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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主题: “义人必因信得生“ （ 加拉太书 第3章11节 ）

亲爱的读者，
亚伯拉罕 – 信心之父（创世记 22:1-14）
亚伯拉罕不是圣经里的第一位信徒。之前已经有信徒像以诺，他与
主同行，神将他取去（参创世记 5:21-24）；还有挪亚，神也形容他
是与神同行的。但是，和以诺不同的是，神没有将他取去，而是呼
召他在大洪水毁灭全世界之前的 100 年期间建方舟与传福音（参创
世记第 6 至 9 章）。尽管如此，亚伯拉罕却被尊称为信心之父。神
之所以将亚伯拉罕的信心作为真正信心的榜样，原因何在？他的信
心是任何一个信徒应该核对省察的。这就是罗马书 4:16，17 所提及
的亚伯拉罕与其信心，“所以人得为後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
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後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
亚伯拉罕之信的。…他在主面前作我们世人的父…”【强调附加】
我们当晓得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喜悦（参希伯来书 11:6）。对每
个神的孩子而言，确保他的生命是凭信而活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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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最大的试验（v1-2） - 当蒙神呼召，亚伯拉罕撇下一切离开
迦勒底的吾珥到一个神将会指示但他自己从未见过的地方时，他已
经显示出真实的信心。亚伯拉罕衷心顺服。他在高龄 75 岁时离乡背
井，抵达神应许之地（当时也被称为迦南地）。他一直逗留在迦南
直到 175 岁离世为止。这期间，他一直在此地待着，居住在帐幕里，
就是依照神所说的那样。当亚伯拉罕 100 岁而他妻子撒拉 90 岁，早
已过了生育年龄，神赐给他们一个儿子。神应许亚伯拉罕他这个儿
子以撒就是蒙拣选的后裔，也要延续弥赛亚的家谱。能够获得这个
唯一的儿子，亚伯拉罕真是喜出望外，他爱儿子甚于他自己的生命。
但没有料到神之后却命令他把以撒作为燔祭献回给神！
创世记 22:1-2 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但这试验不是要引发犯
罪。这种试炼是真实的。这是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所看到的试炼，
它教导信徒当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是为了要加强
信徒的信心，这正是神为亚伯拉罕定下的旨意（参雅各书 1:12）。这不是像波提乏的妻子在创世记第 39 章企图勾引年轻约瑟的
那种罪恶诱惑。约瑟不肯就范跑到外边去是美好的见证。至于亚伯
拉罕，他面对的试探与考验本身虽不是罪恶的，但信徒可能因没有
完全信靠神而失足犯罪得罪了神。他应当凭信做出反应并藉此加强
信心。遵行神的吩咐把人当祭物献给神并不犯罪，就像这里的情况
一样。但是，把人当祭物献给虚假的神灵就是罪恶的（参申命记
12:30-31）。之所以不是罪恶因耶和华是唯一又真又活的神。虽然
试验结果以撒并没有成为祭物献上，但主耶稣基督却成献祭了！祂
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祂是世人的献祭，因按照神的公
义，凡在罪里的必要死去，祂的死是为了付出完全的赎价给神，把
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当基督为我们献上祂自己，祂为世人作了
挽回祭，为我们成就神的公义。感谢神，神接受这一切，因神让耶
稣基督在为我们称义而死的第三天复活（参罗马书 4:23-25）。
这是亚伯拉罕需承受的最大试炼。神吩咐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为燔祭，
这表示以撒必须被杀。如果亚伯拉罕杀了以撒，那么，神将如何实
现祂对亚伯拉罕作出的首个应许，就是以撒会延续救主家谱？神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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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的两个启示岂不自相矛盾？既然神这么说，亚伯拉罕就完
全顺从。他对神的信心是何等坚强！
II. 极大的顺从（v3-8） - 一早起来，亚伯拉罕顺从吩咐往摩利
亚地去。他带着燔祭所需的一切包括帮忙他们的两个仆人。当然以
撒跟随着他。当时的以撒应该至少有十多岁因他帮忙背着一些燔祭
用品。他一定亲眼目睹燔祭是什么样子的，因他问父亲燔祭的羊羔
在哪里。他发现除了羊羔以外，燔祭该有的物品都在。
在亚伯拉罕要和和以撒一起爬上山之前，他告诉两个仆人他和以撒
要往前去敬拜，之后会回到他们那里去。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
他确信按照神的吩咐，把以撒杀了献给耶和华作为燔祭之后，他和
以撒仍然会回到原地。他可能推断耶和华为了信守以撒是蒙拣选的
后裔的承诺，必会让以撒起死回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死人
复活的记录。在亚伯拉罕之后多时，旧约与新约都有人从死里复活
的记载。因此，与亚伯拉罕相比，我们今天更容易相信神能叫人从
死里复活，因亚伯拉罕根本没有拥有任何神话语的记载。创世记是
摩西在亚伯拉罕死后多年书写的。亚伯拉罕只听见神声音，但他已
将神的话语牢记心里。而那样就已足够了！亚伯拉罕信心之强足以
让他相信死人能复活！希伯来书 11:17-19“亚伯拉罕因著信，被试
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
的儿子献上。 18 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
你的后裔。」 19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彷佛从死中
得回他的儿子来。”
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遵照所吩咐的，把他当作燔祭献给
神，显示了他极大的顺服。

