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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故事：創12-15章：17:1-16；18章
註釋：《先祖與先知》第11,12章

離鄉背井
聚光燈
“這個臨到亞伯拉罕的試驗實在
是很大的，而要他付出的犧牲也相當
地重。本地，本族和父家，與他原有
一種牢不可破的關係，可是他毫不遲
疑地順從了上帝的呼召。……上帝既
已吩咐，他的僕人理當順從；地上最
幸福的地方就是上帝要他去的地方。”
（《先祖與先知》第11章，第5段）

存心節
“我 必 叫 你 成 為 大 國 。
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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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
得福。”
（創12:2）

房
角
石

29

你

的 看法？

旦河的全平原，
往東遷移，他們就彼此分離
了。亞伯蘭住在迦南地，羅得住
在平原的城邑，漸漸挪移帳棚，
直到所多瑪。”

我們看到整本聖經中上帝似乎都是在呼召平凡之
人去做不平凡之事。請填充。

走進
故事

_______蒙召將上帝的百姓從非利士人手
中拯救出來。
_______在蒙上帝呼召時非常年輕，並
且心裏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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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要叫別人
得福。’”

_______花了四十年工夫預備承擔自
己的使命。
_______的名字很像他那被接升天
的老師。
_______志願為罪付上無窮的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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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

“為 你 祝 福 的 ， 我 必 賜
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
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
福。”

嗎？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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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珥城-亞伯拉罕在上帝吩咐他
離開前的老家-是當時文明高度
發達的城市，城內有圖書館、學
校和自己完整的法律制度。這裏的
主要宗教是占星術。就連亞伯拉罕
的父親他拉也崇拜那地的
神明和偶像（見書
24:2）。難怪上帝要
亞伯拉罕離開那地。

“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
吩咐去了，羅得也和他同去。
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年七十
五歲。亞伯蘭將他妻子撒萊
和侄兒羅得，連他們在哈蘭所
積蓄的財物，所得的人口，
都帶往迦南地去。他們就
到了迦南地。”
“羅得舉目看見約
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瑣
珥，都是滋潤的，那
地在耶和華未滅所多
瑪、蛾摩拉以先，
如同耶和華的園
子，也像埃及
地。於是羅
得選擇約

“這事以後，耶和華在異象
中有話對亞伯蘭說：‘亞伯蘭，
你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必
大大地賞賜你。’亞伯蘭說：‘
主耶和華啊，我既無子，你還賜
我甚麼呢？並且要承受我家業的
是大馬士革人以利以謝。’”
“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
‘你向天觀看，數算衆星，能數
得過來嗎？’又對他說：‘你的
後裔將要如此。’”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
耶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我
是全能的上帝，你當在我面前作
完全人，我就與你立約，使你的
後裔極其繁多。’”
“上帝又對亞伯拉罕說：‘
你的妻子撒萊，不可再叫撒萊，
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賜福給
她，也要使你從她得一個兒子。
我要賜福給她，她也要作多國
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從她而
出。’”
“亞 伯 拉 罕 就 俯 伏 在 地 喜
笑，心裏說：‘一百歲的人還能
得孩子嗎？撒拉已經九十歲了，
還能生養嗎？’”
“耶和華在幔利橡樹那裏，
向亞伯拉罕顯現出來。那時正
熱，亞伯拉罕坐在帳棚門口，舉
目觀看，見有三個人在對面站
著。他一見，就從帳棚門口跑去
迎接他們，俯伏在地。”
（創12:1-5;13:10-12;15:1,2,5;17:1,2,1517;18:1,2）

走出
故事

妙語連珠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
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裏
去。”（來11:8）

誰是這故事中的主要人物？

“論到你們，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見的常存在
心裏；若將從起初所聽見的存在心裏，你們
就必住在子裏面，也必住在父裏面。主所應
許我們的就是永生。”（約一2:24,25）
“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
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書1:5）

故事中哪些部分是理解重點的關鍵？（用底綫標注。）
哪些表示情感、行動的詞語以及形容詞使這故事內容充
實？（用四邊形標注。）

“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
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
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你們
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12:1）

