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祖亚伯拉罕 
第一课  亚伯拉罕的生平：结构与内容 

 
1. 面朝镜头：我们都知道世界各个国家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各有不同的地理条件，与

众不同的人种，以及独特的传统。但这些国家之间有一个共同之处：我们都有关于国家起

源的故事。因此我们许多人喜欢听这些建国元勋的犠牲与所成就的伟业。我们歌颂他们的

英雄事迹。 
 为什么我们如此珍惜传扬这些起源的故事？为什么这对每一个文化几乎都具有这么

重要的地位？ 
 理由至少有二：一方面，我们讲述国家起源的故事为的是把过去的记忆传给下一

代。我们想让我们的子女不要忘记他们的根，他们是从那里来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想

要牢记起初指导我们立国的那些理想，让我们的过去为未来指明方向。 
 对于圣经旧约中上帝的选民而言也是如此。这些古以色列人珍惜他们起源的故事，

让这些故事代代相传，为的也正这两个目的。他们讲述他们祖先的故事，好让这些远久的

历史事件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好让这些已成过去的伟大成就不致为人遗忘。另一方面他

们让这些故事代代相传也是为了提醒他们自己未来所该走的方向。 
 
I. 引言 

2. 在我们题名为「先祖亚伯拉罕」的系列中这是第一课。在这个系列中将会探讨古

以色列人传述下来的关于亚伯拉罕──他们伟大的先祖的故事。我们将会看到摩西如何写

作创世记的相关章节，好让当时的以色列人可以记得过去，也因此他们可以更明白上帝所

为他们准备的将来。 
3. 这是三课系列中的第一课；我们把它叫做「亚伯拉罕的生平：结构与内容」。在

这一课当中，我们会集中注意力在创世记亚伯拉罕章节的结构与内容上，藉此鸟瞰亚伯拉

罕的一生。摩西如何构成他对亚伯拉罕生平的记载？这些章节的主要关注点何在？ 
 

II. 文学手法 
路标：  

4. 我们将会分为两个部分来探究亚伯拉罕生平的结构与内容：其一，我们会检视这

些材料的的文学手法。其二，我们会检视这些章节的重要主题。让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生

平的文学手法。 
 

面朝镜头：任何时候我们想处理像亚伯拉罕生平，这种主要由记述或故事组成的圣经章节

时，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圣经作者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以往发生之事的真相。因着圣灵

默示让他们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所以他们所写下的历史是全然真实的。然而圣灵也同时默

示他们，让他们处理他们原本听众的需要。所以圣经作者写作时，也把他们的读者放在心

上。他们特意地构成和描述他们的故事，好让这些故事对那些听到之人的生活有所关联。 
 当我们来看创世记中亚伯拉罕的生平记载时，我们很有把握，知道这些故事不会歪

曲亚伯拉罕生平当中的真实面貌。不过，为了要了解这些故事如何能够直接关联到摩西的

原始读者，我们也必须特别留意创世记是怎么样来描绘亚伯拉罕的一生的。而要能够开始

理解创世记是如何描绘亚伯拉罕的生活情境，主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深入探究亚伯拉罕生平

故事的文学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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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分两个步骤来探讨亚伯拉罕生平的文学手法。第一步，我们将对创世记作为整体做

一个概要纵揽，我们要看亚伯拉罕的生平故事怎样在整个创世记更大的画面中彼此呼应

的。第二步，我们将要查看关乎亚伯拉罕生平的故事结构。 
 
A. 创世记 
我们先来看整本创世记的概要纵揽。 
 

5. 几世纪以来，不同的诠释者对创世记通盘结构素来有不同的理解。有一种做法是

根据重复出现的「后代」或者希伯来文所谓的「托累多」这个字，来把创世记分为十个部

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对创世记大尺度的观点的确有相当的价值。 
6. 但我们也曾在另一个系列的课程中指出，把创世记一分为三的看法更为有用：创

