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课：亚伯拉罕 

                                      创世记十二至二十二章 

  

第四课我们内容是讲到亚伯拉罕，是非常有趣的故事，创世记十二章到二十二章。 

亚伯拉罕的一生： 从吾珥(创世记十一章 31 节； 十二章 1－3 节) 

                              到麦比拉洞 (创世记二十五章 7－10 节) 

(一 ) 离开吾珥 创世记十二章 1 节 

(二 ) 订立盟约 创世记十五章 1 节 

(三 ) 更改新名 创世记十七章 1 节 

(四 ) 献上独子 创世记二十二章 1 节 

  

亚伯拉罕的一生，可以说是从吾珥到麦比拉洞，其中有好些事情发生在他生平里面。创世

记十二章讲到他离开吾珥；十五章他跟神订立一个盟约；十七章他改新的名字；二十二章

他献上他的独生儿子以撒。我们要从这四个角度来看亚伯拉罕的一生。 

  

内容重点 

(一 ) 离开吾珥 创世记十二章 1－9 节 

 1. 昔日吾珥的文明－－－人的舍弃 

首先亚伯拉罕离开吾珥，他不是离开一个荒凉的家乡，当时的吾珥，是非常文明进步的。

离开吾珥其实是牵涉到亚伯拉罕的舍弃，他放下一些东西。当时的吾珥拥有最古老的苏美

文化，有法典，就是有一些律法书的出现，类似摩西五经里面的律法的；有文字、有著

作、有商业、有经贸、有艺术、有宗教、有建设，非常的进步。我要各位想到十二章第一

节当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是有一个舍弃。他舍弃那个文明的社会，舍弃一个安定的生

活，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是先有舍弃，然后呢再得到神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要

得祝福，后舍弃，其实这个次序应该是相反的。 

  

 2. 昔日迦南的状况－－－神的赐予 

离开吾珥的时候,他去哪里呢？去迦南。迦南位于当时世界的中心,在政治、经济上都有战

略性的地位。当然他们的文化比不上苏美、不能够比得上吾珥了。可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

重要,很策略性的一个地方。无论是经济,政治,或者是战争,很多国家都以这个为战场的。 

当神吩咐亚伯拉罕离开吾珥，要去神所指示的地方的时候，神给他几个应许。 

 (1) 成为大国－－－后裔得福 

 (2) 获得大名－－－自己得福 

 (3) 使人得福－－－万族得福 

第一个，他要成为大国；第二个他要得大名；第三他要使人得福。我们常说这是神给亚伯

拉罕的三重祝福。可是这个祝福呢，要离开吾珥才得，他不可能在吾珥得到这三重祝福。

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先舍后得，这是圣经的原则。 

  

 3. 活动范围：吾珥哈兰示剑 伯特利南地埃及 南地伯特利希伯仑 



亚伯拉罕活动的范围，你们可以在地图上找一找，有吾珥、哈兰、示剑、伯特利、南地、

埃及还有希伯仑。虽然他离开了吾珥，进入这个很狭长的迦南地，他的活动空间其实也是

很有限的。 

  

(二 ) 订立盟约：创世记十五章 1－21 节 

十五章提到，神跟亚伯拉罕订立盟约。第十二章的三重应许，是一种祝福，当他离开的时

候，神给他应许，可是真正要得到这个应许的话，他要在这个地方去信靠神；去依靠神，

用信心去经历神。 

  

 1. 三重的祝福（创世记十二章 2－3 节）是一种应许 

在十三章 14 － 17 节神重复了这些应许的实质内容：  

－－－十三章 15 节：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都赐给你] 

－－－十三章 16 节： [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萨那样多] 

十三章重复了十二章的一些重点，十三章十五节，他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都赐给你

了。十三章十六节，神说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 

其实当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得到这两个应许，他没有得到一切的地，他没有看

到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这是十三章。 

  

 2. 立约的仪式和过程：创世记十五章 1－21 节. 

十五章，是很特别的一章，是神跟亚伯拉罕真正立约的一章。十五章开始时，亚伯拉罕有

一个担心，因为他没有后裔，就向神发出一个问题。十五章第二节：亚伯拉罕说：主耶和

华，我没有儿子，你还赐给我什么呢？在当时的社会，儿子是延续他的名跟产业的一个因

素，他发出的问题是，我没有后裔。所以在十五章里面，神要针对亚伯拉罕这问题，真正

跟亚伯拉罕立约。 

  

 3.立约的仪式、 预言、和应许：（创世记十五章 9－ 21 节）  

仪式---十五章 9 -11,17-18 节 (参耶三十四章 18－19 节). 

