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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們感謝袮！袮用袮的生命和愛來吸引我們，使我們在袮的愛中認識袮，也在經歷中認識
袮。袮是那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得以見光。謝謝袮把這麼多信心的見證人擺在我們前
面、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願我們因此被激勵，能夠放下重擔、脫去一切的纏累、存心忍耐、奔
跑前面的路。主，我們等候袮，在袮回來之前、請袮預備我們、成全我們，使我們見袮面的時候
不至羞愧，我們獻上真誠的感恩，請袮祝福今天的聚會，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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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創世記二十七章的記載、那時以撒已經年老、眼目昏花，他覺得他快要死了，
盼望兒子以掃能夠做點美味給他吃，他就為他祝福。利百加聽見以撒的話，因為她
偏愛雅各，就幫忙雅各、以詭計騙取祝福。
o 當雅各把母親做好的美味和餅、交給以撒的時候，以撒並不確定這是誰，他幾次問
他：『你真是我兒子以掃嗎？』雅各說：『我是！』以撒便給他祝福。待他祝福完
畢，以掃正打獵回來，以撒發覺他所祝福的人並不是以掃，就大大地戰兢。這時、
以掃發現了真相便放聲痛哭。（我們知道後來以撒也為他祝福了）。
o 從人的眼光來看、這不是一個信心的祝福，但是新約希伯來書卻說：以撒因著信、
就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
我們需要從以撒的一生來瞭解一下，為什麼聖靈要做出這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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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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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神的眼光來看、生命分成兩種：
1. 首先的亞當的生命：必死（以實瑪利的生命）
2. 末後的亞當的生命：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約壹 5:12）。生命在祂裏頭
（約 1:4）（以撒的生命）
o 創世記 21:8-10 孩子漸長、就斷了奶…。撒拉看見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戲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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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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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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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加拉太書的解釋、我們都像以撒一樣、是憑著應許生的。
 不論在家、或教會，屬聖靈的常受到屬血氣的逼迫，直到屬靈生命長大成熟。
 什麼是“使女”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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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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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乃在師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到他父親預定的時候來到。3 我們為
孩童的時候、受管於世俗的小學之下也是如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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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
的名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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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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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地位了，如經上說：把使女和他的兒子趕出去。
o 創世記 22 章：我們從以撒的角度來看、神試驗亞伯拉罕這件事：
 童子、原文與僕人同字，童子以撒應該有十幾歲了，可以背得起獻燔祭的柴火。
 當時、亞伯拉罕已經年老，以撒掙脫父親的捆綁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是以撒在這
裏是個順命的兒女、讓父親把他綁起來，他的生命是豫表主耶穌，。
 耶和華的使者攔阻亞伯拉罕殺他的兒子，神為他預備了獻祭的公羊。以撒經歷了
“死”而“復活”，換句話說、他經歷了主耶穌所經歷的。有時、神也讓祂的兒
女經過死蔭的幽谷、再從死地把我們救拔出來。
 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經歷、顯示在啟示錄 5 章 6 節“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
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剛剛被殺），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
往普天下去的”。
 聖靈只有一位。七靈、指聖靈全備的工作。
 七角七眼：羔羊的七角、指能力，聖靈是能力的靈。羔羊的七眼、指智慧，聖
靈是智慧的靈。啟示錄 4:5 …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就是神的
七靈。七盞火燈、指啟示，聖靈是啟示的靈。
 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啟示錄第 5 章的經歷、便是使徒行傳第 2 章五旬節聖靈
降臨的經歷。使徒行傳 2:33『祂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
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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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 22:20-24 這事以後、有人告訴亞伯拉罕說：『密迦給你兄弟拿鶴生了幾
個兒子，長子是烏斯、他的兄弟是布斯…並…彼土利（彼土利生利百加）…。
（聖經從這裏要引進以撒娶妻的事，利百加豫表教會）
o 創世記 2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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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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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為我的兒子以撒娶一個妻子』。
 本地本族：是與以撒同一個生命的。
 不能娶迦南地的女子為妻、因為創世記 9:25 曾說：迦南當受咒詛。
o 創世記 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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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對他說：『你要謹慎，不要帶我的兒子回那裏去』
o 創世記 24:10-60
 老僕人、豫表聖靈，他為娶妻的事張羅一切。
 55 利百加的哥哥和母親說：『讓女子同我們再住幾天、至少十天，然後她可以
去』。56 僕人說：『耶和華既賜給我通達的道路，你們不要耽誤我，請打發我
走，回我主人那裏去吧！』他們說：『我們把女子叫來問問她說：『你和這人同
去嗎？』利百加說：『我去』…60 他們就給利百加祝福、說：『我們的妹子啊！
願你做千萬人的母親，願你的後裔得著仇敵的城門』。（指教會）
 利百加從未見過老僕人，她為何肯跟他走呢？
 彼得前書 1:8 你們雖然沒見過祂、卻是愛祂，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祂就有
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創世記 24:36 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時候、給我主人生了一個兒子，我主
人也將一切所有的都給了這個兒子。歌羅西書 2:9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
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你們在祂裏面也得了豐盛。
o 創世記 24:61-67
 61 利百加和她的使女們起來，騎上駱駝跟著那僕人，僕人就帶著利百加走了。
（在我們跟隨主的道路上、也經過漫長的曠野，感謝主！聖靈在前面引導我們）


