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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們感謝袮！袮那測不透的恩典和豐富、居然臨到我們這些不配的人身上，謝謝袮那不改變
的愛，縱使我們失信、袮仍然是可信的。袮要帶領我們眾子進入榮耀裏面，袮既在我們身上動了
善工、必成全這工，好叫所有的榮耀、權柄、尊貴、讚美都歸給袮，為此獻上我們真誠的感恩，
求袮祝福今天的聚會，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複習：
o 希伯來書第 11 章、上次我們講到亞伯拉罕的信心、分成三個階段：
一）蒙召時的信心（信心的起頭）：希伯來書 11:8
二）在應許之地作客時的信心（信心的過程）：希伯來書 11:9-16
三）生命成熟時被試驗、他獻以撒的信心（信心的結局）：希伯來書 11:17～19
o 當我們讀到歷史上信心偉人的事蹟，我們知道“不是這些人偉大、而是我們的神偉
大”，因為這一位神是信心的創始者、也是信心的成終者。
o 當初、榮耀的神向亞伯拉罕顯現、使他有了信心，我們的神也以祂的榮耀和美德來
召我們，要把祂的生命性格做在我們的身上。
o 當亞伯拉罕蒙受神的呼召之後，便以順服來回應神的呼召，雖然他還不知道往那裏
去，他走到一半便停下來，神再次向他顯現並加上應許，神也常常這樣鼓勵我們。
o 亞伯拉罕到了迦南地，看見迦南人住在那裏，他們是個高大邪惡的民族，對初走信
心之路的亞伯拉罕、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神顧念他、扶持他，應許把這地賜給他和
他的後裔。於是、亞伯拉罕在那裏為神築了一座壇。壇豫表十字架，要把天然的、
屬肉體的除去，才能夠與神有更進一步的交通。
o 亞伯蘭又遷到伯特利和艾之間，他又築了一座壇，求告耶和華的名，這是一個分別
的壇，要把天然、屬肉體、屬世界的與屬神的分開。
o 後來、亞伯蘭因飢荒下到埃及，為了存活向法老說謊，沒想到、他因信心的失敗反
而得到許多財物，不過、這些屬世的財物卻成為他走信心道路的攔阻。後來、羅得
和亞伯拉罕的牧人因他們的財物太多相爭。
o 亞伯拉罕對羅得說：『你我不可相爭、因為我們是骨肉』。當他們彼此分離之後，
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
遠，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塵沙那樣多』。
o 亞伯拉罕就搬了帳棚來到希伯崙幔利的橡樹那裏居住，在那裏為耶和華築了一座
壇。神的十字架一次、又一次在亞伯拉罕的身上做分別的工作，帶進與神更深的交
通，“希伯崙”的原意便是“交通”。
o 屬靈爭戰：四王與五王之爭
 四王把所多瑪和蛾摩拉所有的財物都擄掠去了，又把羅得也擄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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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伯拉罕聽到這個消息、帶領壯丁連夜追趕，把羅得和他的財物、婦女、人民都
奪回來。這是因為亞伯拉罕在希伯崙與神不斷地交通，帶下屬靈的能力而得勝。
 亞伯蘭得勝回來時、所多瑪王來迎接他，在屬靈爭戰中、仇敵常常化作光明的天
使以笑臉相迎，這是非常危險的。幸而撒冷王麥基洗德帶著餅和酒來迎接他，他
為亞伯蘭祝福說：『願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賜福亞伯蘭，至高的神把敵人交在你
手裏、是應當稱頌的』。因此、亞伯拉罕拒絕所多瑪王所提供的財物誘惑，放棄
了自己的權利，為的是要得從神那裏來的祝福、他不求地上的祝福。。
o 這事以後、神知道亞伯蘭有懼怕，耶和華在異象中對亞伯蘭說：『亞伯蘭！你不要
懼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賞賜你』。
 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應許他的後裔將如塵沙那樣多、這是屬地的後裔以色列
人；又如眾星數算不盡、這是屬天的後裔、就是教會。神與亞伯拉罕所立的這個
“約”是一個單邊條約、恩典之約。
o 神的應許不會改變，但是肉體常常不能等待，想要幫神的忙。亞伯蘭在迦南已經住
了十年，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於是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為妾，生了以實瑪利。這
使女是過去法老給亞伯蘭的僕婢之一。耶和華為此不向他說一句話達十三年之久，
這是神對亞伯蘭的管教。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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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前做完全人，我就與你立約，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在過去的十三年裏、亞伯
蘭並沒有行在神的面前,他不是一個完全人，因為他不認識耶和華是一個“全能的
神”。神說：『我是以利沙代 El Shaddai，全能、全有、全豐、全足的神，只要你謙
卑地來到我面前，我要幫助你、使你成為一個完全人、生命成熟的人』。
o 神又對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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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的記號是行割禮，就是除去肉體。
o 耶和華因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甚重、準備毀滅這城，神待亞伯拉罕如朋友，祂
說：『我所要做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亞伯拉罕迫切地在神面前為羅得代
禱。神記念亞伯拉罕的心，在滅城的時候把羅得全家帶出來。
o 亞伯拉罕從那裏向南地遷去，寄居在加低斯和書珥中間的基拉耳。他到了南地又再
次失敗，神再一次救拔他。
o 當亞伯拉罕年老的時候，撒拉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以撒。撒拉對亞伯拉罕說：
『你把這使女和他兒子趕出去，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我的兒子以撒一同承受產
業』。加拉太書第四章 29-31 節『那按著血氣生的、逼迫了那按著聖靈生的，現在
也是這樣。…因為使女的兒子、不可與自主婦人的兒子一同承受產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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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解釋：希伯來書第十一章 17～19 節
17

