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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以色列) ‧约瑟

名字 多国的父
十七5-16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
后
兰
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度从你 立
从你
你的妻子撒莱不可再叫撒莱，她的名要叫撒拉。
她也要作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
 撒拉也要被称作是多国的母亲，
她的后裔就是以撒的后裔，
要成为众国度的开始
 亚伯拉罕另外的一个妾 ─夏甲，
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并不能成为多国之父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以色列) ‧约瑟

灵性品格预表 信心之父
十五6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罗马书第四章 ─
亚伯拉罕因信称义
是受割礼之前 不是受割礼之后
是受割礼之前、不是受割礼之后，
作为他因信称义的一个凭据 ─
 不是靠着他的行为
是靠着
 而是靠着他对上帝的信靠、
根据上帝的恩典而有的
今天不管是以 列 还是 以 列 ，
今天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非以色列人，
成为基督徒、相信上帝，都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以色列) ‧约瑟

一生代表记号 帐蓬、祭坛
帐篷的特点
 亚伯拉罕在地上是一个旅行的人、
过寄居的生活
 随时会要搬迁
亚伯拉罕
 在伯特利支搭帐篷，巴勒斯坦的中部
 又把帐篷搬到希伯仑幔利橡树那边，
又把帐篷搬到希伯仑幔利橡树那边
就在那里遇见了有三个人来向他显现，
中间有 个就是耶和华自己
中间有一个就是耶和华自己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以色列) ‧约瑟

一生代表记号 帐蓬、祭坛
祭坛 ─敬拜上帝、奉献上帝的地方
敬拜上帝 奉献上帝的地方
十二7-8 耶和华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见证的祭坛 见证他曾经亲眼见到耶和华向他显现
见证的祭坛，见证他曾经亲眼见到耶和华向他显现
十三18 亚伯兰来到希伯仑幔利的橡树那里居住，

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敬拜的祭坛
在摩利亚山筑坛，要把儿子以撒献上给神。
完全奉献的祭坛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以色列) ‧约瑟

蒙福的秘诀 常常站立在耶和华面前，有上帝与他同在
十八22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所多玛去；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 向所多玛去

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好像祭司在圣所里站在耶和华面前，
来事奉真神，为百姓代求、祷告
 亚伯拉罕为所多玛城、罗得，祷告、代求
十九27-28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

他看见整个世界被火焚烧，
世界结局的景况就像所多玛城；
亚伯拉罕在这里得着上帝给他的启示。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以色列) ‧约瑟

名字 「笑」的意思
─ 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亚伯拉罕
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 告诉亚伯拉罕
你的妻子撒拉虽然已经九十岁了，
但是她要为你生 个儿子。
但是她要为你生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快要一百岁了，
就伏在地上笑 ─ 不敢相信的笑。
不敢相信的笑

第十七章

─ 撒拉在帐蓬后听到，也笑起来…
上帝讲她说：你不相信上帝
上帝讲她说
你不相信上帝
撒拉说：我没有…

第十八章

第二十一章

─ 撒拉果然为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撒拉果然为 伯拉罕生了 个儿子

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撒 ─ 笑的意思。
这是以色列人非常喜欢起的名字，以撒小名 ─ 叫作Ike。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以色列) ‧约瑟

灵性品格预表 蒙福的儿子
廿一12 神对亚伯拉罕说：

「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以撒年纪大要娶妻了，
亚伯拉罕请仆人到家乡去为以撒娶 个妻子。
亚伯拉罕请仆人到家乡去为以撒娶一个妻子。
老仆人就对家乡的人讲：
「我的主人 妻子撒拉年纪老迈的时候
「我的主人，妻子撒拉年纪老迈的时候，
为我的主人生了一个儿子，
我的主人将一切所有的通通都留给了他
我的主人将
切所有的通通都留给了他。」
」
包括物质的丰富，上帝给亚伯拉罕一切的应许、祝福。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以色列) ‧约瑟

一生代表记号 祭坛、水井
以撒的祭坛代表奉献跟顺服。
当 伯拉罕把以撒
当亚伯拉罕把以撒
献在摩利亚山祭坛上的时候，
以撒可能十岁以上了，他可以跑掉的；
但是当亚伯拉罕在前头走，以撒就在后面跟随，
一直走到亚伯拉罕奉献给神的地方。
亚伯拉罕的奉献、以撒的顺服，
两个缺一不可。