世记第一章一节到第十一章九节是为太古历史；第十一章十节到第三十七章一节是为前先

祖史；而第三十七章二到第五十章二十六节是为后先祖史。 
7. 创世记第一章一节到第十一章九节的太古历史表述了上帝对于世界源起所启示的

真理：从无到有的创造、创造界遭到的败坏、以及借着淹没世界的大洪水所展开的重新创

造。跟许多古近东太古史的模式相似，这些章节可以视为一个自成体系的文章单元。 
8. 在第三十七章二到第五十章二十六节的后先祖史陈述了约瑟和他的兄弟之间冲

突、他在埃及崛起掌权、以及他和弟兄和好的故事。许多诠释者把这节既长又整全的情节

叫做关于约瑟的短篇故事。 
9. 夹在第一和第三部分的就是创世记第十一章十到第三十七章一节。这些篇章包含

了前先祖史，也就是由以色列国最初始的先祖们的故事所构成的集合。在这个系列当中，

我们所要关心的就是这个创世记中段其中的一个部分。 
10. 大致说来，前先祖史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十一章十节到第二十五章十八节是

为亚伯拉罕的一生，而从第二十五章十九节到第三十七章一节是为雅各的一生。现在我们

可以会觉这样的二分法叫人跌破眼镜，因为在圣经当中我们经常听见的提法是前先祖有三

位：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因此我们可以合理的期待这些章节的文章结构也是一分为

三的：第一部分首先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生平，其次是以撒，再其次是雅各的生平。然而

事实摆在眼前，在前先祖史当中没有那一段是把以撒作为主要人物的。相反的，他只是个

过渡人物。他的一生先是亚伯拉罕生平当中交待了一下，然后又在雅各的生平那一部分交

待了一下。也因此前先祖史其实只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亚伯拉罕的生平和雅各的生平。

我们在这个系列的关注焦点会放在先祖史的前半段，也就是摩西关于亚伯拉罕先祖的记

载。所以让我们就依创世记十一章第十节到二十五章第十八节所呈现的，仔细来看看亚伯

拉罕生平故事的结构。 
 
11.  
重点揭示板：既然我们看过了亚伯拉罕的生平在创世记整本书所扮演的角色，我们

接下来的焦点要放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第十节到第二十五章第十八节的文体结构。 
要点：要探讨亚伯拉罕生平的结构，我们会在两个层次上来看这些章节：一方面，

我们会直接找出亚伯拉罕生平的基本单元或者段落，在另一方面，我们会检视这些不同的

故事段落彼此如何编排组成我们在创世记所看到的亚伯拉罕的图像；让我们先找出亚伯拉

罕生平的基本单元或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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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的生平 
摩西将亚伯拉罕的一生分为十七个基本段落或者阶段来描述： 
首先，亚伯拉罕蒙神眷顾的家谱（第十一章十到二十六节） 
 记载亚伯拉罕家族传承的家谱 
接着这一段的是亚伯拉罕一无所成的父亲（第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 
 第二个家谱：记载了亚伯拉罕与他父亲他拉的迁移漂流 
亚伯拉罕迁移到迦南（第十二章一到九节） 
 亚伯拉罕初蒙神召、远行到应许之地的故事 
亚伯拉罕从埃及得释放（第十二章十到二十节） 
 这段时间里亚伯拉罕寄居埃及、并蒙上帝搭救 
亚伯拉罕与罗得的冲突（第十三章一到十八节） 
 亚伯拉罕的仆人与罗得的仆人之间冲突的故事 
亚伯拉罕营救罗得（第十四章一到二十四节） 
 亚伯拉罕赴战场把为罗得从绑架他的王手中搭救出来 
亚伯拉罕得到圣约的应许（第十五章一到二十一节） 
 记录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保证他会有许多后裔以及永久的家园 
亚伯拉罕因夏甲而失足（第十六章一到十六节） 
 这段时间里亚伯拉罕与撒拉的使女夏甲生了一个孩子，以实玛利 
圣约对亚伯拉罕的要求（第十七章一到二十七节） 
 记载上帝与他所立之约提醒亚伯拉罕对上帝诫命忠实的必要 
所多玛和蛾摩拉（第十八章第一节到十九章三十八节） 
 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与罗得得救的故事 
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代求（第二十章一到十八节） 
 亚伯拉罕为非利士人亚比米勒祈祷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第二十一章一到二十一节） 
 以撒出生以及以实玛利被逐出家门的故事 
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立约（第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三十四节） 
 这段时间亚伯拉罕就土地和井水权问题与亚比米勒立约 
亚伯拉罕接受试验（第二十二章一到二十四节） 
 上帝叫亚伯拉罕牺牲他的儿子以撒的段子 
亚伯拉罕的埋骨地业（第二十三章一到二十节） 
 撒拉的死与为她购得埋骨墓地的故事 
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寻妻（第二十四章一到六十七节） 
 这段时间利百加成为以撒妻子 
最后，亚伯拉罕之死及其后嗣（第二十五章一到十八节） 
 故事尾声记载亚伯拉罕的辞世及其后裔 

