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度

讀經計劃

創世記「虹必現在雲中，我看見，就要記念我與地上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約。」(創 9:16)
在三及四月，我們細閱了創一至十一章。由伊甸園至巴別塔橫跨約二千年，被稱為
上古時代。一至十一章交代了四個起源：
1. 宇宙的起源
2. 人類的來源
3. 罪的根源
4. 神救贖計劃的始源
在交代了這四個開始後，藉由亞伯拉罕等偉人的事蹟，神開啟祂的救贖計劃。
創十二至五十章，從亞伯拉罕至約瑟，被稱為族長時代，歷時 350 至 400 年；亦是
以色列人的起源。所謂族長(patriarch)，就是家中或族裡得高望重的男性領袖。因在
亞伯拉罕的時代，人以遊牧維生，整個家族連同財產一起遷徙。新家庭成員的加入使
家庭日益壯大，孕育出「家長」或「族長」的角色。而創十二至五十章，我們可看到神
如何藉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這四位偉大的族長去實行祂的應許及救贖的計劃。
在各人的遭遇、回應中，我們可看到人的順服與墮落，以及神始終如一的心意。
六月及七月裡我們會細閱亞伯拉罕的信心之路。
────────────────────────────────────────────────────
第一週 (5 月 31 日至 6 月 6 日) : 第十二章至第十三章
亞伯蘭被神呼召：蒙召 （12:1—8）
亞伯蘭與羅得分開：試驗（12:9—13:18）
釋經節錄：
12:1
男子在古代世界中的地位，是作為父親家中的一份子。在一家之主死後，承繼
人便得承襲其身分和責任。這地位亦與祖業和土地認同。亞伯蘭離開父家，就
是放棄了得到祖業和家產。
12:5
由本節可見亞伯蘭原就很富有，他並非因要逃荒才去迦南地。亞伯蘭答應神的
呼召，不是為著尋求生活的舒適，而是為著遵行神的旨意。
12:6
「那時迦南人住在那地」這句話有很深的用意：在神應許給他的地方，竟有迦
南人居住，這事必然叫亞伯蘭作難；神藉此試煉他的信心、忍耐和盼望。
12:7-8 祭壇的功用，是作為獻祭的平台。在新地方築壇，更有引進某一神祇，在當地
開始崇拜的意思。亞伯拉罕在每個安營之處築壇，劃定了「應許之地」的界線，
並且開了日後作為敬拜地點的先例。
12:9
「亞伯蘭又漸漸遷往南地去」神帶領他到神的家，但是他不是長住在那裏，卻
漸漸往南遷移；雖然他沒有立刻下到埃及去，可是他已經到了南地，就是與埃
及交界的地方。他一到了與埃及交界的地方，就很容易下到埃及去。結果，在
那裏撒了謊，被法老責備，受了頂大的羞辱。
13:1
「從埃及上南地去」迦南一帶地方，其地勢一般較埃及為高，故用『上』字。
13:2
前章的饑荒『嚴重（和合本：甚大）』(創 12:10)，和本節的財物「極多」，在
原文是同一個字根；表明饑荒與財物都可成為信心的試驗；本節潛伏著比饑荒
(窮乏)更深、更重大的危機。人即使能勝過饑餓，但不一定能勝過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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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的意思是說亞伯蘭恢復與神相交，重新過已往用信心依靠神的生活。
在那地有外人雜居，但爭吵竟發生在自己人中間；許多時候，基督徒能與外邦
人相安無事，卻容不下教會中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在不信主的外邦人眼前爭
吵，這是最羞辱主名、最失見證的事。
亞伯蘭自從經歷了第十二章的失敗以後，他的靈命長進了不少，他不再為自己
的生存有所選擇。事實上，亞伯蘭可以先選，這是他的特權，因為他的輩分較
高。
「好像耶和華的園子，又像埃及地」前面的形容象徵愉悅的生活環境，但後面
的補充暗示有墮落到世界裏去的危險。
羅得先自選擇而未禮讓亞伯蘭，有四個於禮不合的地方：1.亞伯蘭比他大；2.
羅得是跟隨亞伯蘭的；3.羅得的產業多是因亞伯蘭得來的；4.那地是神應許給
亞伯蘭的。
「羅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漸漸挪移帳棚，直到所多瑪」12:9中亞伯蘭也是「漸
漸」住到南地接近埃及。人很多時是在不知不覺間，漸漸的接近罪惡的深淵。
亞伯蘭的「舉目」觀看，與「羅得舉目看見」(13:10)前後呼應，但兩者不同：
亞伯蘭是遵照神的指示去看，羅得是隨私慾的動機去看；亞伯蘭是從東西南北
看到神，羅得是從全平原看到所多瑪(罪惡)。
「希伯崙」是地名，是日後大衛初登王座之地(撒下2:4)。
「幔利」是人名，他是以實各和亞乃二人的哥哥(創14:13) 。
在「橡樹那裏居住」象徵真實的安息。