预言---十五章 12-16 节:民族史的部份阶段 

应许---十五章 18 -21 节:后裔与地  (应许之地的范围: 创十五章 18-21 节; 民三十四章 13-15; 

                                                            王上八章 65 节; 代上十三章 5 节;结四十七章 13-20 节) 

  

因此呢十五章里有一个立约的仪式，在九到二十一节，当时神跟亚伯拉罕说：去拿一个牲

畜，把它劈开成两半，把这些牲畜劈成两半之后，亚伯拉罕沉沉的睡着，神就从这个牲畜

里面经过。用一个什么样的象征呢 ，用一个火把、火炉，这样子经过。亚伯拉罕就在这

个异象里面看到，神跟他立约。我想这是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很重要的应许。耶利米书也说

过：当立约者在这个剖开的牲畜当中经过的时候，就表示说，他们一定要守约；若是不守

约，他们的命运就像这个被剥开的牲畜一样，会死亡、会被杀灭的。神自己呢，在这个应

许里面，跟亚伯拉罕说：我经过，你不必经过。这是一个恩典之约，亚伯拉罕在神面前领

受这个应许，也领受自己在神面前给他的很重要的神的秩序：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事情。十

五章是立约之章，是亚伯拉罕的亲身经历，前面所说的都是神的应许而已。 



 (三 ) 更改新名：创世记十七章 1－27 节 

 1. 改名字 

  (1) 亚伯拉罕（十七章 4-6 节）:多国之父;后裔繁多, 国度建立,君王兴起(十七章 6 , 16 节). 

  (2) 撒拉：多国之母 

进入第十七章，神给亚伯拉罕一个经验。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改名字。我们来看看十七

章。亚伯拉罕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

作完全人， 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神重新跟亚伯拉罕立这个约，特别是

给他一个提醒说：你要作完全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吩咐呢？在十六章，亚伯拉罕自己作

了一件神所没有吩咐的，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在十五章，亚伯拉罕说：我们没有儿子。十

六章亚伯拉罕就自己想办法得一个儿子。他跟他的妻子一起来计划了，娶了使女夏甲。他

们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这个儿子一出现，就带来家庭风波了，他们就有很多

的问题出现。到后来呢，夏甲还是被赶，离开这个家，以实玛利呢？就被逐离开这个家

庭。所以为什么到十七章，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在我面前作完全的人。有时候我们觉得

这个完全的人，就是没有瑕疵，不犯罪，非常的纯洁，其实「完全」在圣经当中常常是成

熟的意思。在整个信仰历程里面，神要求亚伯拉罕说：你要在对我的信心上，要成熟。所

以神在十七章里面给亚伯拉罕一个新的经历，把他带进另外的阶段。神给亚伯拉罕的经历

里面，神要他做的，有两个，第一个，改名字。第四节：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叫埃布尔兰，要叫亚伯拉罕。改名字－多国之父。 

  

2. 设立割礼：立约的记号和证据 (创十七章 9－14 節) 

(1) 神要作他们永远的神 

(2) 要将地赐他们为永远的产业 

除了这第一个改名字，新的经历，把他带进另外一个新的里程之外，第二个，就是设立割

礼。在十七章第九节，你的后裔，世世代代都要遵守这个割礼。设立这个割礼。亚伯拉罕

经历到：十五章没有儿子的阶段，十六章他想办法寻求一个儿子，十七章，神说你要作多

国的父，如果没有儿子怎么作多国的父呢？其实这个是一个挑战，是一个考验。当神给他

改名字之后，神说，我要设立一个割礼，这个割礼要行在谁的身上呢？请你看第十节，你

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就是我与你还有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当守的，你们都要

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后来呢，就是所有生在他们家里的，无论是亲生的，

或者是奴仆的孩子们，都要受割礼。这真是另外一个里程。十五章亚伯拉罕说没有儿子，

十六章他想办法有一个儿子。十七章上帝说，这个不是你的儿子，你要从妻子生一个儿

子。神不只是给他改名，多国之父，还跟他说你的后裔要受守割礼。这双重的提醒跟教导

呢，应该可以带给亚伯拉罕一个非常重要的确据，让他知道说神真的要在他身上作奇妙的

事情。十七章的九到十四节，这割礼是一个很重要的立约的记号。我们来读第九节，这个

割礼是一个约，而且是一个永远的约。这个约，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请你看第八节，不