    
面朝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先祖亚伯拉罕的生平就伴随着这些事件的发展而展开。

故事以他年轻时期、在父亲的支配下生活作为开始，而以他年纪老迈的辞世作为结束。偶

尔我们可以在亚伯拉罕生平的故事情节当中看到伏笔或是隐约的联结关系。但相较于其他

 3



部分的旧约篇章，亚伯拉罕的生平故事可说是以十七个比较独立的段落所组成的一整个系

列。每一个段落都是匠心构画来报导亚伯拉罕生平中的事件，同时为那些摩西原本的以色

列听众提拱了特殊的教训。正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前往应许之地时，每一个段落都对活在

当年之人的生活提供了诸多的指导，如今也同样为我们现今的人生提供了许多的益处。 
 
要点：既然介绍了亚伯拉罕生平的基本段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探讨这些单元是如何统合

成一体的。亚伯拉罕的故事如何合而为一？它们是在什么样的逻辑之下组合而成的呢？简

单的说，亚伯拉罕生平的故事段落成组地环绕在几个特定的主题，这些段落组形成了五个

对称或是平衡的步骤。 
 
 12. 首先，正如我们所预期的，摩西记载的这位以色列先祖生平的开端，是从亚伯

拉罕的背景以及早年和上帝相遇的经历说起。这一个段落的故事包括了：亚伯拉罕蒙上帝

眷顾的家谱、他一无所成的父亲、他的迁徙到迦南。这些章节透过他的家庭背景和他起初

迁居于应许之地来说明，亚伯拉罕是怎样走进他和上帝特别的关系之中的。 
 
 13. 亚伯拉罕生平第二组的段落集中在亚伯拉罕早年和其他族裔的交往关系之上，

这些接触见于第十二章十节到第十四章二十四节。其中包括：他从埃及被拯救出来、他与

罗得发生冲突、以及他救回罗得这些段落。 
 这三个段落之所以自成一体，是因为它们主要的关注焦点其实都在亚伯拉罕和几个

族裔的代表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些章节之中，这位以色列的先祖主要是和以下的这

些人斡旋：埃及的法老王、他的侄子罗得、入侵的诸王、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王、以及撒冷

王麦基洗德。 
 
14. 亚伯拉罕生平第三段也是最核心的部分集中在亚伯拉罕与上帝立约的关系，记载见于

第十五章一到第十七章二十七节。这个部分先祖的生活包括三个段落：上帝给亚伯拉罕约

的应许、亚伯拉罕因夏甲而失足、以及圣约对亚伯拉罕的要求。 
 
15. 第四段，包括第十八章一节到二第十一章三十四节，转向亚伯拉罕晚年和其他族裔的

交往关系。这些章节之所以自成一体，是因为它们聚焦于亚伯拉罕和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