63

64

天將晚、以撒出來在田間默想，舉目一看、見來了些駱駝。 利百加舉目看見以
撒、就急忙下了駱駝，65 問那僕人說：『這田間走來迎接我們的是誰？』僕人
說：『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臉。（利百加和以撒在田間相遇）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6-17 …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
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 在空中與主相
遇…。(空中便是田間，我們現在還在路上，家裏是指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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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僕人就將所辦的一切事都告訴以撒。67 以撒便領利百加進了他母親撒拉的帳棚、
娶了她為妻，並且愛她。以撒自從他母親不在了，這才得了安慰。
 他母親撒拉:豫表天上的耶路撒冷。加拉太書 4:26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
主的，他是我們的母。
 以撒愛利百加、這是聖經第二次提到“愛”，就是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之
愛。聖經第一次提到的愛是亞伯拉罕愛以撒，這是天父對祂獨生子的愛、神愛
世人的愛。

o 創世記 26:12-17
 12 以撒在那地耕種、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華賜福給他，13 他就昌大、日增月
盛、成了大富。14 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許多僕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15 當他父
親亞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親的僕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滿了
土。16 亞比米勒對以撒說：『你離開我們去吧！因為你比我們強盛得多，17 以撒就
離開那裏，在基拉耳谷支搭帳棚，住在那裏。
 當耶和華賜福給以撒，非利士人就嫉妒他：這是屬靈的逼迫，非利士人代表
屬肉體的。
 基拉耳谷：“谷”是低地，指“謙卑”，神帶領我們走卑微的路。
 支搭帳棚：在世上寄居、客旅。
 以撒在昌盛的時候願意走謙卑、客旅之路，對他是一段很重要的經歷，也是
我們應該學習的。
o 創世記 26:18-19
 18 當他父親亞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亞伯拉罕死後塞住了，
以撒就重新挖出來，仍照父親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19 以撒的僕人在谷中挖
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亞伯拉罕挖的井供應了那一代人的需要，後來被非利士人塞住了，以撒就重
新挖出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經歷。
 正如歷世歷代的聖徒“因信稱義”、“因信成聖”“在基督裏”的真理、供
應了那個世代的人，可惜這些傳承下來的真理被世界的東西所蒙蔽、扭曲，
好像井被塞住了，使人無法享受活水的供應，因此、需要重新挖開。
 挖井是需要付代價的，我們裏面屬肉體的先要被倒空，讓十字架的工作做在
我們的身上。
 以撒從父親的井中得了供應，他自己也挖了一口井。同樣地、我們雖有歷世
歷代聖徒們各樣經歷的幫助，但是、我們自己必須與神有個人的交通，自己
也要挖井、從主得到直接的供應。
4