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這便是那歡喜領受應許的、將自己獨生
的兒子獻上。18 論到這兒子，曾有話說：『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19 他以為神
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他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
o 創世記 2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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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利士人原是屬肉體的、是逼迫屬靈的，但那一天、他們要承認“神
的同在在你（亞伯拉罕）身上”, 這說明神的同在與保佑連敵人都看得見。仇敵
因此懼怕、想要和亞伯拉罕立約。同樣地、當我們的屬靈生命成熟時、有屬靈的
威嚴，連仇敵也要怕我們。


32

他們在別是巴立了約…33 亞伯拉罕在別是巴栽了一棵垂絲柳，又在那裏求告耶和
華永生神的名。這時、亞伯拉罕的生命成熟、像垂絲柳那樣枝葉茂盛，他再度求
告耶和華，因為當他的生命更成熟、他更是離不開神。

o 創世記 2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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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
 神並沒有在亞伯拉罕蒙召初信時試驗他，也沒有在他做客旅的時候試驗他。亞伯
拉罕在過去的一段日子裏、他的生命中積存著許多的經歷與恩典，如今時候到
了，神要藉著這個試驗、讓這些豐富的恩典彰顯出來，能夠榮耀神。
 試探與試驗不同，試探是出於仇敵，其目的是要敗壞我們；然而主的試驗卻是要
幫助我們。
 路 22:31-32 主又說：『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
樣。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雅各書 1:13-15 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因為神不能被惡試探、
祂也不試探人，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私慾既懷了胎、
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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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
 亞伯蘭還有一個兒子以實瑪利，但在神的眼中、亞伯拉罕只有一個兒子、是憑著
應許生的，並且是獨生的、是他所愛的。以撒豫表耶穌，我們的神也只有一個兒
子耶穌，神說：『這是我的愛子』。
 在亞伯拉罕信心的道路上，耶和華對他有兩次明顯的呼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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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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12 章)
2) 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
燔祭』（創世記 22 章）
 神不僅呼召亞伯拉罕進迦南，也呼召他上摩利亞山（豫表各各他）。亞伯拉罕愛
以撒，神要藉著獻以撒，讓他明白神的愛，因為父神愛耶穌，但神愛世人、甚至
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同樣地，神也要我們體會祂的愛，路加福音 14:26『人
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
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耶和華神從不將人當燔祭牲，祂卻叫亞伯拉罕把以撒獻為燔祭，因為神知道亞伯
拉罕在信心的路上、已經走了很長的時間，他的生命已成熟，神可以試驗他。
3