只是跟亚伯拉罕立，还要跟他的后裔立的。而且这个后裔是要进入迦南地，得到迦南地为

业。然后神说：我要作他们的神，我必作他们的神。所以不只是神作亚伯拉罕的神，神要

作这个后裔的神。因此呢，这个割礼的重要性，不但是应许了亚伯拉罕要有后裔，而且应

许了这个后裔跟神有一个属灵的关系。这一点其实是构成了以撒跟以实玛利不同的地方。 

  



请你看一下第十七章十九节，神也应许以实玛利，要成为一个大族，十九节呢，是神说，

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二十节，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

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其实呢，以实玛利要成为大

国，以实玛利的后裔要蒙福。以撒要成为大国，以撒的后裔也要蒙福。神祝福这两个亚伯

拉罕的后代，都是蒙福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神跟亚伯拉罕说，以撒你这个后裔，我要

作他的神；神没有跟以实玛利说，我要作你的神，我要作你后裔的神。这个属灵的关系，

在十七章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思想。亚伯拉罕进入这个新的里程，第一他的名

字被改了；第二呢，他领受行割礼这么一个仪式作为立约的记号，这个记号也成为神应许

要成为他的后裔以撒的神的一个重要记号。当亚伯拉罕跟神这个约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十

七章的十七节，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嬉笑地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够生孩子吗？撒拉

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到这个时候还是说，哎，希望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就好了。上帝说，不是，这个儿子出生，要建立我跟他的血缘关系，我要作他永远的神，

以实玛利不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后裔。十七章之后，亚伯拉罕就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他

要用更多的信心去经历神。十五章立约，十六章亚伯拉罕用自己的方式，十七章神跟他再

立约，给他两个新的操练跟应许，十八章亚伯拉罕就仍然住在幔利的橡树那边。在十八跟

十九章亚伯拉罕还是经验到神的应许的兑现，以撒的出生就是在中间这个段落。 

  

(四 ) 献上独子：创世记二十二章 1－19 节 

然后二十二章，是献上独生的儿子。二十二章第一到第十九节是讲到亚伯拉罕把独生的儿

子献上，这个儿子是他在十五章，向神恳求的，十七章神给他应许的，二十二章他竟然把

他献上。我们回顾十八章的时候是紧接着割礼的应许，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重新确定

这个后裔的应许。第二点呢，以撒出生记录在 

二十一章里几个说明神信实的词: [按先前的话 ]; [便照衪所说的成就]; [ 到了神所说的日期] 

  

创世记二十一章，这里呢，有几个词说明神的信实。神照着他所说的来应许。二十一章你

看到，圣经说神按着他先前所说的话，然后成就他所应许的，然后神照着他所说的，成就

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到了日期这个以撒就出生了。神说的话，神自己看守这些

话，让它成就。虽然撒拉还是不太相信，可是神却兑现了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二十二章

献上独生儿子，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请你看第一节，二十二章，这些事以后，神要

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里明说是一个试验。试验就是，神

借着一个事情，来考验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前面好几个经历里面呢，亚伯拉罕的信心是

不足的，可是到了二十二章，亚伯拉罕已经经历了一个信心稳固的阶段。所以他能够经得

起这样的试验。 

  

二十二章神就要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把你的独生儿子献为燔祭，上帝还说，就是你所爱

的。如果是亚伯拉罕所恨的，是另外一回事，是你所爱的，而且是独生的，把这个儿子献

上，所以这是一个试验。不晓得亚伯拉罕当时会不会想，好不容易才得一个儿子，现在要

把这个儿子献上？至少新约里面这样子提到亚伯拉罕的心态，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儿子，现

在要把这个儿子献上。我们看这节圣经时，可以看到神让亚伯拉罕作一个选择。第二节，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



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这是神所赐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而且是爱子，然后，现在要

求把他献来，献为祭物，这个考验的目的在那里呢？其实就是神让亚伯拉罕重新思想，神

应许的，神赐予的，本来就是属于神的，是他自己不该得的，因为他说，我九十九岁还能

生儿子吗？是他不该得的，所以不该得的，献上给神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整个考验里

