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什麼膽怯呢？」
• 馬可4:40 耶穌對他們說：「為什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

嗎？」



默想:亞伯拉罕的信心,順從,和神與亞伯蘭說話的時機

應用問題:

•我渴慕神對我說話嗎？我渴慕聽到神對我說話嗎？

•請使用“聰明應用法”寫出你可以如何聽到神對你
說話。

•參考:

李嘉維長老今年九月二十五日的證道：喫生命樹果









應用問題:
•我渴慕神對我說話嗎？我渴慕聽到神對我說話嗎？

•請使用“聰明應用法”寫出你可以如何聽到神對你說話。

舉例:在每日晨更或週五查經時, 如果神感動我分享對神話
語的領受，我願意鼓起勇氣來順從,來分享。





默想:

• 亞伯拉罕的信心,順從,和神與亞伯蘭說話的時機

• 比較兩次聽從撒拉的話

• 亞伯拉罕之所以願意順從神而獻以撒的關鍵原因是什麽？

• 你認為亞伯拉罕一生中，那個決定是最重要的？

• 亞伯拉罕的生活(工作,事業)與信仰

• 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11) 生以實瑪利 (創16)

創16:15 後來夏甲給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亞伯蘭給他起名叫以實
瑪利。 16 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亞伯蘭年八十六歲。

創16:1 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撒萊有一個使女，名叫夏甲，
是埃及人。2 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

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得孩子：原文作被建立）。」亞
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3 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
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已經住了十年。 4 亞伯蘭與夏甲同房，
夏甲就懷了孕；他見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Gen 16:6 亞伯蘭對

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他。」撒萊苦待他，他就從
撒萊面前逃走了。Gen 16:7 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書珥路上的水泉旁遇
見他， 8 對他說：「撒萊的使女夏甲，你從那裡來？要往那裡去？」
夏甲說：「我從我的主母撒萊面前逃出來。」9 耶和華的使者對他說：
「你回到你主母那裡，服在他手下」；



4) 抵達迦南, 到了示劍地方、摩利橡樹
那裡, (神向他第三次說話) (創 12:4-9)

創12:4 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羅

得也和他同去。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年七十五
歲。5 亞伯蘭將他妻子撒萊和姪兒羅得，連他

們在哈蘭所積蓄的財物、所得的人口，都帶往
迦南地去。他們就到了迦南地。6 亞伯蘭經過

那地，到了示劍地方、摩利橡樹那裡。那時迦
南人住在那地。7 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說：

「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亞伯蘭就在那
裡為向他顯現的耶和華築了一座壇。8 從那裡

他又遷到伯特利東邊的山，支搭帳棚；西邊是
伯特利，東邊是艾。他在那裡又為耶和華築了
一座壇，求告耶和華的名。9 後來亞伯蘭又漸
漸遷往南地去。



8). 神向他第四次顯現 (創13:14-18)

創13:14 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耶和華

對亞伯蘭說：「從你所在的地方，你舉
目向東西南北觀看；15 凡你所看見的

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
到永遠。 16 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

上的塵沙那樣多，人若能數算地上的塵
沙才能數算你的後裔。 17 你起來，縱

橫走遍這地，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你。」
亞伯蘭就搬了帳棚，來到希伯崙幔利的
橡樹那裡居住，在那裡為耶和華築了一
座壇。



10) 神第五、六次說話,和亞伯蘭立約, (創15)

Gen 15:13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事
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14 並且他們所要服事的那國，我要懲罰，
後來他們必帶著許多財物從那裡出來。 15 但你要享大壽數，平平安安的歸到你列祖
那裡，被人埋葬。 16 到了第四代，他們必回到此地，因為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
滿盈。」 17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煙的爐並燒著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 18 當那

日，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說：「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
地， 19 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 20 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
人、 21 亞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Gen 15:1 這事以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話對亞伯蘭說：「亞伯蘭，你不要懼怕！
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賞賜你。」 2 亞伯蘭說：「主耶和華啊，我既無子，你
還賜我什麼呢？並且要承受我家業的是大馬色人以利以謝。」 3 亞伯蘭又說：
「你沒有給我兒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後嗣。」4 耶和華又有話對他說：
「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為你的後嗣。」5 於是領他走到外