思考問題：
1. 創12:9-18亞伯蘭撒謊的原因是什麼？單單是因為自己生命受威脅？既然得到神兩次
賜福的他為何仍以謊言保存生命？這反映亞伯蘭內心有什麼掙扎？
2. 亞伯蘭和他全家雖然敬拜神，但他身處的埃及地是敬拜偶像、不認識耶和華神的地
方。亞伯蘭採取了「人」的方法，或是當時社會認同的方法—欺騙—來了保護自己、
應付當時的社會。他可能認為神在「陌生」的地方沒有能力，神的律法在不敬畏神的
人身上就不適用。你有否以這樣的心態活在現今的世代中？對待教會弟兄姊妹就用神
所教導的；對待非基督徒就用「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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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6 月 7 日至 13 日)：第十四章
亞伯蘭救羅得：爭戰（14:1—24）
釋經節錄：
14:18 麥基洗德是撒冷王，意思是仁義王和平安王。有關麥基洗德，希伯來書 7:13
作了一點補充：
「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乃是與神的
兒子相似。」希伯來書的上文下理顯出麥基洗德是主耶穌——彌賽亞的預表。
為要帶出麥基洗德作為彌賽亞的預表的特性，聖經便著意地省略了有關他的
出生、父母及先祖的記載。但這不是說麥基洗德沒有父親或不是從人而生的。
麥基洗德的突然出現，充滿了戲劇性，只是為了指出他是神的發言人，向亞
伯拉罕說話。麥基洗德是將來的基督的預表——將神的福氣賜與神的子民。
14:20 「至高的神把敵人交在你手裏」指亞伯蘭並非靠他自己打勝仗，而是靠神使
然。亞伯蘭獻十分之一給至高神的祭司，表明承認他的戰果是出於大祭司的
代禱和神的賞賜。
14:23 「凡是你的東西，就是一根線、一根鞋帶，我都不拿，免得你說：‘我使亞伯
蘭富足。’」亞伯蘭清楚的看見，接受所多瑪王贈予可能有的後果，因此他拒
絕接受。他不願給仇敵任何藉口的機會，免得神的名受到羞辱。

思考問題：
1. 創14:14亞伯蘭尚未出去追趕諸王之前，他已經先在他的靈裡得勝了。在當時的情形
下，他若向那個自私的侄兒懷怨，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亞伯蘭沒有這樣做。你有
以上的經歷嗎？知道與你不合的弟兄姊妹有需要，你如何回應？幸災樂禍？冷淡無
視？放下成見代禱守望？同樣的，當我們遇見類似的環境，我們也必須先在我們的心
裡打一場勝仗。那受災難的人是我的弟兄嗎？如果是，無論他如何苦待我或傷害我，
我為著主的緣故必須愛他，為他禱告，並盡自己的力量去救助他。

