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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蔓延

v  亞當犯罪，該隱殺亞伯，拉麥狂妄 

v  創六：5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

是惡，6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 

v  創十一：3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做磚，把磚

燒透了。」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4他們

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

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神的憐憫
v  神原本量定人若吃分別善惡樹果子，應有的

刑罰是在「那日子」（犯罪的當日）死亡，
但審判的結果卻將人死亡的日子推遲了，使
人在苦難中繼續存活。 

v  神應許「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創3：15）  

v  揀選挪亞造方舟，彩虹之約 

v  揀選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之約（多國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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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 – 呼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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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神說	

����	
你要離開你的本地和你的本族 

和你的父家	
你帶著你的兒子 就是你獨生的兒

子 你所愛的以撒 	
�������	 你要離開	 你要往摩利亞地去	

	���	 往我所要指示	 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	 摩利橡樹….築了一座壇	 摩利亞山上獻祭	

��	 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	 亞伯拉罕就伸手拿. 要殺他的兒子	

��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

你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我必賜大福給你；	地上萬國都必因你
的種得福	

	 參考：五經，溫漢著，天道書樓



蒙召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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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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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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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古代社會離開家鄉，就等於失去身份與保護。 

v  迦勒底的吾珥當時是個極其繁華的城市。 

v  第一次的順服（走了一千英里）





應許的變化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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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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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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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12:7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說：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種子)。 
（示劍地方、摩利橡樹那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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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13:15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

遠。（伯特利和艾的中間）
v  13:16我也要使你的後裔(種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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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 
v  13:17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你。





應許的變化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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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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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將要如此。 

v  15:6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v  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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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確定，地確定，有立約儀式） 

（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 
v  17:2我就與你立約，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17:4我與你立約：你

要作多國的父。 
v  17:7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種子）堅立我的約，作永

遠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種子）的　神。(約的擴展）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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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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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11你們都要受割禮【原文是割陽皮；14，23，24，25節同】；
這是我與你們立約的證據。 







應許的變化
v  18:14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到了日期，明年這時

候，我必回到你這裡，撒拉必生一個兒子。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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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22:17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
子孫(種子)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
孫(種子)必得著仇敵的城門， 

v  22:18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種子)得福，因為
你聽從了我的話。 

v  神的應許一次比一次清楚，一次比一次更堅定。



神的應許與創造地目的
v  原本在伊甸園之約，亞當夏娃生活其中，享受土地和食物，

彼此團契也與神團契，生兒養女。但因人的背逆，一切都
毀了。 

v  但上帝呼召亞伯拉罕 

v  從應許：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v  起誓的應許：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
聽從了我的話。 

v  亞伯拉罕的順服，伊甸園之約的理想似乎死而復活． 

v  但過程不都是一帆風順的? 



忍耐等候應許
v  11:30撒萊不生育，沒有孩子。 
v  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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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v  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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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v  17:1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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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
罕對　神說：「但願以實瑪利活在你面前。(99) 

v  21:5他兒子以撒生的時候，亞伯拉罕年一百歲。 
v  利百加等了20年才生雅各，拉結好不容易生了約瑟，但到創

世紀末了時以色列家成員70名。 
v  羅8:24 ～25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

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有古卷：人所看見的何必再盼望呢）？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 

v  路18:8我告訴你們，要快快地給他們伸冤了。然而，人子來
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 



因信稱義
v  15:6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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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大大地賞賜你。」

v  2亞伯蘭說：「主耶和華啊，我既無子，你還賜我甚麼呢？並且
要承受我家業的是大馬士革人以利以謝。」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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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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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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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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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8.亞伯蘭說：「主耶和華啊，我怎能知道必得這地為業呢？」 

v  立約，他在跟隨神的過程中也有提出一些疑問 ．



以實瑪利家譜
v  以實瑪利兒子們的名字，按著他們的家譜記在下面。

以實瑪利的長子是尼拜約，又有基達、亞德別、米比
衫、 米施瑪、度瑪、瑪撒、 哈大、提瑪、伊突、拿
非施、基底瑪。 這是以實瑪利眾子的名字，照著他
們的村莊、營寨，作了十二族的族長。 

v  以實瑪利享壽一百三十七歲，氣絕而死，歸到他列祖
【原文作本民】那裡。 

v  以實瑪利家譜表達了神的安慰與信實。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v  17:2我就與你立約，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17:4我與
你立約：你要作多國的父。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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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創世記26:1-5  

v  神向以撒顯現，重申自己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將約
中的一切福氣歸給以撒與他的後裔 ． 

v  創世記28:10-15  

v  神向雅各顯現，重申自己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將約
中的一切福氣歸給以撒與他的後裔，  



雅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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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五經，溫漢著，天道書樓



雅各的故事---神的保守
v   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

在梯子上，上去下來。 

v  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或作站在他旁邊】，說：我是耶和
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將你現在所
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v  神使利亞，拉結相繼生育。 

v  與神摔跤：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
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 

v  從欺騙走向和好。 

v  神的選民有美善的品格，也有邪惡的作為，神的恩典與保
守使選民不致墮落下去。 



揀選
v  創世記25:19-26  

v  神揀選雅各，沒有揀選以掃的時候，他們都還沒有行
善或行惡。他們蒙揀選與否，與他們的行為毫無關係。

v   因為神憑自己的旨意決定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
誰就恩待誰。這並沒有不公平，因為我們人人都虧欠
神，神並沒有虧欠他們任何人，神有自由決定要憐憫
誰。



以掃的家譜
v  以實瑪利的家譜不長，這裡卻比較長，感覺36:1~8節

就可以結束了． 

v  因此有學者推論9~43是大衛時期加入的，當時以東
納入大衛的版圖． 

v  將其寫入表示兩國關係親密．



作業
v  亞伯拉罕每次面對上帝呼召及應許，他的回應如何? 

v  亞伯拉罕稱為信心之父，你覺得他有哪些優點值得我
們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