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伯拉罕亞伯拉罕

第十一章到二十二章 ─交叉平行的結構

Ａ 他拉的後裔

Ｂ 亞伯拉罕靈程開始 (神初步應許)
Ｃ 撒萊在外國宮中；亞伯拉罕與羅得分開

Ｄ 亞伯拉罕拯救所多瑪與羅得

Ｅ 神與亞伯拉罕立約

Ｄ’ 亞伯拉罕拯救所多瑪與羅得

Ｃ’ 撒拉在外國宮中；亞伯拉罕與以實瑪利分開

Ｂ’ 亞伯拉罕靈程巔峰 (神堅定應許)
Ａ’ 拿鶴的後裔

非常完整的文學結構，前後的故事交互的輝映

顯示出作者要藉著重複的故事，傳達重要的信息

交叉平行的結構

撒拉要生應許的後裔，兩次遭遇威脅

誰是亞伯拉罕的後代、誰要來繼承產業？

羅得跟以實瑪利都不是

以利以謝也排除在繼承產業的名單之外

只有以撒才是應許的後裔

Ａ 他拉的後裔 (簡短家譜)
Ｃ 撒萊在外國宮中；亞伯拉罕與羅得分開

Ｃ’ 撒拉在外國宮中；亞伯拉罕與以實瑪利分開

Ａ’ 拿鶴的後裔 (簡短家譜)

交叉平行的結構

Ｂ 亞伯拉罕靈程開始 (神初步應許，十二章)
Ｅ 神與亞伯拉罕立約 (十五章)

Ｂ’ 亞伯拉罕靈程巔峰 (神堅定應許，十七章)

故事的中心 ─ 上帝跟亞伯拉罕所立的約

故事類似重複的部分，

是作者在寫作的文學技巧

突顯羅得、以利以謝、以實瑪利，

都不是亞伯拉罕繼承產業的後裔

只有以撒才是應許的後裔

所應許要生的兒子就是以撒，他要來完成這個約。

亞伯拉罕亞伯拉罕

創世記最重要的約，就是上帝跟亞伯拉罕立約

一般印象，是上帝給他的應許之約，是沒有條件的，

其實亞伯拉罕也要遵從上帝給他的條件，才能完成這約

是在亞伯拉罕的生命裏一個很長時期、一個過程 ─

從亞伯拉罕起初蒙召、到最後把兒子以撒獻上，

前後至少經過四、五十年

亞伯拉罕之約
1. 立約的先聲 ─ 十二1-3

2. 立約的實行 ─ 十五

3. 立約的更新 ─ 十六 - 十七

4. 立約的完成 ─ 二十二



‧立約的先聲‧立約的實行 ‧立約的更新 ‧立約的完成

十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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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

條件 ─ 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

十一31 他拉帶著他兒子亞伯蘭和…羅得、

…撒萊，要往迦南地去。

到十三、十四章以後，他才離開羅得。

上帝給他應許
你的後裔要變成一個大的國家

我要賜給你一個大的名字

天下的萬族都要因他跟他的後裔可以得福

‧立約的先聲‧立約的實行 ‧立約的更新 ‧立約的完成

「名」 一到十一章跟十二章以後，一個關連性的連結

十一章巴別塔事件，那些人說我們要宣揚我們的名，

卻被上帝混亂語言、分散在全地，名字沒有被留下來。

順服上帝的亞伯拉罕，上帝要賜他大的名，

全世界的人甚至回教徒，看亞伯拉罕是他們的祖先。

亞伯拉罕的後裔裏，

大衛得著這個應許初步的應驗

耶穌基督身上更看到完全的應驗

今天我們有詩歌講到 ─

萬膝要向你跪拜、萬口要向你頌揚，

我們一起來頌揚耶穌基督的名，

這個名就是從亞伯拉罕的應許裏開始有的。

‧立約的先聲‧立約的實行 ‧立約的更新 ‧立約的完成

亞伯拉罕的後裔要變成大國，

亞伯拉罕跟他的後裔，要使天下的萬國得著祝福。

上帝要透過以色列人，把祂的福氣要帶到萬國當中。

以色列人被稱作祭司的國度，

不是說只有我們才是祭司、

只有我們才是蒙福的選民

相反的，

祭司 從來沒有為自己設立的，

祭司 都是為別人設立的

這是上帝揀選亞伯拉罕跟他後裔的一個使命，

不是自己，而是為了天下的萬國都可以一起蒙福。

‧立約的先聲‧立約的實行‧立約的更新 ‧立約的完成

創世記第十五章 ─因信稱義 跟獻祭

十五6 亞伯拉罕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信上帝、信上帝講的一切的話，
不是這一次的相信，更是過去一直是這樣相信。

