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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

1. 圣经的来源：都是神所默示的

2. 圣经的功用：
I. 生命：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II. 生活：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的圣经，_____哪去了？用



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路加福音1：37）



信心，顺服，神的管教，使命

从四族长学习基督徒生命成长

 （一）亚伯拉罕：信心篇（上）
 （二）亚伯拉罕：信心篇（下）

 （三）以撒：顺服篇
 （四）雅各：神的管教篇
 （五）约瑟：使命篇





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
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神，差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的
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记念，直到万代。”
（出埃及记3: 15）



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创24:63a)



以撒生平传略

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从妻子撒拉生以撒

37岁：母亲撒拉过世

40岁：和利百加结婚

60岁：生双胞胎儿子以扫和雅各

75岁：父亲亚伯拉罕去世

享年 180岁



有其父有其子

面对婚后很久没有孩子的挑战

 亚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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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16：2）

 以撒：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她祈求耶和华。耶
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创
世记25：21）



有其父有其子
 面对饥荒的挑战和称妻为妹的谎言

 亚伯拉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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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莱说：“我知道你
是容貌俊美的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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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11，13）

 以撒：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
以撒就往基拉耳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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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就住在基拉耳。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
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
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她容貌俊
美。（创世记26：1-2，6-7）



应许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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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记21：1-3 ）



应许之子

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
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
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
着应许生的。我们是凭着应许作儿女，如同以撒一
样。”（加拉太书 4：22-23，28）



应许之子：承受了神给父亲的应许和约

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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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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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
（创世记26：3，24）



应许之子：父亲把所有的都给了他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创世记25：5）



应许之子：靠恩典

应许之子因着顺服可以得享安息，享受神的预备，
进到神的恩典里。

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
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罗马书5：11）



以撒的顺服

对婚姻的安排

顺服神的警告，没有下埃及

生孩子的事情上

在与基拉耳的牧人因水井发生的争竟中

 他让仆人连挖了3口井，直到第三口井，冲突才停
止，他就给那井起叫利河伯（宽阔的意思）。他说：
“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
盛。”（创26：22）。



以撒的顺服：被献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
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
与刀；于是二人同行。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
“父亲哪。”亚伯拉罕说：
“我儿，我在这里。”

 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
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
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
二人同行。（创世记22：6-8）



以撒的顺服：被献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
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
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
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
声，他也是这样不开
口。”

（以赛亚书53：7 ）



效法以撒的顺服：活祭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
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
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罗马书12：1）



以撒的顺服：不顺服后的顺服
 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
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
来，说：“我儿”以扫说：
“我在这里。”

 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
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
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
去为我打猎，

 照我所爱的作成美味，拿来
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
你祝福。“（创世纪27：1-4）



以撒的顺服：不顺服后的顺服

以扫：“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
为你所得。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事奉你的兄
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
轭。”（创世记27：39-40）



以撒的顺服：不顺服后的顺服

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愿全能的神赐福给
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
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
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创世记28：1，3-4）

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
（希伯来书11：20 ）



顺服的含义

顺服是从希腊语“hupotasso”翻译过来的。
hupo的意思是“在...之下”，tasso的意思是
“安排”。

完整意思是“自愿使自己服从于更高的权威
或顺序之下，听从其安排。”



顺服神的含义

顺服神就是要舍弃自己的想法，观念，计划，
利益，需要等等一切，把自己放到神的地位
权柄之下，服从神的意愿，命令，完全遵从
神的安排。



舍己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
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路加福音9：23）



舍己

舍己的舍的原文的意思是“否认、否定、拒绝、
放下“，表示主动刻意与某人某事物完全脱离
关系

舍己在圣经里的意思是与自己或自我完全脱离
关系，转而和神建立关系



顺服神

要顺服神，就要先完全和自我脱离关系，和神
建立关系，不再按照自己的意愿，观念，生活
方式和需要来生活，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和命令
生活。