面，我们先看看那个结果，请你翻一翻第二十二章，十二节，天使说，不可在这个童子身

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

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其实下半句跟第二节是呼应的。是整个考验的结果，在这个结论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说，这个考验是要看他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十二节说，

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这个考验不是说，他的信心在那里；他对神的爱是不是更大，大过

他对儿子的爱。这个考验是说，他是不是一个敬畏的人。经过整个试验，亚伯拉罕把儿子

献上之后，神说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我的。所以这个敬畏等于是整个试验最重要的目的。

什么是敬畏呢？或者是从这一章圣经里面看，什么是敬畏呢？ 

敬畏神是什么：(1) 顺服听神的吩咐（创世记二十二章 2 - 3 , 18 节）  

                          (2) 爱神过于所爱的（创世记二十二章 2 , 12 节）  

                          (3) 将唯一所爱的献上（创世记二十二章 2 , 12, 16 ）  

(4) 相信神的作为是有原因的---给他儿子,又收取?(罗 4 17-21[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 

  

第一点，我们可以说敬畏神的人是一个顺服听从神吩咐的人。这个在第二节到第三节，就

讲，你去把这个儿子献上，他就去了，不跟任何人讨论，不跟撒拉讨论，自己一大清早，

可能撒拉还在睡觉，他就顺服听从神的吩咐；这是第一点，敬畏神的人是这样。 

第二点呢，敬畏神的人是怎么样呢？爱神过于自己所爱的一切。其实神也很有意思，就是

在第二节说，你所爱的，然后十二节说，你所爱的独生的儿子，可是呢爱神胜过他所爱的

独生的儿子，这是敬畏神。因为他应该还记得这个儿子不是他可能有的，不是他应该有

的，乃是神给他的。这是敬畏的，这一章圣经里的第二个解释。 

第三个呢，敬畏神的就是，他愿意把他唯一仅有的献给神。因为他爱神过于爱这个，而当

然罗马书说，他满心相信神能够把这个儿子叫他从死里复活还给他。当他献上的时候如果

没有这个信心的话，他会很犹疑，可是我们看到他整个过程里面，没有一点的犹疑，这个

是敬畏。 

第四个，这章圣经对于敬畏的教导就是，神为什么这样子作，神为什么给了又要拿走，在

这个愿意把儿子献上的过程里面，他是相信说，神给他的，神拿回去，一定有原因，这个

原因在他献上的过程里面并不知道，可是呢，后来他就知道了，后来就知道了。他敬畏

神，即使他不知道为什么神这样要求，可是因为相信神，他还是可以进行这个献上的动

作。在后来他的解释里面，我们就发觉：原来即使他不知道，他还是相信，他相信神所作

的一切都有原因。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一个很大的提醒。其实在我们整个生命里面，很

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可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神的信服，我

们相信神做事不矛盾，因此呢，我们在所有遵行神的话语的过程里面，没有怨言。 

  

献上独子引发起神 指着自己起誓(创世记二十二章 16-18 节) ，重复了衪起初给亚伯拉罕

的三重祝福：：自己得福； 后裔得福； 万族得福. 



我们看到最后一点在二十二章第十七节，当亚伯拉罕献上儿子，被天使禁止之后呢，神其

实再给他另外一个应许，我们回到十六节看看，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

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

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

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你看看这个还是一个结论：你听从了我的

话。这天使第二次的显现，在预告一个未来更大的祝福，不单是重复了十二章神给他的三

重应许，其实，把这个应许往前推到未来，时间上往前推，范围上更广大，更广大。这里

提到，他要使万族得福，这是范围上面的，亚伯拉罕不但得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不但使他

的家族得福，也要使万国得福，整个范围扩大。在时间上，他讲到后来子孙永远这么一个

思想。所以当亚伯拉罕顺服的时候，他所承受跟延续的祝福，是他很难想象的。而且这个

祝福有一个很重要的保证，就是，请你看十六节，指着自己起誓。上帝从来不需要指着自

己起誓，当神指着自己起誓的时候，圣经说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应许。我们翻到希伯来书

第六章，对于起誓这个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就是说，当亚伯拉罕这个行动出现之后

呢，神非常非常地感动，就确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一定要在你的身上跟你的后裔身上成

就后来的事情。 

  

希伯来书六章 13 － 18 节：(1) 有一个预表---神要赐下衪的独生子；  

                                            (2) 地上竟然有一个人触摸到神的心. 