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关系、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代求；亚

伯兰、以撒、和以实玛利；以及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的盟约。这四个段落进一步说明了这

位以色列的先祖如何和罗得以及他的家人相互互动，乃至他如何和所多玛和蛾摩拉居民、

以及非利士人亚比米勒互动往来。 
 
16.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见于第二十二章一节到第二十五章十八节的第五段也是最后的一

段先祖生活，处理的是亚伯拉罕生平近乎尾声时所发生的事，特别是他的后嗣和他的去

逝。这里记载了上帝如何试验他。这里记载亚伯拉罕买下埋骨的地业。这里也记下亚伯拉

罕如何为他的儿子以撒寻得妻子。同时这里也记下了亚伯拉罕的死。这些章节把焦点放在

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和儿子以撒（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嗣子）的身上，把他们放在亚伯拉罕

其他的妻子和儿子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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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面朝镜头：由于亚伯拉罕生平故事的段落相对而言是彼此独立的，所以许多人第一次

读到亚伯拉罕的生平故事时，他们往往有一种从一个事件漫无目标的漂到另一事件的感

觉。读起来摩西似乎是一会儿提到这个事件、一会儿提到那个事件，仿佛毫无预先构想一

般。但尽管有这样的第一印象，亚伯拉罕生平的故事其实是以一批或一组彼此共有一个中

心主题的段落组织而成的。上面的五步大纲揭示出摩西事实上规划了要讲述有关亚伯拉罕

生平的内容。拉大尺度的来看，亚伯拉罕生平故事的记录像一个前后对称的戏剧，每一个

部分都和另一个相对应的部分彼此对称。 
 
 18. 在第十一章十节到第十二章九节中，我们发现作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亚伯拉罕的

家庭背景和他一开始和上帝相遇后的经历。相映对称于这个一开始的重点，第二十二章一

节到第二十五章十八节的收尾的材料则把注意力放在亚伯拉罕晚年以及他的后代身上。 
 除此之外，在亚伯拉罕生平故事第二部分当中，主要是由描写亚伯拉罕与其他部落

或民族的人往来互动的段子组成的。透过循环对称的手法，亚伯拉罕生平的第四部分又回

到与第二部分相类似的主题，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亚伯拉罕与其他人相交的其他事例上。 
最后，在亚伯拉罕生平故事的中间是关键的三章，特别把焦点放在亚伯拉罕和上帝

之间所立之约。这三章构成亚伯拉罕生平的关键重心所在，同时解释了亚伯拉罕及其子孙

和上帝之间所有立约关系的基本动态。 
 
 20. 面朝镜头：这些章节告诉我们的是：摩西以细腻的手法来铺陈叙事。他建构了

以色列第一位先祖的文学图画，要让读者们注意到先祖人生中某些特定的层面：亚伯拉罕

受到拣选蒙福和他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亚伯拉罕早年晚年与其他人的互动关系、以及亚伯

拉罕与上帝约的关系。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文章的焦点之所以这样安排，目的是为了要

针对以色列人的需要，就是摩西写这个故事的原本读者的需要。亚伯拉罕生平的故事教导

以色列人如何在摩西带领他们前往应许之地的路途中，跟随着亚伯拉罕的脚步。我们在研

读创世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将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见到这个精心安排的重要性。 
 
III. 重要主题 
 
路标 
 21. 我们在看过支配亚伯拉罕生平故事的文学手法之后，我们要进入这个讨论亚伯

拉罕生平：结构与内容，本课的第二个议题：也就是创世记第十一章十节到第二十五章十

八节的重要主题。尽管要描述这些章节内容的取舍方法不只一种，但我们会发现我们刚刚

所提的大纲与这些章节的重要主题大略吻合。 
 
面朝镜头：当然我们都知道，要为任何像亚伯拉罕生平这样既长又复杂的圣经篇章勾绘出

主要的主题，都是件艰巨的工作。要一一列举所有在这此章节出现过的主题或课题是不可

能的。但我们可以做的是找出相对其他主题显得更为突出的重要主题。我们将会看到，这

些章节的重要主题不但把亚伯拉罕生平的故事统一起来，同时也帮助我们了解故事的主

旨，也就是摩西要他的以色列原始读者从亚伯拉罕的生平故事中得到些什么。不仅如此，

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要我们从这一段落的圣经中学到的主要功课。 
 

重点揭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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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我们会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探究亚伯拉罕生平故事的重要主题：第一，我们会

