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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故事：創21:1-5；22:1-12
註釋：《先祖與先知》第13章

應許之子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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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天使說：‘你不可在這

聚光燈

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可

“他們在指定的地方築了壇，擺好柴。於是亞伯拉罕
帶著顫抖的聲音，把上帝的信息告訴他的兒子。以撒知道
自己命該如此，心中極其恐慌駭異；但他沒有抵抗。如果
他願意違命的話，他盡可以逃避自己的死亡；因那被憂愁
所困的老人，再加上三天可怕的掙扎，已經精疲力盡了，
决阻撓不了這强壯青年的意志。但是以撒從小就受了隨時
服從信賴的訓練，所以當父親向他說明上帝的旨意時，他
就甘心服從。”（《先祖與先知》第13章，第19段）

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
畏上帝的了，因為你沒有將
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
子，留下不給我。’”
（創22:12）

你

的 看法？

以下這些人每一位都為世界的改變和順從自己
的良心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列出他們每人所

走進
故事

做出的一項犧牲。
a.莫罕達斯•甘地__________________
b.亞伯拉罕•林肯________________
c.以斯帖______________________
d.羅沙•帕克斯______________
e.約西亞___________________
f.特裏薩修女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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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懷愛倫__________________

嗎？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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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這個名字的意思是，“他

“耶 和 華 按 著 先
前的話眷顧撒拉，便照
他所說的給撒拉成就。當
亞伯拉罕年老的時候，撒
拉懷了孕，到上帝所說的
日期，就給亞伯拉罕生了一
個兒子。亞伯拉罕給撒拉所
生的兒子起名叫以撒。以撒
生下來第八日，亞伯拉罕照著
上帝所吩咐的，給以撒行了割
禮。他兒子以撒生的時候，亞
伯拉罕年一百歲。
這些事以後，上帝要試驗
亞伯拉罕，就呼叫他說：‘亞
伯拉罕！’

將喜笑”。這是他父親亞伯拉
罕給他起的。喜笑是以撒出生的
一個主題。你還記得嗎，當上帝
告訴亞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拉將要
給他生個兒子時，亞伯拉罕面伏於
地笑出聲來（見創
17:16,17）。當撒拉

他說：‘我在這裏。’
上帝說：‘你帶著你
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
子，你所愛的以撒，往
摩利亞地去，在我所
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獻為燔祭。’

聽到這個應許時，她
也笑了。我們能否從
這看出一些聖經人物的
性格特點呢？然而，上
帝並不認為他們因祂的
話發笑是有趣的。

亞伯拉罕
清早起來，
備上驢，

帶著兩個僕人和
他兒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
的柴，就起身往上帝所指示他
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亞
伯拉罕舉目遠遠地看見那地方。
亞伯拉罕對他的僕人說：‘你
們和驢在此等候，我與童子往
那裏去拜一拜，就回到你們這
裏來。’
亞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
他兒子以撒身上，自己手裏拿
著火與刀，於是二人同行。以
撒對他父親亞伯拉罕說：‘父
親哪！’
亞伯拉罕說：‘我兒，我
在這裏。’
以撒說：‘請看，火與柴
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裏
呢？’
亞伯拉罕說：‘我兒，上帝
必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羔。’於
是二人同行。他們到了上帝所
指示的地方，亞伯拉罕在那裏
築壇，把柴擺好，捆綁他的兒
子以撒，放在壇的柴上。亞伯拉
罕就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
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他說：
‘亞伯拉罕！亞伯拉罕！’
他說：‘我在這裏。’
天使說：‘你不可在這童子
身上下手，一點不可害他。現在
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為
你沒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
的兒子，留下不給我。’”
（創21:1-5；22:1-12）

走出
故事

妙語連珠

誰是這故事的主要人物？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
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
（雅1:12）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
就要收成。”（加6:9）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
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
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
思。’”（太26:39）

誰是在這故事背景中的次要人物？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
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3:5,6）

故事中哪些部分是理解重點的關鍵？（用底綫標注）
故事中的哪些部分是你以前不知道的？（用箭頭標注）
這篇故事中哪些詞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以實瑪利和夏甲當時的
感受？（用四邊形標注）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9:10）
“耶穌回答說：‘我實在告訴
你們：你們若有信心，不疑
惑，不但能行無花果樹上所行
的事，就是對這座山說，“你
挪開此地，投在海裏”，也必
成就。’”（太21:21）