代表上帝自己主動完成，亞伯拉罕是被動的接受。

行動的回應

亞伯拉罕遵從上帝的命令，宰殺牛羊獻祭獻祭。。

把牠們都劈成兩半，

就有上帝冒煙的火從中間經過，

上帝燒滅了祭牲的肉，

悅納立約的完成。



‧立約的先聲‧立約的實行‧立約的更新 ‧立約的完成

亞伯拉罕他順服的行動，帶來上帝給他的應許。

十五5 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能數得過來嗎？

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13 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

16 他們必回到此地，

因為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

出十二41 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

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地出來了。

‧立約的先聲 ‧立約的實行‧立約的更新‧立約的完成

十六、十七章 亞伯拉罕信心上有軟弱，上帝與他更新立約。

亞伯拉罕得到上帝的應許 ─「後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樣多」。

可是亞伯拉罕、妻子撒拉，年紀老了，不能生小孩了；

造成了家庭的紛爭，一個家裏怎麼可以有兩個女主人呢？

原本夏甲不過是女僕，

但是她跟亞伯拉罕結合、懷孕、生小孩，

就不把撒拉看在眼裏…

撒拉就提了一個建議，

要不要你就娶夏甲為妻，

她生下來的兒子，就算我的兒子。

亞伯拉罕就娶了夏甲為妻，

生下兒子叫做以實瑪利。

‧立約的先聲 ‧立約的實行‧立約的更新‧立約的完成

從亞伯拉罕跟夏甲生以實瑪利，到第十七章上帝說話，

前後大概經過十四年，上帝沒有講話。

亞伯拉罕娶夏甲為妻，上帝不喜悅、也沒有講話；

上帝再一次跟亞伯拉罕講話，就是

「你要在我面前作一個完全人。」

上帝重新跟亞伯拉罕立約，不是前約廢掉了，

而是因為亞伯拉罕的不順服、退後受到虧損，

現在必須做一點的彌補。

後來西乃之約也是一樣，

起先上帝跟人立約，好好的

因人的軟弱、退後、不信，約受到虧損

上帝再出面、主動重新更新這個約

‧立約的先聲 ‧立約的實行‧立約的更新‧立約的完成

上帝給人很大的恩典，雖然亞伯拉罕犯了錯…
不是在上帝的應許的當中的；

但是上帝卻對亞伯拉罕更新立約 ─ 改名字，

我在你身上有一個完整更偉大的計畫…

亞伯拉罕必須要有的改變 ─ 就是改名字，

原本叫亞伯蘭，現在改名叫亞伯拉罕。

名字代表人的本性、命運，上帝為人取名、改名，、改名，

代表上帝在這個人身上就有了權柄

甚至這個人身上要有全新的計畫

妻子撒萊也改名撒拉 ─ 尊貴的公主。

他們要被稱作多國之父、多國之母，

將來產生後裔、子孫，君王也要從他們而出。



‧立約的先聲 ‧立約的實行‧立約的更新‧立約的完成

上帝一個新的條件 ─ 亞伯拉罕跟家裏面所有男丁行割禮。

什麼是割禮呢？

就是把男性生殖器前面包皮割掉。

在以色列周圍國家原本就有的，是一種成年禮，

男孩到了某一個年紀就要進入成人社會，

用行割禮的方式來作為一個禮儀。

在以色列人是另外一個全新的意義，

以色列的男孩 ─

第一次是亞伯拉罕全家所有的男丁

以後從以撒開始，

生下來的男孩第八天就要行割禮

為什麼是八天？可能是不會太痛，但是血凝的效果最好。

‧立約的先聲 ‧立約的實行‧立約的更新‧立約的完成

割禮在神學上的意義 ─ 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約的記號。

