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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创12：4）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
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
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
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
要杀他的儿子。（创22：9-10）



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
（创24:63a)



(以撒)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
撒，就急忙下了骆驼。（创24：63b-64)



 雅各就挨近他父亲
以撒。以撒摸着他，
说，声音是雅各的
声音，手却是以扫
的手。以撒就辨不
出他来。因为他手
上有毛，像他哥哥
以扫的手一样，就
给他祝福。(创27：
22-23)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
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日
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
毗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创32：24，31）



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
里经过，哥哥们就把
约瑟从坑里拉上来，
讲定二十舍客勒银子，
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
人。他们就把约瑟带
到埃及去了。（创37：
28）



当时治理埃及地
的是约瑟。粜粮
给那地众民的就
是他。约瑟的哥
哥们来了，脸伏
于地，向他下拜。
（创42：6）



亚伯拉罕：信心



以撒：顺服



雅各：神的管教



约瑟：使命



信心，顺服，神的管教，使命

从四族长学习基督徒生命成长

 亚伯拉罕：信心篇（上）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创15：6 ）

 亚伯拉罕：信心篇（下）
 以撒：顺服篇
 雅各：神的管教篇
 约瑟：使命篇



信心的成长



信心的成长：神的呼召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
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创世记12：
1）



信心的成长：神的呼召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创世记12：4）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
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
哪里去。（希伯来书11：8）



信心的成长：饥荒的挑战-下埃及

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
去，要在那里暂居。（创世记12：10）



信心的成长：饥荒的挑战

 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
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至罪上加罪。
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
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法老的
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
们的惭愧。”（以赛亚书30：1-3）



信心的成长：饥荒的挑战-撒谎

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
的命也因你存活。（创世记12：13）



信心的成长：饥荒的挑战-神的拯救

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莱的缘故，降大灾与
法老和他的全家。 （创世记12：17）



信心的成长：失败后的复兴

 到了伯特利和艾的
中间，就是从前支
搭帐棚的地方，也
是他起先筑坛的地
方，他又在那里求
告耶和华的名。
（创13：3-4）



信心的成长： 罗得的挑战-分开与选择

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得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得说，你我不可相争，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
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创世记13：
7-9）



信心的成长： 战争的挑战-救罗得

 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
丁三百一十八人，直追到但，

 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
左边的何把，

 将被掳掠的一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得和他的财物，
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创世记14：14-16）



信心的成长：
胜利后的挑战-接受与拒绝的选择

 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

 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
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

 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

 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

 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
我使亚伯兰富足。“（创世记14：18-23）



信心的成长：胜利后的惧怕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
“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
大大地赏赐你。”（创世记15：1）



信心的成长：无子的挑战-绝望

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
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
人以利以谢。”（创世记15：2）



（耶和华）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
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
裔将要如此。”（创世记15：5）



信心的成长：无子的挑战-信耶和华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创世记15：6）



信心的成长：神坚固和亚伯拉罕立的约

日落天黑，不料
有冒烟的炉并烧
着的火把从那些
肉块中经过。
（创世记15：17）



信心的成长： 再次软弱-从夏甲生以实玛利

 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
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
了撒莱的话。

 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
以实玛利。

 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八十六岁。
（创世记16：2，15-16）



信心的成长： 神坚固亚伯拉罕-我是全能的神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
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创世记17：1-2）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
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创世记18：14）



信心的成长： 神坚固亚伯拉罕
撒莱生子的应许，改名字和割礼的记号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
立你作多国的父。

 你的妻子撒莱，不可再叫撒莱，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
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作
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

 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
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创世记17：
5，10，11，15，16）



信心的成长： 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不信

 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
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
（创世记17：17）。

 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棚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
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撒拉心
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
这喜事呢？”（创世记18：10-11）。



信心的成长： 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信

 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
因她以为那应许她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
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
无数。（希伯来书11：11-12）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
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
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
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罗马书4：19-22）。



信心的成长： 亚伯拉罕再次软弱
在基拉耳重蹈埃及之覆辙

 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低斯和书珥
中间的基拉耳。

 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耳王亚比米勒
差人把撒拉取了去。（创世记20：1-2）



信心的成长： 亚伯拉罕再次软弱
在基拉耳重蹈埃及之覆辙-但神有恩典

 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
并他的众女仆，她们便能生育。（创世记20：17）



信心的成长： 神的应许成就-以撒出生

 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

 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
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
起名叫以撒。

 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
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一百岁。