亞伯拉罕清早起來、背上驢、帶著兩個僕人和他兒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
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4 到了第三日、亞伯拉罕舉目遠遠地看見那地方。
 亞伯拉罕並沒有與僕人、兒子、妻子商量，清早起來就採取行動，因為屬靈的不
與屬血氣的商量。
 “三日“代表死裡復活的歷程。

5

亞伯拉罕對他的僕人說：『你們和驢在此等候、我與童子往那裏去拜一拜，就回到
你們這裏來』。6 亞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兒子以撒身上，自己手裏拿著火與刀，
於是二人同行。
 燔祭的柴不少，“童子”以撒應該已經是少年人、才能背負得起；而亞伯拉罕也
一百多歲，年老背不動柴了。

7

以撒對他父親亞伯拉罕說：『父親哪！』亞伯拉罕說：『我兒！我在這裏』。以撒
8
說：『請看，火與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那裏呢？』 亞伯拉罕說：『我兒！神
必自己預備獻燔祭的羊羔』，於是二人同行。
 當亞伯拉罕聽見以撒的問話時，必心痛如刀割，這一幕好像路加福音 2 章 35 節西
面對馬利亞說：『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許多人興起…妳自
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後來、當馬利亞看見主耶穌被釘十字架時的心情、便是
如此。

9

他們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亞伯拉罕在那裏築壇，把柴擺好、捆綁他的兒子以撒，
放在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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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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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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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撒在當時的情況是可以反抗的，但是、他選擇順服。我們的主耶穌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書 2:7）
 神知道亞伯拉罕的內心，祂試驗亞伯拉罕獻以撒的信心、是要把亞伯拉罕真實的
光景顯出來讓仇敵看、讓亞伯拉罕自己看、也顯給我們看，這是一個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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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
 詩篇 118:27『…理當用繩索把祭牲拴住、遷到壇角那裏』，便是這個場景。
 亞伯拉罕在此築了最後一個壇，就是敬拜之壇，因為“神配得一切的榮耀”，真
實的敬拜是“讓神居首位”、“把神擺在祂應當有的地位，不為自己作任何的保
留”，有一位神的僕人曾說：“神若不是我們一切的主，那麼、祂就不是我們的
主”。( If I am not your Lord of all, I am not your Lord at all. )

15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從天上呼叫亞伯拉罕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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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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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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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伯拉罕沒有為自己留下什麼，但是、神要賜大福給他，叫他的子孫如天上的
星、海邊的沙那樣多。“你子孫”、“你的後裔”是單數，指耶穌基督。

19

於是、亞伯拉罕回到他僕人那裏，他們一同起身往別是巴去，亞伯拉罕就住在別是
巴。
 創世記 13:17『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你』。當羅得被擄
時，亞伯拉罕連夜直追到“但”這個地方，獻了以撒之後、他選擇住在別是巴。
神應許他縱橫走遍之地、從但到別是巴都是他的產業，正如耶和華向約書亞說：
『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我都照著我所應許摩西的話賜給你們了』。因此、不要
懼怕神所給我們的環境，神會帶領我們走過去，這些經歷將成為我們的產業。

希伯來書 11 章 20 節：以撒的信心
20

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
o 以撒在祭壇上不掙扎、這是他的順服、他的信心，但是、聖靈用希伯來書 11 章 20
節來解釋有關以撒的信心、這是非常特別的，“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來的事給雅
各和以掃祝福”。讓我們從創世記的記載來瞭解一下：
o 創世記 27 章
1
當時以撒已經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見，就叫大兒子以掃來、說：『我兒！』以掃
說：『我在這裏！』2 他說：『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3 現在拿你的器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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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為我打獵。4 照我所愛的做成美味，拿來給我吃，使我在未
死之先給你祝福』。（以撒覺得他快要死了，據聖經記載、他又活了四十三年）
5