上帝不是等到人改變好了之後才接受他，
而是上帝接受這個人、然後改變他，

能夠跟上帝的恩典相稱。

上帝給亞伯拉罕應許、給他改名，

就是改變他的本性，要跟上帝的恩典能夠相稱。

新應許 ─ 君王要從亞伯拉罕的後裔產生，彌賽亞的應許。

挪亞之約，是用天上彩虹作記號

現在是在人的身體上行割禮作記號

加拉太書 ─ 割禮是把人身體上的一部分割掉，

把人靠著自己的作為，把老我的作為除掉。

原本亞伯拉罕要為自己作打算、靠自己來成就，

上帝告訴他 ─ 單單要靠著上帝來成全。

‧立約的先聲 ‧立約的實行 ‧立約的更新‧立約的完成

二十二章 亞伯拉罕信心的巔峰跟賞賜

廿二1-2 神要試驗亞伯拉罕，就呼叫他說：

「亞伯拉罕！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

你所愛的以撒，把他獻為燔祭。」

歷史或是人中間，愈是重要的任務，

這個人本身就要先經過最嚴格的考驗，

為要他能夠來承受上帝給他的大的使命。

亞伯拉罕過去年日蠻多時候信心軟弱、退後，

但這一次獻以撒的事情上，

他得到了滿分 ─ 完全達到上帝給他的要求，

上帝要求把他的獨生子以撒獻給神，

亞伯拉罕一句話都沒有說。

‧立約的先聲 ‧立約的實行 ‧立約的更新‧立約的完成

這裏面更加寶貴的是什麼呢？

上帝不是要亞伯拉罕現在就把以撒獻上，

而是走三天的路程！

我們默想，哇！三天，

每一天亞伯拉罕都在想…
難道上帝做錯了事情嗎？

沒有！

亞伯拉罕聽見上帝的吩咐就完全的順服，

連他的兒子以撒也是完全的順服，

讓這個事情就得到成就。

所以上帝就完成了對亞伯拉罕的應許：

要賜給他土地、賜給他後裔、賜給他君王。



‧立約的先聲 ‧立約的實行 ‧立約的更新‧立約的完成

三天的路程裏，亞伯拉罕只有一次跟以撒對話，

廿二7-8 以撒對他父親亞伯拉罕說：「父親哪！

請看，火與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那裡呢？」

亞伯拉罕說：「我兒，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羔。」

千鈞一髮的時候，天使把亞伯拉罕的手抓住，

讓他的刀不能夠殺下去！

雖然亞伯拉罕可能內心裏想到 ─

我把兒子獻上給神，

上帝有能力叫他從死裏復活。

上帝沒讓這事情真正的發生，

而是另外預備了一隻羊，

代替以撒獻上給上帝，作為燔祭。

‧立約的先聲 ‧立約的實行 ‧立約的更新‧立約的完成

這個故事在猶太人稱作 `aqad ─ 捆綁的意思，

整本聖經，這個字只有在這地方出現過一次，

猶太人 ─ 捆綁以撒獻給神。

回教徒有另外一個講法：

亞伯拉罕所獻上的不是以撒，而是以實瑪利。

耶路撒冷
金頂清真寺

清真寺內的「聖石」
亞伯拉罕獻祭所在

亞伯拉罕亞伯拉罕

我們一個人的一生，

最主要的時間上帝也在造就我們，

讓我們可以成為一個信心的子民。

整個亞伯拉罕之約，

前後經過至少四、五十年的時間，

整個立約經過多次才完成，中間包含

亞伯拉罕自己的軟弱

上帝給他新的一些律法的規定 ─ 行割禮

上帝按照人的信心成長的程度，

多次給人印證，最後才得到完成

上帝用呼召、用應許、用立約的方式，

來造就亞伯拉罕，讓他成長，成為一個信心之父。

亞伯拉罕亞伯拉罕

摩利亞山─ 亞伯拉罕獻以撒，

後來成為建造聖殿的所在

也是耶穌基督祂被獻上，

成為我們眾人的贖罪祭、

被釘十字架的地方

以撒是上帝所預表的耶穌基督

以撒是由另外的羊代替

耶穌卻是真實被獻上成為贖罪祭，

成為我們眾人救恩的根基

我們從亞伯拉罕的故事看到 ─

上帝為人預備了救恩的恩典，

讓我們內心更加的獻上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