  

所以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

誓的，就指着自己。没有更大的，有什么比神更大呢？没有！所以他就指着自己起誓，

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然恒久忍

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

论，照样呢，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没

有比他更大的，所以他指着自己起誓。这个起誓保证了什么呢？保证这个事情是不能更改

的，一定会兑现的。什么事情不能更改呢？回到创世记二十二章，就是赐大福给你。什么

事情不能更改呢？子孙多起来。还有，他的子孙要使万族得福。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在最后

一个试验里面的结论。曾经有五次神把这个应许，重复给他，依次是十二章、十三章、十

五章、十七章，到最后这个二十二章。神重复这个应许是加上一个不更改的起誓，所以这

个事情一定要兑现，一定要兑现。这个事情作为一个结论，不是在亚伯拉罕献上儿子之

前，而是在亚伯拉罕献上儿子之后。加上这样一个盖印，神一定要作这件事情。 

从这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个预表，神要赐下他的独生子。这当然是新约的预表，而

且这个预表是不可更改的。第二呢，我们从亚伯拉罕这个故事里面看到，地上竟然有一个

人能够触摸到神的心，这令我非常感动。地上有一个人他竟然可以触摸到神的心，就是把

他最爱的独生子献上，也是预表了神把他最爱的独生子献上。神给亚伯拉罕说，这个绝对

不可以更改，盖了我的印，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个也是他把自己独生子带到这个世界上，

代替了我们的罪，也是盖了神的印。 

  

所以我觉得亚伯拉罕在这个最后的阶段里面，他通过试验。二十二章第一节，这是一个试

验，第二十二章的十八节，他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这一章圣经有非常丰富的思



想，我们从这里可以学习。另外一点，就是亚伯拉罕这时候是住在加低斯和书珥的中间，

这件事是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一个高峰，也是一个结束点。很好，用一个得胜，用一个成

功，通过考验，作为他生命一个阶段的结束，这是很好的。 

  

神学连贯 

神学连贯里面我们看几个重点。 

 1. 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是一个与神立约的故事， 神五次重复应许：  

十二章 1－7 节： 全面性－－－自己得福， 后裔得福， 万族得福 

十三章 14－17 节： 地 

十五章 1－21 节： 地， 后裔 

十七章 1－22 节： 作后裔的神， 国度， 君王 

二十二章 15－18 节： 全面性－－－自己得福， 后裔得福， 万族得福 

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是一个与神立约的故事。他跟你我一样，都是平凡的。

他不平凡的地方就是，他跟神立约，他一生是一个立约的故事，神五次重复他的应许，五

次好像重复了，可是，五次都有不同的强调。十二章，是神给亚伯拉罕全面性的一个应

许，自己得福，后裔得福，万族得福。十三章神说，我要把地给你。十五章神说，我要把

后裔给你，十七章神说我要作后裔的神，这一个神要跟他的后裔永远立约，而且十七章出

现了国度和君王的应许。二十二章跟十二章一样，全面性的应许，自己得福，后裔得福，

万族得福。所以你看看这个包含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完整的启示。 

  

2. 约的延续：  

延续给以撒： 创世记二十六章 2－5 节 

延续给雅各： 创世记三十五章 9－12 节 

延续给约瑟： 创世记五十章 24 节 

然后这个立约呢，不单是亚伯拉罕跟神立约或者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我们从这个神学连

贯里面看到这个约的延续性，约不停在亚伯拉罕。创世记二十六章第二到五节，这个约，

延续给以撒；然后不单停在以撒，创世记三十五章九到十二节，这个约延续给雅各；然后

创世记五十章二十节，这个约延续给约瑟。所以立约，神跟人立约不是为个人本人，乃是

带来一个延续性。这个信仰是一种传递，跟神的关系是一种传递，是一种盟约的传递，是

一个使命的传递，是一个救恩的传递。所以亚伯拉罕伟大的地方不是因为他蒙福，他个人

领受神的祝福，而是因为他可以把神给他的约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以至万族要因他得

福。我们非常感谢神，有亚伯拉罕这样一个伟人。 

  

课后作业 

1. 读创世记第二十六至三十四章 

 

2. 查考神对亚伯拉罕重复的约之内容， 用表格列出这五段经文所有的细节. 

 

3. “万族要因你得福＂， 这句话在亚伯拉罕身上如何兑现?试举二例， 说明今天你作基督

徒如何成为神赐福的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