 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
（创21：1-6）



信心的成长：以实玛利的挑战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莱，不可再叫撒莱，
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
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作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
君王从她而出。”

 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
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作他后裔永远
的约。”（创世记17：15，16，18，19）



信心的成长：以实玛利的挑战

 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

 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
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
（创世记21：9-10）



信心的成长：以实玛利的挑战

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创世记
21：11）



信心的成长：以实玛利的挑战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
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
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
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创世记21：
12-13）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袋水，给了夏甲，搭
在她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她打发她走。（创世记21：
14）



信心的成长：
亚比米勒为耶和华向亚伯拉罕作见证

 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
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
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创世记21：23）



信心的成长：
亚比米勒为耶和华向亚伯拉罕作见证

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非各，对亚伯
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
（创21：22）



信心的高峰：22 章 献以撒

 献以撒给神是亚伯
拉罕的信心达到高
峰的标志

 是亚伯拉罕完全信
神，顺服神，敬畏
神的的表现



成熟的生命：23章 为撒拉买坟地

 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
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
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创世记23：5-6）

 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仑说“你
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
埋葬我的死人。”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与
亚伯拉罕作坟地。（创世记23：12-13，20）

 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
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创世记50：25）



成熟的生命：24章 为以撒寻妻-郑重托付

 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
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
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
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创世记24：2-4）

 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
向我起誓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
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创
世记24：6-7）



成熟的生命：24章 为以撒寻妻-有其主必有其仆

 （老仆人）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
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创世
记24：12）

 （老仆人）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
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
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
兄弟家里。”（创世记24:26-27)

 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
（创世记24:52)



成熟的生命：25章 打发其他众子离开以撒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
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
东方去。（创世记25：5-6）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信心的试验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
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创世记22：1）



信心的试验

神为什么要用献以撒来试验亚伯拉罕呢？

是神不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境况吗？



信心的试验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
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创世记22：2）



信心的试验

 亚伯拉罕因着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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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
裔。“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
他的儿子来。（希伯来书11：17-19）



信心的试验
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
因行为称义吗？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
全。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
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雅各
书2：20-24）



信心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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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
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
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
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
预备。（创世记22：12-14）



信心的试验

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
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

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
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诗篇 66:10-12）



信心的试验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
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雅各书1：2-3）

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
（希伯来书6：15）



信心的试验

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雅各书1：12）



信心的试验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
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前书1：5-7）



信心的试验
 代价：试验常常是不舒服的，甚至是很痛苦的

 神的心意：为了我们属灵的益处，为了祝福我们

 目的：更好地察验自己的内心，磨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信
心被试验后就更加坚定，忍耐到底，更加认识神，信靠神，
信心成长，属灵的生命更加成熟，将来得天上的赏赐和信心
的果效。

 对试验的态度：

 不要忧愁，即使忧愁也只是暂时的，而是要喜乐，并且要大喜乐

 以顺服的心，勇敢接受神给我们的试验

 紧紧倚靠神通过神给我们的试验



信心的秘诀

钟马田牧师（David 
Martyn Lloyd-Jones，
1899－1981）是20世纪
最杰出的传道人之一，
担任伦敦西敏寺教会牧
师,，英国福音派运动的
领袖。



钟马田牧师：信心的秘诀

你若急欲知道如何才能拥有坚固的信心，这里有
一个方法：

彻底而深刻地明白圣经，并借此而认识神。这不
是心血来潮突然决定的事。你想拥有坚强的信心，
就要勤读圣经，从头到尾读个透彻。集中在神有
关他自己及其性格的启示上。特别留意那些预言，
观察它们如何得到应验；在这一切事上立好根
基——这是使信心进展的方法。



钟马田牧师：信心的秘诀
然后读圣经中历史的部分，和那些伟人的故事。这也
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11章列出一连串信心
伟人的原因。他说，看看这些人，他们与你没有两样。
他们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他们认识神，把荣耀归给神，
完全信靠神和他的话语。把这一点铭记在心，不断提
醒自己，反复思想……

当你的生活和经历里遇到特别的情况时，就将这一切
运用在你的处境中。“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

这是信心的秘诀。



如何成为一位基督徒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

• Admit 认罪：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悔改归向神。
•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 3:23）

• Believe 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为主，相信他因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
上。
•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并沒有分別（罗 3:22）

• Confess 宣告：決志信主，公开表明自己与基督的关系。
• 你若口里认耶穌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
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 10:9-10）



決志之后 After you made the decision…

1.接受浸礼，归入基督的名下

2.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

3.研读圣经，使灵命得著喂养

4.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