邊，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能數得過來嗎？」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將
要如此。」 6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11) 生以實瑪利 (創16)

創16:15 後來夏甲給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亞伯蘭給他起名叫以實
瑪利。 16 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亞伯蘭年八十六歲。

創16:1 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撒萊有一個使女，名叫夏甲，
是埃及人。2 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

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得孩子：原文作被建立）。」亞
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3 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
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已經住了十年。 4 亞伯蘭與夏甲同房，
夏甲就懷了孕；他見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Gen 16:6 亞伯蘭對

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他。」撒萊苦待他，他就從
撒萊面前逃走了。Gen 16:7 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書珥路上的水泉旁遇
見他， 8 對他說：「撒萊的使女夏甲，你從那裡來？要往那裡去？」
夏甲說：「我從我的主母撒萊面前逃出來。」9 耶和華的使者對他說：
「你回到你主母那裡，服在他手下」；



15) 生以撒, 趕以實瑪利, 和亞比米勒立約 (創21)
Gen 21:1 耶和華按著先前的話眷顧撒拉，便照他所說的給撒拉成就。 2 當亞伯拉
罕年老的時候，撒拉懷了孕；到神所說的日期，就給亞伯拉罕生了一個兒子。 3 亞
伯拉罕給撒拉所生的兒子起名叫以撒。 4 以撒生下來第八日，亞伯拉罕照著神所吩
咐的，給以撒行了割禮。 5 他兒子以撒生的時候，亞伯拉罕年一百歲。
Gen 21:8 孩子漸長，就斷了奶。以撒斷奶的日子，亞伯拉罕設擺豐盛的筵
席。 9 當時，撒拉看見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戲笑，10 就對亞伯拉罕

說：「你把這使女和他兒子趕出去！因為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我的兒子以撒一同承
受產業。」11 亞伯拉罕因他兒子的緣故很憂愁。12 神對亞伯拉罕說：「你不必為

這童子和你的使女憂愁。凡撒拉對你說的話，你都該聽從；因為從以撒生的，才要
稱為你的後裔。13 至於使女的兒子，我也必使他的後裔成立一國，因為他是你所
生的。」 14 亞伯拉罕清早起來，拿餅和一皮袋水，給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
把孩子交給他，打發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別是巴的曠野走迷了路。
Gen 21:22 當那時候，亞比米勒同他軍長非各對亞伯拉罕說：「凡你所行的事都有
神的保佑。23 我願你如今在這裡指著神對我起誓，不要欺負我與我的兒子，並我的
子孫。我怎樣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樣厚待我與你所寄居這地的民。」 32 他們在別
是巴立了約，亞比米勒就同他軍長非各起身回非利士地去了。



比較兩次聽從撒拉的話
• 都是關於夏甲
• 兩次都聽從了撒拉
• 第一次，神沒有乾涉
• 第二次，神介入了
• 為什麼神第一次不乾涉,第二次卻介入了?

夫妻同心很重要。但夫妻若因同心,而不尋求神,而
做神不喜悅的事，神可能會“任憑”.



默想:

• 亞伯拉罕的信心,順從,和神與亞伯蘭說話的時機

• 比較兩次聽從撒拉的話

• 亞伯拉罕之所以願意順從神而獻以撒的關鍵原因是什麽？

• 你認為亞伯拉罕一生中，那個決定是最重要的？

• 亞伯拉罕的生活(工作,事業)與信仰

• 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Gen 17:1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我是全能的神。
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 2 我就與你立約，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3 亞伯蘭俯
伏在地；神又對他說：4 「我與你立約：你要作多國的父。 5 從此以後，你的名
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6 我必使你的後裔極
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

12) 神向他第七次說話, 改名,應允生以撒,重申前约,受割禮 (創17)

Gen 17:9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和你的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 10 你們
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禮；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所立的約，是你們所當遵守的。

Gen 17:15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的妻子撒萊不可再叫撒萊，他的名要叫撒
拉。 16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
國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從他而出。」17 亞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裡說：
「一百歲的人還能得孩子嗎？撒拉已經九十歲了，還能生養嗎？」18 亞伯拉罕
對神說：「但願以實瑪利活在你面前。」 19 神說：「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給你

