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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信—亞伯 

2022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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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信心？ 

1. 信心的重要性 

 

2. 什麼是信？ 

希伯來書 1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a.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 實底：substance 

 

b. 聖經中有信心而產生的盼望是從來不會落空的： 

i. 羅馬書 5:4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Rom 5:5  盼望不至

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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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希伯來書 6:19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

靠，且通入幔內。  

 

c.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 確據：evidence 

 

d. 信耶穌基督不是盲信、迷信，而是有證據的。 

 

 

3. 該隱和亞伯的例子： 

希伯來書 11:4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

了稱義的見證，就是神指他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

仍舊說話。  

 

為什麼亞伯所獻的更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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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心的幾個關鍵要素： 

a. 信的對象: 是神；不是自己，也不是別人。 

b. 信的內容：是神自己和神所說的話，是神的應許；不是自己的願

望或想法。 

i. 舉例：請你舉出你相信的一件事，並所信的聖經依據。 

 

c. 信的結果：本于神應許的信心一定不會落空。 

d. 什麼是大的信心？小的信心？ 

i. 芥菜種一般的信心，可以移山 

ii. 小的信心是指搖擺的信心，像海中的波浪一樣；是指一邊

信，一邊還懷疑；一會兒相信，過一會兒又懷疑；總是半

信半疑。 

iii. 舉例： 

1. 憂慮的人。馬太福音 6:30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

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裡，神還給他這樣的

妝飾，何況你們呢！  

2. 膽怯的人。馬太福音 8:26  耶穌說：「你們這小信的

人哪，為什麼膽怯呢？」於是起來，斥責風和海，風

和海就大大的平靜了。  

3. 疑惑的人。馬太福音 14:31  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

「你這小信的人哪，為什麼疑惑呢？」  

4. 擔心的人。馬太福音 16:8  耶穌看出來，就說：「你

們這小信的人，為什麼因為沒有餅彼此議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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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大的信心是指經過考驗的，不動搖的信心。 

v. 舉例：百夫長、迦南婦人、亞伯、以諾、挪亞、亞伯拉罕 

 

參考資料：《何謂信心》，史普羅（R. C. Sprou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lAv7wsqfuk&list=PLcQLAzc2o_eRDrAa6bZ8

kfAdOJjAlEe-G 

 

亞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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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創世記 4 章 1-11,25 

b. 馬太福音 23：35 

c. 路加福音 11：51 

d. 希伯來書 11：4，13-16；12：24 

 

2. 身世(background) 

a. 姓名(name)：亞伯 

b. 姓名的含義(meaning of the name) 

i. 氣息;像水汽一樣地蒸發，迅速地逝去;虛空。亞伯的生命

是很短暫的，就如同一聲歎息一樣, 轉眼成空，便如飛而

去了。 

ii. 新鮮；多草,草地。 

c. 年代(birth time) 

i. 該隱是亞當和夏娃的第一個兒子，亞伯是第二個兒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lAv7wsqfuk&list=PLcQLAzc2o_eRDrAa6bZ8kfAdOJjAlEe-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lAv7wsqfuk&list=PLcQLAzc2o_eRDrAa6bZ8kfAdOJjAlE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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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創 4:1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

生了該隱（就是得的意思），便說：「耶和華使我得了一

個男子。」2  又生了該隱的兄弟亞伯。亞伯是牧羊的；該

隱是種地的。  

 

d. 出生地(birth place) 

i. 出生在伊甸園之外 

 

e. 職業 (occupation) 

i. 亞伯是牧羊的 

 

f. 相關人物(related characters) 

i. 父親：亞當 

ii. 母親：夏娃 

iii. 兄弟：該隱、塞特，還有其他的兄弟姊妹。 

iv. 沒有後代 

 

3. 經歷(chronicles of life) 

a. 生為次子，亞伯和該隱一樣都是生在罪中。伊甸園裡所發生的事

情，是從亞當夏娃那裡聽來的。 

b. 亞伯是放羊的。他選擇了這個職業，說明他留意了在伊甸園中所

發生的事。他留心聽了亞當和夏娃所說的，並且照著神的心意行：

用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祭給神。上帝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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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神悅納了亞伯和亞伯的供物。亞伯因著信，在神面前得以稱義。 

d. 亞伯的義行卻招來該隱對他的不滿和嫉妒，在田間被哥哥打死。 

e. 然而，亞伯卻藉著他所流的血繼續講話。 

 