顺服违背人的本性



顺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从小到大，

你有没有真心顺
服过谁？？？



因为爱我们，神命令我们顺服祂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
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撒母耳记上15：22）

 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
诫命，听从他的话，事奉他，专靠他。

（申命记13：4）



因为爱我们，神命令我们顺服祂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
们逃跑了。（雅各书4：7）

 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希伯
来书 12: 9）



顺服是神对人的第一个要求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
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记
2：16-17 ）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
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创
世记3：11）。



为什么要顺服神？

是因为可以蒙福？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
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
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
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
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抟面盆都必蒙福。
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申命记28：1-6）



为什么要顺服神？

是因为可以蒙福



神拯救的目的—事奉祂

 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事
奉我。（出7：16 ）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
好事奉我。（出8：1 ）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
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 （出8：20 ）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
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 （出9：1 ）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
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 （出9：13 ）

 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
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 （出10：3 ）



无用的仆人的比喻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
快来坐下吃饭’呢？

 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
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

 仆人照所吩咐的去作，主人还谢谢他吗？

 这样，你们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
仆人，所作的本是我们应分作的’。

（路加福音17：7-10）



为什么要顺服神？

因为神是造物主，我们是神所造的



约伯记



约伯的顺服

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
拜，

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
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记 1：20-21）



约伯的顺服

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
你弃掉神，死了吧！”

约伯却对她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
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

（约伯记2：9-11）



约伯的省悟（一）

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
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
再说。（约伯记40：4-5）



约伯的省悟（二）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你
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
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
妙，是我不知道的。

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
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记42：1-6）





为什么要顺服神？因为神所是的和所做的

 祂完全圣洁，全然公义

 满有怜悯慈爱，是一切良善和爱的源头

 祂以大能造了世界，还用智慧和爱来照顾维护这个世界

 祂是一位慈爱的父亲，爱我们，顾念我们，对我们有美好
的计划

 祂更为拯救罪人，自己道成肉身，承担我们的罪恶，受尽
各样痛苦和羞辱，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要顺服神？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
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
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约翰一书4：9-10）



为什么要顺服神？

不仅仅因为祂是造我们的主，还因为祂所
是的和祂所做的，更有藉着所赐下的无比
宝贵的救恩所彰显出的完全的牺牲的爱

祂实在是配得我们顺服。



神要的顺服

要的不是苟且的顺服

对神正确的认识 建立正确的关系 真心顺服

是基于我们和神之间正确的真实的关系，由心
里自然发出的，诚实的，甘心乐意的顺服。



顺服神是爱神的表现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
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14：21）



如何操练顺服神？

（一）一定要用心学习圣经

 更多更准确地认识神，培养对神的敬畏和信靠

 晓得神的命令，明白察验神的旨意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
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2）



如何操练顺服神？

（二）效法基督顺服的样式

 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祂本有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取了奴僕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
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利比书2: 5-8)



如何操练顺服神？

（二）效法基督顺服的样式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哥林多前书4：7）



如何操练顺服神？

（二）效法基督顺服的样式

“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路加福音22：42）



如何操练顺服神？

（三）从基本的动作上开始操练，比如：

 每天分出至少半小时来亲近神，读经祷告

 主日敬拜不迟到早退，专心敬拜，不看手机

 每周在教会/团契至少参与一项事奉

 每周至少做一件关心弟兄姐妹或慕道友的事情

 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时，尝试有意识地用圣经上学到
的神的原则和命令来处理

 ……….



如何操练顺服神？

（三）从基本的动作上开始操练

 神也让我们藉着顺服看的见的人来顺服看不见的神
在社会上，遵纪守法，开车的的时候遵守交通法规，在你经
常超速的路段慢下来

孝顺父母

在工作中，尽职尽责，尊敬和听命上司的安排

在家庭中，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做丈夫的爱妻子

在教会和团契中，柔和谦卑，顺服牧师，弟兄姐妹之间彼此
顺服



如何操练顺服神？

（三）从基本的动作上开始操练

顺服神不是理论，是具体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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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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