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作他後裔永遠的
約。
Gen 17:24 亞伯拉罕受割禮的時候年九十九歲。 25 他兒子以實瑪利受割禮的時
候年十三歲。 26 正當那日，亞伯拉罕和他兒子以實瑪利一同受了割禮。



13) 神向他第八次顯現, 再一次應允生以撒,亞伯拉罕為所多瑪代求 (創

18)

Gen 18:10 三人中有一位說：「到明年這時候，我必要回到你這裡；你的妻子撒拉
必生一個兒子。」撒拉在那人後邊的帳棚門口也聽見了這話。11 亞伯拉罕和撒拉
年紀老邁，撒拉的月經已斷絕了。 12 撒拉心裡暗笑，說：「我既已衰敗，我主也
老邁，豈能有這喜事呢？」

Gen 18:20 耶和華說：「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甚重，聲聞於我。 21 我現在要下

去，察看他們所行的，果然盡像那達到我耳中的聲音一樣嗎？若是不然，我也必知
道。」

Gen 18:23 亞伯拉罕近前來，說：「無論善惡，你都要剿滅嗎？ 24 假若那城裡有

五十個義人，你還剿滅那地方嗎？不為城裡這五十個義人饒恕其中的人
嗎？ 25 將義人與惡人同殺，將義人與惡人一樣看待，這斷不是你所行的。審判
全地的主豈不行公義嗎？」

Gen 18:1 耶和華在幔利橡樹那裡向亞伯拉罕顯現出來。那時正熱，亞伯拉罕坐在
帳棚門口，2 舉目觀看，見有三個人在對面站著。他一見，就從帳棚門口跑去迎接
他們，俯伏在地，



為什麼過了13年後, 神才再次對亞伯蘭說話, 應允生以撒?

• 因為到現在,亞伯蘭和撒拉都老了, 不能生育了

• 讓他們知道生以撒是一個神蹟

• 信心是一個決定 (受割禮)



14) 亞伯拉罕和亞比米勒 (創20)
創20:1 亞伯拉罕從那裡向南

地遷去，寄居在加低斯和書
珥中間的基拉耳。 2 亞伯拉

罕稱他的妻撒拉為妹子，基
拉耳王亞比米勒差人把撒拉
取了去。 3 但夜間，神來，

在夢中對亞比米勒說：「你
是個死人哪！因為你取了那
女人來；他原是別人的妻
子。」Gen 20:11 亞伯拉罕說：

「我以為這地方的人總不懼
怕神，必為我妻子的緣故殺
我。12 況且他也實在是我的

妹子；他與我是同父異母，
後來作了我的妻子。



16) 神向他第十次說話, 獻以撒 (創22)

Gen 22:1 這些事以後，神要試驗亞伯拉罕，就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他說：
「我在這裡。」 2 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
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

Gen 22:7-14 以撒對他父親亞伯拉罕說：「父親哪！」亞伯拉罕說：「我兒，我在
這裡。」以撒說：「請看，火與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那裡呢？」
8 亞伯拉罕說：「我兒，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羔。」於是二人同行。 9 他們到

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亞伯拉罕在那裡築壇，把柴擺好，捆綁他的兒子以撒，放在壇
的柴上。 10 亞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 11 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
他說：「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裡。」 12 天使說：「你不可在

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
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 13 亞伯拉罕舉目觀看，不料，有一隻

公羊，兩角扣在稠密的小樹中，亞伯拉罕就取了那隻公羊來，獻為燔祭，代替他的
兒子。 14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就是耶和華必預備的意思），
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



默想:

• 亞伯拉罕的信心,順從,和神與亞伯蘭說話的時機

• 比較兩次聽從撒拉的話

• 亞伯拉罕之所以願意順從神而獻以撒的關鍵原因是什麽？

• 你認為亞伯拉罕一生中，那個決定是最重要的？

• 亞伯拉罕的生活(工作,事業)與信仰

• 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默想:

• 亞伯拉罕之所以願意順從神而獻以撒的關鍵原因是什麽？
• 生以撒

•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 (羅 4:17)

• 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做成 (羅 4:21)

• 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裡復活 (來 11:19)

•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
的。」 (約伯記 1:21)