4. 為人(personality) 

a. 個性(characteristics)： 

i. 該隱：易怒、嫉妒、無自治，而且自以為是不聽神的話 

ii. 亞伯：謙卑、忍耐、堅持到底 

 

b. 事奉(service)： 

i. 該隱：用自己的方式獻祭給神，不得神的喜悅。 

1. 其他的例子：亞倫的兩個兒子；烏撒的手 

ii. 亞伯：用神喜悅的方式獻祭給神。 

1. 來，聽，信，遵行，知道，見證 

 

c. 對人(towards man)： 

i. 該隱：不聽從父母、嫉妒並殺死弟弟 

ii. 亞伯：聽從父母、忍耐哥哥 

 

d. 對神(towards God) 

i. 該隱：頂撞神，並向神撒謊，不願意照著神的心意做事 

ii. 亞伯：相信神的應許、盼望神所預備的更美的家鄉 

 

e. 神(或人)對他的評價 (evaluation of God or of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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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亞伯是義人，是被神所差派的先知： 

1. 希伯來書 11:4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

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就是神指他禮物

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  

2. 馬太福音 23:34  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並文士到

你們這裡來，有的你們要殺害，要釘十字架；有的你

們要在會堂裡鞭打，從這城追逼到那城， 35  叫世上

所流義人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從義人亞伯的血起，

直到你們在殿和壇中間所殺的巴拉加的兒子撒迦利亞

的血為止。36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一切的罪都要歸

到這世代了。」 37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

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裡來的人。

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

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  

3. 路加福音 11:49  所以，神用智慧曾說：『我要差遣

先知和使徒到他們那裡去，有的他們要殺害，有的他

們要逼迫，』50  使創世以來所流眾先知血的罪都要

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51  就是從亞伯的血起，直到

被殺在壇和殿中間撒迦利亞的血為止。我實在告訴你

們，這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  

 

ii. 亞伯的盼望不是在地上的家鄉，而是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 

1. 希伯來書 11:13-16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

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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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14  說這樣話的

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15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

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16  他們卻羨慕一個

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

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5. 默想(meditation) 

a. 亞伯的信心表現在哪裡？ 

i. 根據希伯來書 11：4，亞伯的信心表現在他的獻祭上。他

來到神的面前，聽神所講的話，用心思想神所做的事，並

採取行動，照著神的意思獻祭，就得了上帝的喜悅。他成

為在神面前因信稱義的第一個人。 

ii. 盼望更美的家鄉 

iii. 會說話的信心：雖然聖經沒有記錄亞伯所講過的任何一句

話，然而藉著他的信心，以及有信心的行為（例如獻祭、

忍耐、恩待恨自己的哥哥等等）依然在講話。 

 

b. 亞伯如何預表了基督？ 

i. 亞伯所獻上的頭生的羊羔預備主耶穌基督。亞伯是因為相

信羔羊所流的血可以代替罪人的生命，因此在神的面前得

了稱義的見證。 

ii. 亞伯自己所流的血也是對基督的血的預表。主耶穌稱亞伯

為先知，亞伯是在該隱面前代表上帝講話做事的。雖然，

亞伯的見證被該隱拒絕，但是卻蒙了上帝的喜悅。這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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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被不信的人釘死在十字架上，卻成就了上帝的救贖

一樣。亞伯有機會反抗，保護自己嗎？我們不知道。但是，

我們知道主耶穌是為愛世人，主動捨了自己的性命。希伯

來書 12: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

說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  

 

6. 應用原則：學習亞伯的榜樣，藉著有信心的行為對世人講話。 

請使用“聰明應用法”寫出一條你自己的應用。  

 

舉例：我要把握每一次唱詩歌的機會，例如：主日崇拜、查經聚會、早晨

靈修聚會等，憑著信心，專注地唱詩歌讚美神。 

 

“聰明應用法”（SMART application）：  

a. Specific, 具體  

b. Measurable, 可測量  

c. Achievable, 可達到  

d. Relevant, 切合實際  

e. Time-related,  及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