奉献的祭坛，也是一个顺服的代表。

预表耶稣基督是这一位蒙福的儿子
蒙福的
。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以色列) ‧约瑟

一生代表记号 祭坛、水井
廿六
廿六18-19
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
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

以撒就重新挖出来。
古代近东特别是沙漠旷野，
水井是最重要的产业。
廿六19-20 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基拉耳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
，
」
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色【就是相争的意思】。
21 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

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
22 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

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河伯【就是宽阔的意思】。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以色列) ‧约瑟

一生代表记号 祭坛、水井
宽广，不只是说地理上的宽广，
宽广
不只是说地理上的宽广
更是心理的宽广，没有人来跟他争了。
以色列人讲 如果 是被 到
以色列人讲：如果我是被逼到一个墙角，
墙角
那就是别人与我为仇；
但是上帝把我带出来，到一个宽广之地。

预表

在上帝的眼光中看的

三8我要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让人心里面感觉到的

以撒生平一个宝贝的美德 ─ 让，
让我们想到：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以色列) ‧约瑟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以色列) ‧约瑟

名字 「抓」的意思

蒙福的秘诀
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耳去。
有
就往 拉
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
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我必与你同在 赐福给你，
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
赐福给你，
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廿六24 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
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
并 为我仆人 伯拉罕的缘故 使你的后裔繁多 」
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
廿六1-3

圣经「上帝说我要与你同在」，就是从他开始来讲的。
」 就是从他开始来讲的
 亚伯拉罕是有上帝同在的事实
 但有正式这样说法 ─
「上帝与人同在、赐福给人类」是从以撒开始的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以色列) ‧约瑟

灵性品格预表 忠心的仆人
雅各服事拉班二十年，
拉班曾经十次改他的工价；
雅各白日受日晒、晚上受霜寒，
忠心地服事上帝、服事拉班。
如果有野兽把羊群叼走或是撕裂，
雅各就自己赔偿，
没有让拉班受到任何的损失。
他是一个
他是
个忠心的仆人。

他是双胞胎，与哥哥在妈妈肚子里就在争执，
他是双胞胎
与哥哥在妈妈肚子里就在争执
生产时，先出来的是以扫，后出来的是雅各，
但雅各是手「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的
但雅各是手「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的。
原文里甚至有这样的意思 ─
一个人认准了目标、拼命地追过去，
个
准
标 拼命地追过去
然后抓住了，就摔倒在地上、用脚用力来踹；
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为达 的 择手段
在雅博渡口雅各跟天使摔角，
结果天使给他改名字叫以色列，
 他跟神摔角，而且他得胜了
 他被称作是尊贵的王子，更代表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以色列) ‧约瑟

一生代表记号 大腿筋、杖

大腿筋 ─上帝对付雅各的老我，
在雅博渡口，雅各整夜跟天使摔角，
天使在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腿就瘸了。
以色列人从此以后就不吃动物身上的筋，
以色列人从此以后就不吃动物身上的筋
中国人就给他们取了一个绰号，叫作「挑筋教」。

杖 ─ 上帝要赐福给雅各，
让他得着新的生命
让他得着新的生命。
 离开家园的时候，是孤身一人
 回来的时候，却变成两队了
来的时候 却变成
了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以色列) ‧约瑟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以色列)‧约瑟

名字 「增添」的意思

蒙福的秘诀 上帝与他同在

灵性品格预表 得胜的君王，管理自己、全家、埃及地，
得胜的君
管理自己 全家 埃及地
预表耶稣基督是一个得胜的君王

雅各离开家乡的时后

一生代表记号 梦，自己作梦，帮别人解梦

我必与你同在。
你无论往那里去 我必保佑你
你无论往那里去，我必保佑你，
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廿八15

衣服 ─父亲给他做的彩衣
下到监牢穿着囚衣
作法老的宰相 穿上了细麻的衣服
作法老的宰相，穿上了细麻的衣服

蒙福的秘诀 上帝与他同在
 被卖到埃及 ─ 耶和华与他同在，就能够百事顺利
 他的主人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就在主人面蒙恩
 被下到监牢里面去，还是有耶和华与他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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