17) 買墳地 (創23)

Gen 23:1-4 撒拉享壽一百二十七歲，這是撒拉一生的歲數。 2 撒拉死在
迦南地的基列亞巴，就是希伯崙。亞伯拉罕為他哀慟哭號。 3 後來亞伯
拉罕從死人面前起來，對赫人說： 4 「我在你們中間是外人，是寄居的。
求你們在這裡給我一塊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

Gen 23:9 把田頭上那麥比拉洞給我；他可以按著足價賣給我，作我在
你們中間的墳地。」

Gen 23:16 亞伯拉罕聽從了以弗崙，照著他在赫人面前所說的話，把買
賣通用的銀子平了四百舍客勒給以弗崙。

Gen 23:19 此後，亞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幔利前的麥比
拉田間的洞裡。（幔利就是希伯崙）。20 從此，那塊田和田間的洞就
藉著赫人定準歸與亞伯拉罕作墳地。



18) 為以撒娶妻(創24)

Gen 24:1 亞伯拉罕年紀老邁，向來在一切事上耶和華都賜福給他。
Gen 24:2 亞伯拉罕對管理他全業最老的僕人說：「請你把手放在我
大腿底下。 Gen 24:3 我要叫你指著耶和華天地的主起誓，不要為
我兒子娶這迦南地中的女子為妻。 Gen 24:4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
為我的兒子以撒娶一個妻子。」 Gen 24:5 僕人對他說：「倘若女

子不肯跟我到這地方來，我必須將你的兒子帶回你原出之地
嗎？」 Gen 24:6 亞伯拉罕對他說：「你要謹慎，不要帶我的兒子
回那裡去。 Gen 24:7 耶和華天上的主曾帶領我離開父家和本族的

地，對我說話，向我起誓說：『我要將這地賜給你的後裔。』他必
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從那裡為我兒子娶一個妻子。 Gen 
24:8 倘若女子不肯跟你來，我使你起的誓就與你無干了，只是不
可帶我的兒子回那裡去。」



19) 亞伯拉罕死(創25)

創25:7 亞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一百七十五
歲。 8 亞伯拉罕壽高年邁，氣絕而死，歸到他
列祖（原文作本民）那裡。 9 他兩個兒子以撒、

以實瑪利把他埋葬在麥比拉洞裡。這洞在幔利
前、赫人瑣轄的兒子以弗崙的田中， 10 就是亞

伯拉罕向赫人買的那塊田。亞伯拉罕和他妻子
撒拉都葬在那裡。



默想:

• 亞伯拉罕的信心,順從,和神與亞伯蘭說話的時機

• 比較兩次聽從撒拉的話

• 亞伯拉罕之所以願意順從神而獻以撒的關鍵原因是什麽？

• 你認為亞伯拉罕一生中，那個決定是最重要的？

• 亞伯拉罕的生活(工作,事業)與信仰

• 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默想四:亞伯拉罕一生中，那個決定是最重要的？

•離開吾珥，出哈蘭(11,12)

•下埃及(12)

•亞伯蘭和羅得分手(13)

•拯救羅得, 拒所多瑪財物 (14)

•和神立約, (15)

•娶夏甲(16)

•受割禮(17)

•為所多瑪代求 (18)

•寄居基拉耳。(19)

•趕以實瑪利(21)

•獻以撒(22)

•買墳地(23)

•為以撒娶妻(24)



默想:

• 亞伯拉罕的信心,順從,和神與亞伯蘭說話的時機

• 亞伯拉罕之所以願意順從神而獻以撒的關鍵原因是什麽？

• 比較兩次聽從撒拉的話

• 你認為亞伯拉罕一生中，那個決定是最重要的？

• 亞伯拉罕的生活(工作,事業)與信仰

• 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默想五 :
亞伯拉罕的生活(工作,事業)與信仰

(孔毅的雙職事奉)