以撒對他兒子以掃說話、利百加也聽見了。
 以天然人來說、母親利百加偏愛雅各，暗中幫助他以詭計、騙取了以撒原本要給
長子以掃的祝福。
 其實早在利百加懷孕時，兩個孩子已經在她的腹中彼此相爭，她就去求問耶和
華，耶和華對她說：『兩國在你腹內、兩族要從你身上出來，這族必強於那族，
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創世記 25 章 23 節）

30

以撒為雅各祝福已畢…以掃正打獵回來，也做了美味拿來給他…33 以撒就大大地戰
兢、說：『你未來之先是誰得了野味拿來給我呢？我已經吃了、為他祝福，他將來
也必蒙福』…39 他父親以撒說：『地上的肥土必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為你所
得，40 你必倚靠刀劍度日、又必事奉你的兄弟，到你強盛的時候必從你頸項上掙開
他的軛』。41 以掃因他父親給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雅各離家逃亡，他從此
再也沒見到母親利百加）
 從人來看、以撒為兩個兒子祝福的事是他糊塗了，他貪愛野味才犯了這個錯誤，
但是、希伯來書卻說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

從以撒出生的背景來看看：
o 創世記 18:9-14 耶和華的使者對亞伯拉罕說：『明年這時候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個
兒子』，那時撒拉的月經已經斷絕、不能生育，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耶和華豈
有難成的事嗎？』（就豫表來說、以撒的出生不是從亞當（天然的）來的生命，以
撒是從應許生的）。
o 路加福音 1:26-38 童女馬利亞沒有出嫁，她憑聖靈懷孕生子、取名耶穌。天使說：
『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這句話有些聖經版本譯為“耶和華豈有難
成的事嗎？”
o 創世記 21:8-10 孩子漸長、就斷了奶…撒拉就對亞伯拉罕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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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書的解釋：弟兄們！我們是憑著應許做兒女、如同以撒一樣。當時、那按
著血氣生的、逼迫了那按聖靈生的，現在也是這樣。然而、經上是怎麼說的呢？
是說：『把使女和他兒子趕出去，因為使女的兒子、不可與自主婦人的兒子一同
承受產業』。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不是使女的兒女、乃是自主婦人的兒女
了。（加 4: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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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講

希伯來書第十一章 17～20 節

王諾亞弟兄

 我們都像以撒一樣、是憑著應許生的。
 不論在家、在教會，屬聖靈的常常會受到屬血氣的逼迫。
 什麼是“使女”、“使女的兒子”？為什麼要趕出去？什麼是“自主婦人的兒
子”？在下面的經文中有更進一層的解釋：
加拉太書 4:1-7 我說那承受產業的、雖然是全業的主人，但為孩童的時候卻與奴
僕毫無分別，乃在師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到他父親預定的時候來到。我們為孩
童的時候、受管於世俗的小學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祂的兒
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
的名分。你們既為兒子、神就差祂兒子的靈進入你們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見、
從此以後，你不是奴僕、乃是兒子了，既是兒子就靠著神為後嗣。





這段話的背景是當時羅馬帝國時代、許多有錢人家裏的情況。
承受產業的是以撒、是我們。雖是全業的主人、但為孩童時、仍像奴僕一樣。
使女夏甲和使女的兒子以實瑪利，代表天然人的生命，處在律法之下。
我們裏面有奴僕的生命、也有應許的生命，當我們年幼時、神把我們擺在各樣
環境下訓練我們，直到生命長大成熟。
 惟有斷奶、才能使屬靈生命成熟、得著兒子的名分，那時、肉體在我們身上便
沒有地位，如經上說：把使女和他的兒子趕出去。
禱告：
主，我們感謝袮把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我們，使我們能夠認識袮、並且明白。不靠自己的
想法來判斷，而是袮的靈在我們裏面、以袮屬靈的眼光對事情來做判斷，求主幫助我們能
夠活在袮的面前，也預備我們的心等候袮的再來，我們感謝袮，把所有的榮耀、頌讚都歸
給袮，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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