上帝通過這篇故事想向你說明的一件事是甚麼？

哪些詞語或句子最能表達本篇故事的各種情感特點呢？（將它
們圈起來）
你覺得自己人生中哪些情况能和亞伯拉罕百歲得子的挑戰
相比？

言錦囊

名

“行為塑造我們，正如我們决
定行為。” ——喬治•艾略特，十
九世紀英國小說家。

“當你餵養信心時，恐懼便會饑餓而
死。”——佚名。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理。”—
—中國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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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在本週課程“你的看法？”部分
中，你被要求列出歷史上偉大男
女所做出的一些犧牲。梅裏亞姆•
韋伯斯特在綫詞典對“犧牲”這
個詞有三個定義。第三個定義最
吸引人的注意：“為了某樣事物而
毀滅或放棄另一樣事物。”當一個
人做出某種犧牲時，那是因為他認
為那樣事物比自己更有價值。
用自己的話解釋，亞伯拉罕認為
甚麼比他年輕兒子以撒的性命更
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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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重讀本週課程中有關亞伯拉罕和
他兒子以撒的故事。請特別注意
創22:3。關於甚麼是犧牲，哪個
人給你的啓迪最大呢？你能從這
些人身上學到哪些寶貴教訓呢？

創22:3中“[第二天]清早”這句
子應當引起你的注意，因為這裡
告訴我們，順從上帝的意思。當上
帝要求我們去做某事時，即便這事
很難，我們也必須馬上照辦，决不
能拖延。拖延，就是悖逆上帝。
舉出三個亞伯拉罕可以不順從上
帝的藉口：
1.
2.
3.

星期一
如果你讀了本週課程的存心節，
你 可 能 會 說 ， “哎 呀 ， 太 危 急
了！”上帝及時從天上說話阻止
了亞伯拉罕，並預備了一隻公羊
羔作為祭牲。

上帝總是及時出來說話嗎？為要
回答這個問題，你得讀讀約翰福
音11:17-37中的故事。即便上帝
沒有及時出現滿足我的要求，我
能否甘心信賴祂呢？

星期二
閱讀“聚光燈”部分中的引文。
如果你是以撒，你覺得下面哪句
話最能描述你對你父親亞伯拉罕
的回應：
a.“你瘋了嗎，父親？！”
b.“我决不會讓你殺我！”
c.“給我幾分鐘，爸爸，我給你
找隻羊。”
d.“如果這是上帝的意思，我願
意照辦。”
上帝會不時的試驗我們。閱讀約
翰福音6:5,6。上帝給祂門徒甚麼
試驗呢？他們是怎麽做的？上帝
放棄了他們嗎？

星期三

可福音8:34。跟從上帝之人必須
甘心樂意地做甚麼事呢？

今天就試一試：找出一種自己想
要改變的壞習慣——浪費時間看
電視，說髒話，生氣發怒，和父
母吵架，磨磨蹭蹭，等等。把這
項壞習慣以及你希望上帝為你做
的事都寫在一張紙上。然後禱告，
祈求上帝賜你力量，為了他的榮
耀，改掉這個壞習慣。找個安全
的地方，把這張記著你禱告要求
的紙燒掉。從今天開始，每天做
一件事來勝過你的壞習慣。（比
如說，如果發怒是你的挑戰，那
就找一個頭腦冷靜的成年人，問
問他是如何保持冷靜的。）

星期五
關於上帝想和你建立的關係，亞
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能給你甚麼
啓示呢？

閱讀本週課程“妙語連珠”部分
的馬太福音26:39。
耶穌因祂將要面對的犧牲極度痛
苦，以至於有血從祂的毛孔裏滲
出，這在醫學上是一種非常罕見
的現象。耶穌堅持愛我們到底，
將自己完全獻上。閱讀妙語連珠
的其它經文並回答以下問題：

你願意做些甚麼，來使自己與上
帝更加親密地同行呢？

如果你想與上帝有更加親密的關
係，現在就禱告祈求吧。

上帝對那些忍受試驗的人有何應
許？

如果你能運用自己的信心，你將
能移動甚麼？

本週閱讀*
《先祖與先知》第13章。

我們要用多少心意來信賴上帝？

星期四
順從上帝需要信心，信心又因順
從而得以彰顯。上帝對祂的百姓
有許多要求。其中一項記載在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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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