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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約瑟

名字的意思

靈性、品格的預表

一生的代表記號

探

討

方

向
蒙福的秘訣

‧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 (以色列) ‧約瑟

十七5-16 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

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

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

你的妻子撒萊不可再叫撒萊，她的名要叫撒拉。

她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從她而出。

名字 多國的父

撒拉也要被稱作是多國的母親，

她的後裔就是以撒的後裔，

要成為眾國度的開始

亞伯拉罕另外的一個妾 ─ 夏甲，

夏甲所生的以實瑪利，並不能成為多國之父

‧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 (以色列) ‧約瑟

靈性品格預表 信心之父

十五6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今天不管是以色列人還是非以色列人，

成為基督徒、相信上帝，都成為亞伯拉罕信心的子孫。

羅馬書第四章 ─

亞伯拉罕因信稱義
是受割禮之前、不是受割禮之後，

作為他因信稱義的一個憑據 ─

不是靠著他的行為

而是靠著他對上帝的信靠、

根據上帝的恩典而有的



‧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 (以色列) ‧約瑟

一生代表記號 帳蓬、祭壇

帳篷的特點

亞伯拉罕在地上是一個旅行的人、

過寄居的生活

隨時會要搬遷

亞伯拉罕

在伯特利支搭帳篷，巴勒斯坦的中部

又把帳篷搬到希伯崙幔利橡樹那邊，

就在那裏遇見了有三個人來向他顯現，

中間有一個就是耶和華自己

一生代表記號 帳蓬、祭壇

祭壇 ─ 敬拜上帝、奉獻上帝的地方

十二7-8 耶和華顯現，說：「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

亞伯蘭就在那裡為向他顯現的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見證的祭壇，見證他曾經親眼見到耶和華向他顯現

十三18 亞伯蘭來到希伯崙幔利的橡樹那裡居住，

在那裡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敬拜的祭壇

完全奉獻的祭壇

在摩利亞山築壇，要把兒子以撒獻上給神。

‧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 (以色列) ‧約瑟

蒙福的秘訣 常常站立在耶和華面前，有上帝與他同在

‧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 (以色列) ‧約瑟

十八22 二人轉身離開那裡，向所多瑪去；

但亞伯拉罕仍舊站在耶和華面前。

十九27-28 亞伯拉罕清早起來，
到了他從前站在耶和華面前的地方…

好像祭司在聖所裏站在耶和華面前，

來事奉真神，為百姓代求、禱告

亞伯拉罕為所多瑪城、羅得，禱告、代求

他看見整個世界被火焚燒，

世界結局的景況就像所多瑪城；

亞伯拉罕在這裡得著上帝給他的啟示。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以色列) ‧約瑟

名字 「笑」的意思

第十七章 ─ 耶和華向亞伯拉罕顯現，告訴亞伯拉罕

你的妻子撒拉雖然已經九十歲了，

但是她要為你生一個兒子。

亞伯拉罕那個時候已經快要一百歲了，

就伏在地上笑 ─ 不敢相信的笑。

第十八章 ─ 撒拉在帳蓬後聽到，也笑起來…
上帝講她說：妳不相信上帝

撒拉說：我沒有…

第二十一章 ─ 撒拉果然為亞伯拉罕生了一個兒子，

他們就給他起名叫以撒 ─ 笑的意思。

這是以色列人非常喜歡起的名字，以撒小名 ─ 叫作 Ike。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以色列) ‧約瑟

靈性品格預表 蒙福的兒子

廿一12 神對亞伯拉罕說：

「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以撒年紀大要娶妻了，

亞伯拉罕請僕人到家鄉去為以撒娶一個妻子。

老僕人就對家鄉的人講：

「我的主人，妻子撒拉年紀老邁的時候，

為我的主人生了一個兒子，

我的主人將一切所有的通通都留給了他。」

包括物質的豐富，上帝給亞伯拉罕一切的應許、祝福。

預表耶穌基督是這一位蒙福的兒子。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以色列) ‧約瑟

一生代表記號 祭壇、水井

以撒的祭壇代表奉獻跟順服。

當亞伯拉罕把以撒

獻在摩利亞山祭壇上的時候，

以撒可能十歲以上了，他可以跑掉的；

奉獻的祭壇，也是一個順服的代表。

但是當亞伯拉罕在前頭走，以撒就在後面跟隨，

一直走到亞伯拉罕奉獻給神的地方。

亞伯拉罕的奉獻、以撒的順服，

兩個缺一不可。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以色列) ‧約瑟

一生代表記號 祭壇、水井

廿六19-20 以撒的僕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基拉耳的牧人與以撒的牧人爭競，說：「這水是我們的。」