2. 所多瑪人在神面前罪大惡極；凡與罪惡有關的財物，信徒必須拒絕，以免失見證。亞
伯蘭拒絕從罪惡的權勢接受物質的財富，表明他不單是信靠神，並且他對地上財富的
取捨，乃是有原則的。一個真正對神有信心的人，能確實的知道神自己才是他的產業。
一般人對財富的追求是沒有止境的，富有者越想更富有；能知「拒所當拒、取所當取」
，
這是一個人真正敬畏神的明證。對於財富，你清楚知道神的教導、知道什麼是可取、
什麼是不可嗎？你有信心忍受財富上的試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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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6 月 14 日至 20 日)： 第十五章
亞伯蘭與神立約：應許與立約（15:1-21）
釋經節錄：
15:1-2
為何神說「不要懼怕」？這是因為祂發覺亞伯蘭心中有了懼怕或猶豫。亞伯
蘭在與神的對話中表示他的猶豫並不是財物的問題，乃是兒子的問題。在亞
伯蘭看來，沒有兒子，全部應許，包括所賜的地也沒意思了；因為神的賞賜
沒有後裔繼承而落入別人手中。沒有兒子，就永遠得不著祝福。
那為甚麼可以不懼怕呢？神告訴他有兩個原因：(一)「我是你的盾牌」
，再
也沒有人能攻擊亞伯蘭；(二)「我是你的極大的賞賜」，所以亞伯蘭所失去
的一切，在神身上都能得著，並且更多更大。
15:2
大馬色人以利以謝是亞伯蘭忠心管家的老僕人。他曾奉差遣為其子以撒尋找
賢淑的妻子，攜取了他主人十四匹駱駝並各樣的財物，千里迢迢往米所波大
米的拿鶴城去，到了亞伯蘭兄弟拿鶴妻子密迦的兒子彼土利家中，為以撒迎
娶彼土利的女兒利百加為妻。他因遵行神的旨意，圓滿完成任務（創 24）。
15:6
這是全部聖經第一次提起信心的地方。亞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他在這裏的
的確確信神的話，神就以此為他的義。新約時代保羅引用這節聖經來辯明惟
有信心能成就義(羅4:3；加3:6)。
15:8
亞伯蘭這話的意思是要知道得這地為業的方法。對於神的應許，亞伯蘭是信
的，神也說他信；他這樣問神，是為著信而要有一個印證。
15:9-10 耶利米書34:18形容立約的儀式，是立約者在斬為兩半的祭牲中間走過。
15:12-13 「日落的時候，亞伯蘭沉睡了。看哪，有大而可怕的黑暗落在他身上。」在
那黑暗中，神所呼召的人就在受苦之中。神告訴亞伯蘭，他的後裔要如此受
苦四百年。沉睡的人身體處於靜止狀態，象徵以色列人不能反抗。那四百年
是一個漫漫的長夜，黑暗的世代，那時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失去自由，並遭受
患難。
「代」這裡是 100年的意思，因為第四代用來表示四百年，而非文字
上理解的「四代人」的時間。
思考問題：
1. 你有懷疑、疑惑的時候嗎？我們在信心不足的時候，應當有什麼樣的心態？
懷疑不是“相信”的相反,“不相信”才是“相信”的相反。懷疑不一定是罪,耶穌在施洗約
翰懷疑時,並沒有責怪施洗約翰,反而鼓勵他,並要他回想、確認過去的事實、經歷,來
堅定他的信心。(太 11:1-14) 在懷疑時,重要的是看我們的心態。若我們能有積極、
求知的心態來到神的面前,藉著神的幫助、印證,我們必能得著更堅定的信心。
2. 創 15:12-14 神預言了以色列會受苦四百年，但神也應許了會為他們伸冤、並且他們
是帶著豐足脫離苦難。你眼光是放在拯救前的苦難，還是黑暗後的黎明？沒有黎明
的黑夜使人絕望，而神是賜盼望的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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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6 月 21 日至 27 日)： 第十六章
亞伯蘭生以實瑪利：選擇（16:1—16）
釋經節錄：
16:12 「他為人必像野驢」意即離開常人居住之地，在曠野四處漂泊，無拘無束，並
且對別人懷有敵意，性情兇暴，不服管轄。
16:13 和合本：
「夏甲就稱那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神；因而說：
『在這裏我也
看見那看顧我的麼？』
」古時人相信看見神的面是致命的(出 33:20)，而夏甲詫
異她雖看見了神，竟還能存活。
16:15 以實瑪利的出生，後來給亞伯蘭帶來憂愁(創 21:11)；以實瑪利的後裔，也給
以色列人帶來許多的難處(詩 83:4-6)。