III. 最伟大的榜样（v. 9-14） - 献上以撒不是空谈理论而是真正
的实践经验。 亚伯拉罕也毫无疑问地确信将以撒献为燔祭的命令来
自他的神。当他们抵达献祭的地方，亚伯拉罕着手筑坛并将一切准
备妥当。最后，他将以撒捆绑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举起刀，照
神所吩咐的，正要将刀插入以撒心中，神及时拦住他。神在此赞扬
亚伯拉罕，他坚定不移的信心确是至高榜样。创世记 22:11-12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
说：「我在这里。」 12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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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知道”这句话
是为了亚伯拉罕而说的。亚伯拉罕必须亲身经历，才有这样的经验
知识，他的确爱神甚于他的儿子以撒。
不要以为神是戏弄亚伯拉罕，叫他把以撒献为燔祭。神绝对不会这
样做，因为那看似个残忍的恶作剧，但实在是一种罪恶。这其实是
为了亚伯拉罕的缘故，因亚伯拉罕不能把对以撒的爱变成对偶像的
爱。爱自己的孩子原本无可非议，但当爱的结果是把孩子当成比主
耶稣基督更重要的神灵或偶像时，那就是一种罪。如果亚伯拉罕经
受试验失败，就会影响他的见证以及他与神的亲近同行。
尽心、尽性、尽意与尽力地爱神就是爱我们生命中其他人的最好方
式。这样，我们对他们的爱必然是纯洁美好的。当这爱越过界线，
爱就会失当不妥而成罪恶，因我们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不但伤害甚
至会摧毁我们所爱的人。例子：父母为了孩子，不守主日为圣，他
们会误导孩子，以为遵守神的话语是基于方便。如果不方便，不遵
守神的话语也没有什么关系。在这种环境成长的孩子永远也不会接
受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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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他们会背弃基督。更糟糕的是，他们所信的基督是他们自
己设立的。他们从未真正接受圣经里的基督，祂为了罪人的全部而
不是他们的一部分而死，祂要求所有罪人全心全意无条件地顺服并
把生命完全交托于祂。这些孩子没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他们宁愿跟随
父母虚构的世俗基督。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这些孩子只是自称基
督徒而已。

属灵操练（四月份）

感谢神，亚伯拉罕给了所有信徒一个他们应该学习的最伟大的榜
样，因他确实是信心之父！

金句背诵
总结 – 创世记第 22 章描绘了亚伯拉罕信心的巅峰。当亚伯拉罕被
神要求遵守一个与神向他许下关于以撒的承诺相反的命令时，是他
信心之旅达到最高峰的试验。服从一个命令必导致违抗另一命令，
这是亚伯拉罕最大的考验。他顺从神的旨意，使它成为他最大的顺
服。他深信神必会也能够使以撒从死里复活，虽然之前并无任何死
里复活的记录。这显示了他信心有多坚强。他为未来的信徒立下至
高无比的榜样。神赞扬他，宣言祂即时知道亚伯拉罕敬畏祂，因他
没有把唯一的独生子留下却献上给神，这就是明证。这是亚伯拉罕
所设立让所有信徒跟随的亚伯拉罕- 以撒的原则。每个信徒在地上
为基督作见证都要经得起这个原则的考验。我们是否为了拒绝割爱
而不顺从神抑或不惜代价来遵从圣言？亚伯拉罕是所有真正信徒之
父因我们在基督里有同一信心。阿们！

（歌罗西书 3：1-2）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歌罗西书 3：3-4）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读经运动
新约圣经: 使徒行传 第 7 章 至 第 12 章
主仆
郭全佑牧师

每日灵修《读、祷、长》
旧约圣经: 但以理书第 1 章 8 节 至 2 章 4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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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的次数
（接续 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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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前书 5:16-22




祷告的次数

他有辨别能力，智慧非凡。他不会轻易受骗。他与神
亲密交通同行使他的是非意识更加敏锐。因此他凡事
测试或察验。按照圣经准则，所有善美的他必持守，
再也不放松。他知道这样能讨神欢喜，就算遭惹人的
愤怒也是在所不辞。对他来说，蒙神喜悦是最重要的
事；
一个与神亲密交通的人，他对罪的敏感度是强烈的。
各样的恶事他都禁戒不做。其实不要说是恶事，凡看
起来是邪恶的他都避而远之，不去做。凭这真理，他
每天看自己是死的。他自己的欲望与需要都是次要
的，最重要的是神所要他活出的生命。

若非他不住祷告，他决不能够行出这一切。不住祷告的意思
就是时时刻刻完全倚靠神而不是靠自己。当一个人停止祷
告，就是告诉神在属灵领域里他可以孤军作战，不必倚靠神
而得丰盛生命。这是愚昧无知的。这不是信徒能做到的。

我们都需不住祷告，只有这样，我们可以不断地倚靠神来实
现神所要我们做的一切，直到蒙神恩召归天家为止。阿们！

摘要
箴言 3:1-8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或作：指教）；
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2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
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3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
你颈项上，刻在你心版上。 4 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
恩宠，有聪明。 5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
明， 6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
路。 7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8 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百骨。” 这段经文完美地
概括了不住地祷告的意义。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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