以撒就給那井起名叫埃色【就是相爭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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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為敵的意思】。

22 以撒離開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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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寬闊的意思】。

廿六18-19 亞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

以撒就重新挖出來。

古代近東特別是沙漠曠野，

水井是最重要的產業。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以色列) ‧約瑟

一生代表記號 祭壇、水井

寬廣，不只是說地理上的寬廣，

更是心理的寬廣，沒有人來跟他爭了。

以色列人講：如果我是被逼到一個牆角，

那就是別人與我為仇；

但是上帝把我帶出來，到一個寬廣之地。

三8 我要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

在上帝的眼光中看的

讓人心裏面感覺到的

預表

以撒生平一個寶貝的美德 ─讓，

讓我們想到：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以色列) ‧約瑟

聖經「上帝說我要與你同在」，就是從他開始來講的。

亞伯拉罕是有上帝同在的事實

但有正式這樣說法 ─

「上帝與人同在、賜福給人類」是從以撒開始的

廿六1-3 又有饑荒，以撒就往基拉耳去。

耶和華向以撒顯現，說：「你不要下埃及去，

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我必與你同在，賜福給你賜福給你，，

因為我要將這些地都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我必堅定我向你父亞伯拉罕所起的誓。」

廿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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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福的秘訣

‧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 (以色列) ‧約瑟

名字 「抓」的意思

原文裏甚至有這樣的意思 ─

一個人認準了目標、拼命地追過去，

然後抓住了，就摔倒在地上、用腳用力來踹；

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

在雅博渡口雅各跟天使摔角，

結果天使給他改名字叫以色列，

他跟神摔角，而且他得勝了

他被稱作是尊貴的王子，更代表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

他是雙胞胎，與哥哥在媽媽肚子裡就在爭執，

生產時，先出來的是以掃，後出來的是雅各，

但雅各是手「抓」著哥哥的腳跟出來的。

‧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 (以色列) ‧約瑟

靈性品格預表 忠心的僕人

雅各服事拉班二十年，

拉班曾經十次改他的工價；

雅各白日受日曬、晚上受霜寒，

忠心地服事上帝、服事拉班。

如果有野獸把羊群叼走或是撕裂，

雅各就自己賠償，

沒有讓拉班受到任何的損失。

他是一個忠心的僕人。

‧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 (以色列) ‧約瑟

一生代表記號 大腿筋、杖

大腿筋─ 上帝對付雅各的老我，

在雅博渡口，雅各整夜跟天使摔角，

天使在雅各的大腿窩摸了一把，雅各腿就瘸了。

以色列人從此以後就不吃動物身上的筋，

中國人就給他們取了一個綽號，叫作「挑筋教」。

杖─ 上帝要賜福給雅各，

讓他得著新的生命。

離開家園的時候，是孤身一人

回來的時候，卻變成兩隊了



‧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 (以色列) ‧約瑟

蒙福的秘訣 上帝與他同在

廿八15 我必與你同在。

你無論往那裡去，我必保佑你，

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棄你，

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的。

雅各離開家鄉的時後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以色列) ‧約瑟

名字 「增添」的意思

靈性品格預表

一生代表記號

蒙福的秘訣 上帝與他同在

夢，自己作夢，幫別人解夢

衣服 ─ 父親給他做的彩衣

下到監牢穿著囚衣

作法老的宰相，穿上了細麻的衣服

被賣到埃及 ─ 耶和華與他同在，就能夠百事順利

他的主人看見耶和華與他同在，就在主人面蒙恩

被下到監牢裏面去，還是有耶和華與他同在

得勝的君王，管理自己、全家、埃及地，

預表耶穌基督是一個得勝的君王

以色列的先祖以色列的先祖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約瑟

名字

預表

記號

秘訣

多國之父 笑 抓 增添

信心之父 蒙福的兒子 忠心的僕人 得勝的君王

帳蓬
祭壇

祭壇
水井

大腿筋
杖

夢
彩衣

有上帝與他們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