思考問題：
1. 16:2撒萊明知道她不育的原因是耶和華神的意思，然而，她卻以神不成就她的願望
作藉口，要丈夫聽從她以自己的方法達成心願。正當她放棄等候神、選擇以自己的
方法達成目的，得到兒子後，卻又因這受苦（16:5）
，而且還責怪順從她的丈夫，並
尋求神的判斷，自以為義。我們是否都曾和撒萊一樣，神未應允時就自己作主，自
作自受時卻向神喊冤？
2. 亞伯蘭、撒萊、夏甲所做的決定,在當時、或在人看來合理：妻子不育就使婢女代替
作生母；被人蔑視就報復、告狀；被主人苦待就逃走……縱然人往往因為信心不足、
對未知恐懼、自我保護的意識，企圖自己作主；然而神仍然體諒人的軟弱。神在他
們犯錯後介入，糾正他們的錯誤，重新堅固他們。祂賜亞伯蘭及撒萊一個兒子、更
多的應許、新的名字；賜福予夏甲的兒子並安慰夏甲。你有否曾經自己作主，沒有
跟隨神的指引？而神幫助你糾正你、並更加堅立你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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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6 月 28 日至 7 月 4 日)： 第十七章
亞伯拉罕受割禮：改變（17:1—27 ）
釋經節錄：
17:3-8 古代世界相信名字與權能有關。亞當給動物起名，就彰顯了統治牠們的權柄。
同樣，神將亞伯蘭改名為亞伯拉罕，將撒萊改名叫撒拉，就表示祂是重申立約
的應許，並且指定這百姓是神所揀選的僕人。
思考問題：
1. 比較在十二章至十七章之間神對亞伯拉罕四次應許的分別。試用不同的標記在四次
應許中標出相同的字眼/內容，例如在第二、三、四次應許中神都應許亞伯拉罕極多
的後裔，就以相同的標記標示。
第一次應許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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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使你成為
大國，我必
賜福給你，
使你的名為
大；你要使
別人得福。
為你祝福
的，我必賜
福給他；詛
咒你的，我
必詛咒他。
地上的萬族
都必因你得
福。」

第二次應許
12:14-17
羅得離開亞伯
蘭以後，耶和
華對亞伯蘭
說：
「你要從你
所在的地方，
舉目向東西南
北觀看；你所
看見一切的
地，我都要把
它賜給你和你
的後裔，直到
永遠。我要使
你的後裔好像
地上的塵沙，
人若能數地上
的塵沙，才能
數你的後裔。
你起來，縱橫
走遍這地，因
為我必把這地
賜給你。」

第三次應許
15:1-7，17
這些事以後，耶和
華的話在異象中臨
到亞伯蘭，說：
「亞
伯蘭哪，不要懼
怕！我是你的盾
牌，你必得豐富的
賞賜。…這人（以
利以謝）不會繼承
你，你本身所生的
才會繼承你。……
你向天觀看，去數
星星，你能數得清
嗎？……你的後裔
將要如此。」…我
是耶和華，曾領你
出迦勒底的吾珥，
為要把這地賜你為
業。……我已賜給
你的後裔這一片
地，從埃及河直到
大河，幼發拉底
河……

第四次應許
17:1-22
亞伯蘭九十九歲時，耶和華向他顯
現，對他說：
「我是全能的上帝。你當
在我面前行走，作完全的人，我要與
你立約，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
看哪，這就是我與你立的約，你要成
為多國的父。從今以後，你的名字不
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
已經立你作多國之父。我必使你生養
極其繁多；國度要從你而立，君王要
從你而出。我要與你，以及你世世代
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成為永遠的
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上帝。我要
把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
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必
作他們的上帝。……你和你的後裔一
定要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我必
賜福給撒拉，她要興起多國；必有百
姓的君王從她而出。……至於以實瑪
利，我已聽見你了：看哪，我必賜福
給他，使他興旺，極其繁多。他必生
十二個族長，我要使他成為大國。

2. 比較四次的應許有什麼相同或分別。神將祂的應許、計劃，重複告訴亞伯拉罕，有
什麼意思？
3. 神的應許一次比一次多及詳細：祂說明了祂所賜的後裔多如沙、成為大國、多國；
應許之子必是由撒萊所生、應許之地的位置、與亞伯拉罕立約以向他顯明神的應許
必定成就。神向亞伯拉罕的應許逐漸清晰，堅立了亞伯拉罕的信心，讓他知道他不
需要尋找「人」的方法，神的詳盡計劃會以神的時間表及神的方法成就。你有如此
的經驗嗎？神對你有重複的啟示/印證，堅固你的信心嗎？如沒有，求神讓你能經歷
祂的保守、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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