希伯來書

第 26 講

希伯來書第十一章 20 節

王諾亞弟兄

o 創世記 26:20-22
 20 基拉耳的牧人與以撒的牧人相爭、說：『這水是我們的』。以撒就給那井起名
叫“埃色”，因為他們和他相爭。21 以撒的僕人又挖了一口井，他們又為這井爭
競，因此、以撒給這井起名叫“西提拿”。22 以撒離開那裏，又挖了一口井，他
們不為這井爭競了，他就給那井起名叫“利河伯”，他說：『耶和華現在給我們
寬闊之地，我們必在這地昌盛。
 1. 埃色（相爭）； 2.西提拿（為敵） 3. 利河伯（寬闊）
 以撒挖井的這段經歷、也是我們走屬靈道路的經歷。
加拉太書 5:17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
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情慾：肉體（非利士人）；聖靈：生命（以撒）
 長久以來、非利士人與以色列人一直都是彼此為敵。
 人裏面的情慾和聖靈相爭、為敵，好像羅馬書 7 章『故此、我所願意的善、
我反不做；我所願意的惡、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
 加拉太書 5:16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有
了這個先決條件、聖靈在我們身上作工、並且掌管，慢慢地“使你們不能做
所願意做的”，有些翻譯是“使你們不做你們原來所想做的”，以撒這時候
的生命，到了“利河伯”（寬闊）的境界。
 我們的裏面有肉體和聖靈相爭，在外面與我們的裏面也有相爭，下面是主耶穌的
教導：
 馬太福音 5 章、做天父兒子的標準：
a. 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b.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
c. 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d. 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遲。
e. 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
我們的天父：
a. 祂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
b. 祂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o 創世記 26:23-25
 23 以撒從那裏上別是巴去。24 當夜、耶和華向他顯現說：『我是你父親亞伯拉罕的
神，不要懼怕，因為我與你同在、要賜福給你，並要為我僕人亞伯拉罕的緣故、
使你的後裔繁多。25 以撒就在那裏築了一座壇，求告耶和華的名，並且支搭帳
棚，他的僕人便在那裏挖了一口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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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撒到了利河伯寬闊之地，但神要帶領他在屬靈道路上向前邁進。
 以撒所挖的第四口井，就在別是巴。
o 創世記 26:26-33
 26 亞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亞戶撒、和他的軍長從基拉耳來見以撒…28 他們說：『我們
明明的看見耶和華與你同在，便說、不如我們兩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約。29 使你
不害我們、正如我們不害你、一味地厚待你，並且打發你平平安安地走，你是蒙
耶和華賜福的了』…32 那一天、以撒的僕人來，將挖井的事告訴他、說：『我們
得了水』33 他就給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別是巴，直到今日。
 以撒有了“埃色”（相爭）、“西提拿”（為敵）、“利河伯”（寬闊）的
經歷，連仇敵非利士人也看出耶和華與他同在。
 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使
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提摩太前書 3:16）。
 仇敵也怕他，就主動來求和，要求與以撒立約。雅歌 6:4 我的佳偶啊！你美
麗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開旌旗的軍隊。
 別是巴：就是“示巴的井”。“示巴”乃“起誓”之意，仇敵與他立約。
 這時、以撒的生命如滿了活水的井，他整個人是滿有聖靈。以弗所書 5:18
『…乃要被聖靈充滿』。
o 創世記 27:41-43; 28:1-4
 以掃因他父親給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裏說：『我父親居喪的日子近了，
到那時候、我要殺我的兄弟雅各』。利百加對雅各說：『現在我兒你要聽我的
話、起來逃往哈蘭我哥哥拉班那裏去』。
 以撒叫了雅各來、給他祝福，並囑咐他說：『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為妻，你起身
往巴旦亞蘭去，到你外祖彼土利家裏，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兒中娶一女為妻，願全
能的神賜福給你，使你生養眾多、成為多族，將應許亞伯拉罕的福賜給你、和你
的後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為業、就是神賜給亞伯拉罕的地』。
 以撒並不後悔他所做的，現在雅各要離家了，他全心為雅各祝福、說：『願全
能的神賜福給你…將應許亞伯拉罕的福賜給你』。
 當初、以撒吃了雅各送來的美味，他如何祝福雅各？創世記 27:27-29 他就上前
與父親親嘴，他父親一聞他衣服上的香氣、就給他祝福、說：『我兒的香氣如同
耶和華賜福之田地的香氣一樣，願神賜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並許多五穀
新酒。願多民事奉你、多國跪拜你，願你作你弟兄的主，你母親的兒子向你跪
拜，凡咒詛你的、願他受咒詛，為你祝福的、願他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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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第十一章 20 節

王諾亞弟兄

從人看來、雅各是這麼不好，但他所領受以撒給他的祝福、都是屬天的祝福。
天上的甘露：指聖靈的降臨。詩篇 133:3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
地上的肥土：指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
許多五穀新酒:一切得著生命的供應。
願你作你弟兄的主，你母親的兒子向你跪拜：長子的名分
凡咒詛你的、願他受咒詛；為你祝福的、願他蒙福:這是創世記 12 章、耶和華
給亞伯拉罕的祝福。

 以撒給以掃的祝福：創世記 27: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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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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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的肥土必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為你所得：有些版本卻是相反的意思：
『地上的肥土必遠離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遠離你所得』。
 列王紀下 8:20 約蘭年間、以東人背叛猶大，脫離它的權下、自立為王。（以
東人是以掃的後代，我們在這裏看見當初以撒給以掃的祝福、“到你強盛的時
候、必從你頸項上掙開他的軛”。“你”、指以掃的後代，“他”、指雅各的
後代。）
我們再回到希伯來書 11 章 20 節“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
o 我們憑肉眼從外面看到的以撒、是年老昏花、愛吃美味，但是、當他開始為雅各和
以掃祝福、摸到屬靈的事情時，信心就出來了。
o 信心是靈裏深處的事、它超越肉體。哥林多後書 4:16『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
新似一天』。
o 以撒的生命成熟到一個地步，當他開始祝福的時候、不是他外面的人在講話，而是
他靈裏的人說話，於是、他因著信講將來的事，這是神的旨意，因為屬靈的人能看
透萬事。
o 這時、雅各成為長子，以撒先為雅各祝福，後來為以掃祝福。祝福是從一個成熟的
生命自然流露出來的，這是生命的果實。他雖然外面糊塗，當他祝福的時候、卻是
由聖靈掌管，靈裏所發表的乃是神的心意，所說的都是祝福的話。
o 人雖然會失敗，感謝主！屬靈的生命會留存。以撒從埃色、經過西提拿、利河伯，
走到別是巴，得到一口活水井。求神幫助我們、在走屬靈的道路上有以撒的經歷。
禱告：
主，我們感謝袮！當我們看見袮如何建造、成全這些信心的聖徒，心中真是滿了盼望。他
們有軟弱、也有失敗，但是、袮的恩典夠用，甚願我們能夠在靈裏操練、轉眼仰望袮，因
為袮是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幫助我們一步一步地跟隨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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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