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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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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 亞伯拉罕  

1. 匯總相關經文 (collecting the related Scripture references) 

a) 書 24：2 

b) 徒 7：2-4 

c) 創 11-17，18-25 

d) 羅 4 

e) 加 3 

f) 來 11：8-19 

g) 各 2 

2. 身世(background) 

a) 姓名(name)                             

       亞伯蘭, 亞伯拉罕 

b) 姓名的含義(meaning of the name)          

亞伯蘭:「尊貴的父」 

亞伯拉罕:「多國之父」   



c) 年代(birth 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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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出生地(birth place)                      

迦勒底的吾珥 

e) 職業 (occupation)                       

牧人  

f) 相關人物(related characters)               

父親他拉, 兄弟拿鶴、哈蘭, 妻子撒萊（夏甲、基土拉）,姪兒羅

得, 生以撒 、以實瑪利, 還有六個兒子（創 25：1-2） 

3. 經歷(chronicle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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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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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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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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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拯救羅得 (創 14) 

10) 神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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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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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為以撒娶妻(創 24) 

19)  亞伯拉罕死(創 25)  

 



 

 

 

 



4. 為人(personality) 

a) 個性(characteristics) 

• 怕死: 兩次為自身安危而寧可犧牲妻子撒萊(12,20) 

• 不佔便宜: 和羅得分手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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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視兒子的婚姻: 為以撒娶妻(24) 

b) 事奉(service) 

• 築壇紀念神(12,13,22) 

c) 對人(towards man) 

• 孝順，顧念孤兒寡母 (創 11:31, 21:11-12)  

• 重義氣，不乘人之危 (創 14:14, 23-2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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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神(或人)對他的評價 (evaluation of God or of m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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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默想和應用(第一週)(meditation and application) 

默想: 

• 亞伯拉罕的信心,順從,和神與亞伯蘭說話的時機 

• 比較亞伯拉罕兩次聽從撒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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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李嘉維長老今年九月二十五日的證道：喫生命樹果 

Rhema: 聖靈在心裡的感動和聲音 

Logos: 用文字寫下來的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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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鼓起勇氣來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