•基督徒該如何面對職場中的
關鍵時刻及生命中的定義時
刻

•從十六位聖經人物中學習，
如何在人生中的定義時刻做
出正確的選擇，使用扭轉五
力，找到自己在神國度中的
使命。



職場中的關鍵時刻

• “關鍵時刻” 是工作上所出現的重大形勢改變

• 面對工作難題，迷茫不知所措的時刻

• 感覺被人逼到盡頭的時刻

• 被要求去完成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的時刻

• 長期受到逼迫，必須衝破逆境的時刻

• 面對難題，想要打退堂鼓，或找槍手，替你解決的時刻

• 是明明做了對的選擇，工作景況卻更糟的時刻

• 工作與信仰衝突，必須擇一的時刻

• 關鍵時刻(彎道), 是你在一般時刻(直道)所學的經驗、知識全都失
效，而開始感到害怕的時刻。



定義時刻
•定義時刻的涵義就是人生轉捩點。

•定義時刻就是當我們開始自我詢問以下這些問題時：
•面對人生：我是要選擇一個安逸的生活？還是選擇一
個剛強的生命力？

•花錢原則：我是選擇想要的？還是需要的。

•事奉神：我是選擇人人看得見的方式？還是沒有人看
見的方式？

•選擇工作：我是選薪水最高的？還是有熱情的？
•選擇配偶：我是選最好的？還是最適合我的？



扭轉五力
• “扭轉五力” 是神給人的基本潛能, 在逆境中被激發出來的

1. 魄力(edge)
▪面對受制，不滿的現狀，並且有能力化危機為轉機，首先
需要的就是要有「魄力」去做出艱難的決定，並且勇於擔
當後果，也要有膽識做好應變工作。

2. 眼力(envision)
▪一但決定改變，下一步就是面對問題，在腦中得見解決之
道的眼力。眼力是追逐夢想和願景的能力，也是評估局勢
並改變方向的能力。

3. 魅力(energize)
▪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激勵自己，也激勵別人，能與別人
相處合作，同時照顧到自己和別人的情感需要。



扭轉五力
• “扭轉五力” 是神給人的基本潛能, 在逆境中被激發出來的

4. 動力(execute)
•再完美的計畫都必須落實到行動中。「動力」能夠讓人

在行動中發展出可行的計畫，並且堅持執行直到目標達

成。

5. 德力(ethics)
•在關鍵時刻決定走向何方，最終取決於人的德力。德力

不只是講誠信或是一個更高的道德標準，而是能讓個人

或企業長期成功的能力，因為它起了區分的原則。



亞伯拉罕的生活(工作,事業)與信仰

•亞伯蘭和羅得分手: 

• 在職場中是不是只有利益關係？

• “牧人”是亞伯蘭與羅得的職業。但亞伯蘭表現出謙讓、溫柔的

美德。



亞伯拉罕的扭轉五力
拯救羅得 (創 14)

• 魄力: 有膽有識-亞伯蘭聽見他姪兒（原文作弟兄）被擄去，就率領他家裡
生養的精練壯丁三百一十八人，直追到但，

• 魅力: 善於感召-Gen 14:13 有一個逃出來的人告訴希伯來人亞伯蘭；亞伯
蘭正住在亞摩利人幔利的橡樹那裡。幔利和以實各並亞乃都是弟兄，曾與亞
伯蘭聯盟。Gen 14:24 只有僕人所吃的，並與我同行的亞乃、以實各、幔利
所應得的分，可以任憑他們拿去。」

• 眼力: 見到戰術-Gen 14:15 便在夜間，自己同僕人分隊殺敗敵人，

• 動力(execute): 執行到位-Gen 14:15-16 又追到大馬色左邊的何把，將被擄
掠的一切財物奪回來，連他姪兒羅得和他的財物，以及婦女、人民也都奪回
來。

• 德力(ethics): 德行天下-Gen 14:23 凡是你的東西，就是一根線、一根鞋帶，
我都不拿，免得你說：『我使亞伯蘭富足！』



為人

個性(characteristics)
• 怕死: 兩次為自身安危而寧可犧牲妻子撒萊(12,20)

• 勇敢: 拯救羅得 (14)
• 重感情: 拯救羅得 (14), 因以實瑪利和夏甲的緣故很

憂愁 (21)
• 好客: 款待三名陌生人 (18)
• 憐憫: 為所多瑪代求(18)



事奉(service)
• 築壇紀念神(12,13)

對人(towards man)
• 孝順，顧念孤兒寡母 (B. 創11:31, 21:11-12) 