你認為上帝為何要讓亞伯拉罕離開他的本地、本族和父家？

你認為上帝吩咐亞伯拉罕在祂面前作“完全人”的意思是甚
麼？我們如何在上帝面前作完全人呢？
（見太5:43-48；約一1:8-2:2；啓14:5）

從亞伯拉罕的故事中，你對上帝有何新發現呢？請解釋。

“義人多有苦難，但耶和華救
他脫離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
的骨頭，連一根也不折斷。”
（詩34:19,20）
“愛我的，我也愛他；懇切尋
求我的，必尋得見。”
（箴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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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若 賺 得 全 世 界 ， 卻 喪 了
自己，賠上自己，有甚麼益
處呢？”（路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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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從撒拉的一生中學得哪兩個教訓？
1
2

言錦囊

名

“使我們富足的，不是我們占有
的，而是我們放棄的。”——亨利
沃德•比契爾，十九世紀美國牧師。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老子，公
元前六世紀中國哲學家。

活靈活現
安息日
你能回答本週“你的看法？”部
分中所有的問題嗎？閱讀以下經
文。其中每一節都告訴我們一些
關於上帝呼召這些人並我們的有
趣方法。寫出上帝如何呼召這些
人侍奉祂。
士13:1-5
耶1:4-8
出3:7-12

你覺得上帝正在呼召你去做甚麼？
祈求並信靠上帝會向你顯明祂的
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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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閱讀本週課程“走進故事”部分。
你會注意到，這些經文是亞伯拉
罕人生各個時期的片段。根據你
剛才的閱讀，列出亞伯拉罕人生
中三個最重要的時刻。並解釋這
三個時刻如何改變了他的一生。
（提示：這裏舉了一個例子。）
1、上帝吩咐亞伯拉罕離開自己的
家。
2、

太11:28
約10:28

上帝能為你做些甚麼呢？

星期二
注意本週課程聚光燈部分引文的
最後一句話。
這段話是否就意味著亞伯拉罕從
沒有為上帝提出的這項富挑戰性
的要求而感到心煩意亂呢？當上
帝向我們提出使我們為難之事時，
我們的反應如何呢？
在你的生活中，上帝正吩咐你離
開甚麼地方呢？如果亞伯拉罕不
撇下萬事跟從上帝，就不能得上
帝為他準備的福氣。為了上帝，
你願意放棄甚麼呢？

星期三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己，
賠上自己，有甚麼益處呢？”（路
9:25）這是本週“妙語連珠”部
分的一節經文。用自己的話解釋
這節經文對你的意義。

3、

星期一
仔細閱讀創世記12:2。想像一下，
上帝走到你面前，對你說，“我
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
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
福。”
大多數人聽到這話都不會相信，
然而上帝賜福給我們，遠遠超出
我們的想像。查閱以下經文，看
看上帝應許為這些人做些甚麼：
賽56:4,5

你是否認識一些追求這世界誘禍
——諸如金錢、財富、名聲、不
正當關係等——，以致於忘記了
自己是誰的人呢？本週“妙語連
珠”中 的 約 一 2:24,25如 何 能 防
止這事發生在我們中的任何一個
人身上呢？

星期四
亞伯蘭和撒萊一生中真正可悲的
就是有關以實瑪利的醜事。閱讀
創16:1-8。他們做了些甚麼來“幫
助”上帝的應許成真呢？他們的
計畫最後結果如何？你在哪些事

上試圖要“幫助”上帝，要讓那
些惟有上帝才能控制的事發生在
你身上呢？
找一天試試下面這個方法：祈求
上帝引導你，穿甚麼，吃甚麼，
去哪裏，和誰交談，和他們說甚
麼，等等。在你採取行動之前，
先找機會求上帝引導你。

星期五
亞伯拉罕忠信的人生使他名列在
希伯來書11章的信心偉人中。對
於我們絕大多數人來說，上帝都
不會吩咐我們離開自己的家鄉，
去一個我們所不熟悉並完全陌生
的地方，不會吩咐我們去把自己
的孩子獻為燔祭。然而，為要達
到祂在我們人生中的旨意，上帝
卻要吩咐我們放棄一些我們看為
寶貴的東西。你預備好要犧牲這
些東西了嗎？
用自己的話向上帝寫一篇禱告文，
祈求祂向你顯明祂對你人生的旨
意，並求祂賜你一顆願意的心及
力量來為祂犧牲。
請記得，上帝的時間表可能與我
們的大不相同。祂可能逐漸的，
一點點地向你啟示祂對你人生的
旨意。但只要你信賴祂並不放棄，
上帝所賜你的福就會遠遠超出你
的想像。

本週閱讀*
《先祖與先知》第11,12章。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請瀏覽以下網站獲http://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
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堅持
這項閱讀計畫，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讀
完一本歷代之爭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