• 重義氣，不乘人之危 (I, 創14:14, 23-24)

對神(towards God)
• 相信神的話 (後裔將極其繁多)

• 順從神的話 (離開吾珥，出哈蘭, 趕以實瑪利, 獻

以撒)



神(或人)對他的評價
• 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創15:6,羅4:3,雅2:23)
• 是敬畏神的 (創 22:12)
• 一切未受割禮而信之人的父 (羅 4:11)
•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 (羅 4:17)
• 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做成 (羅 4:21)
• 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加 3:7)
• 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來 11:10)
• 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裡復活 (來 11:19)
• 因行為稱義 (雅 2:21)
• 得稱為神的朋友 (雅 2:23)



默想:

• 亞伯拉罕的信心,順從,和神與亞伯蘭說話的時機

• 亞伯拉罕之所以願意順從神而獻以撒的關鍵原因是什麽？

• 比較兩次聽從撒拉的話

• 你認為亞伯拉罕一生中，那個決定是最重要的？

• 亞伯拉罕的生活(工作,事業)與信仰

• 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 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是有條件的，還是無條件的？
• 列下神給信衪之人的應許。我渴慕、羨慕、盼望神的應許嗎？
• 寫下一個你最盼望的神的應許。請使用“聰明應用法”寫出你該如

何來支取/使神成就這個應許。



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12:1-3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
所要指示你的地去。2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
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3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12:7 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說：「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
裔。」

13:14-17 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耶和華對亞伯蘭說：「從你所在
的地方，你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 15 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
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 16 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

地上的塵沙那樣多，人若能數算地上的塵沙才能數算你的後
裔。 17 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你。」



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15:1 這事以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話對亞伯蘭說：「亞伯蘭，你
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賞賜你。」 15:4 耶和華又

有話對他說：「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為你
的後嗣。」Gen 15:5 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你向天觀看，數

算眾星，能數得過來嗎？」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將要如
此。」 耶和華又對他說：「我是耶和華，曾領你出了迦勒底的吾
珥，為要將這地賜你為業。」 Gen 15:9 他說：「你為我取一隻

三年的母牛，一隻三年的母山羊，一隻三年的公綿羊，一隻斑鳩，
一隻雛鴿。」 Gen 15:18 當那日，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說：
「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 Gen 
15:19 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 Gen 15:20 赫人、比
利洗人、利乏音人、 Gen 15:21 亞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
耶布斯人之地。」



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Gen 17:1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我是全能的神。你
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 Gen 17:2 我就與你立約，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 Gen 
17:4 「我與你立約：你要作多國的父。 Gen 17:5 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
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
Gen 17:6 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 Gen 17:7 我要
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神。 Gen 
17:8 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必作
他們的神。」 9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和你的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10 你們

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禮；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所立的約，是你們所當遵守
的。 11 你們都要受割禮；這是我與你們立約的證據。 12 你們世世代代的男子，無論
是家裡生的，是在你後裔之外用銀子從外人買的，生下來第八日，都要受割禮。 13 你

家裡生的和你用銀子買的，都必須受割禮。這樣，我的約就立在你們肉體上作永遠的
約。 14 但不受割禮的男子必從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約。」 15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
「你的妻子撒萊不可再叫撒萊，他的名要叫撒拉。 16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
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從他而出。」



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Gen 22:16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
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 Gen 
22:17 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

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
敵的城門，Gen 22:18 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

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



18:19 我眷顧他，為要叫他吩咐他的眾子和他的眷屬遵

守我的道，秉公行義，使我所應許亞伯拉罕的話都成就
了。」

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的成就是有條件的,但神會幫助亞伯
拉罕滿足這些條件

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是有條件的，還是
無條件的？



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
• 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是有條件的，還是無條件的？
• 列下神給信衪之人的應許。我渴慕、羨慕、盼望神的應許嗎？
• 寫下一個你最盼望的神的應許。請使用“聰明應用法”寫出你該如

何來支取/使神成就這個應許。

例子: 
申 31:6 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懼他們，因為耶和
華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每當我心裡有神的話，我就不害怕, 我發現當我帶領聖經學習時,我
最能記住神的話語. 因此，只要有機會,我會願意要參加查經的預
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