审视一段关键的经节，这个经节交待了亚伯拉罕生平故事的四大主题。第二，我们会探讨

这四大主题在这些讲述亚伯拉罕生平故事的章节中如何逐渐开展。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交待

亚伯拉罕生平故事重要主题的关键经节。 
 23. 我相信你一定记得在亚伯拉罕生平故事的开始，我们可以在第十二章一到三节

找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当亚伯拉罕还在美索不米亚的吾珥时，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应

许之地去。至今有相当的一段时间，解经家认出这段经文交待了亚伯拉罕生平大故事结构

中表现出的几个最关键的主线。 
 24. 让我们听听看摩西在这几节是如何写的。 
 耶和华[过去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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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

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三节经文饶富意义，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归纳摘要。 

 25. 在文法的层次上，在第一节的第一部分这段经文是以一句开场的引言作为开

始。然后接着是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这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第一节的

后半到几乎第二节的全部，是由一个祈使语气动词后面跟着三个独立动词子句组成的。上

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的第二部分出现在第二节的最后一部分以及第三节当中。这个第二

部分和第一部分具有相同的文法型态。它也是由一个祈使语气动词开场，然后后面跟着三

个独立动词子句。藉由观察创世记十二章第一到三节的三个分段，我们可以对这段经文有

至关紧要的洞察。 
 27. 让我们听听看摩西在第一节是如何简捷的引出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耶

和华过去曾对亚伯兰说」 
有不少当代译本正确的注意到，这句话的动词应当翻译作「耶和华过去曾说」而非「耶和

华说」。 
 28. 这样翻译十分重要，因为根据司提反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到四节的讲道，就历史

事实而言，亚伯拉罕在吾珥受召乃在他的父亲他拉死在哈兰之前。但根据创世记字面上的

陈述，我们先看到他拉在创世记十一章第三十二节去世，然后在十二章第一节看到上帝呼

召亚伯拉罕。因此，创世记第十二章第一节的陈述乃是倒叙──在时间上倒溯即往，而且

应当翻译为「耶和华过去曾说」。这段经文回忆起一段亚伯拉罕还没开始做任何事情来回

应上帝的那个更早的时刻──远在他开始动身离开他的父亲到应许之地以前的事。 
 
 29. 在这个引言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的上半段。这上半段

是以祈使语气动词开头，表示是个命令。 
 30. 创世记十二章第一节，我们读到以下的句子：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节是以祈使语气动词开头的：「离开」或者如新国际英文版改写为

「离开…往哪里去」。上帝命令亚伯拉罕做一件事：到迦南地去。这是上帝给这位以色列

先祖的第一个、也是最首要的命令。 
 31. 在前往应许之地去的命令之后，根据第二节前半的三个独立动词子句，上帝对

亚伯拉罕说的话第一部分可以分为三段。 
 32. 让我们再来看看创世记第十二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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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 
这些字集中在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时所赐的福分。首先，上帝说他会让亚伯拉罕成为大

国。第二，祂会给亚伯拉罕繁盛的福分。第三，祂说祂会给亚伯拉罕和他后代子孙大好名

声或者美名。 
 

33. 现在让我们来看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讲的话的后半段。尽管大多数的现代译本看

不出来，不过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的后半和前半的文法结构是平行的。它也是以一个

祈使语气动词起头，后面跟着三个独立的动词子句。 
 34. 在创世记十二章二到三节我们读到这样的话：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

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在这里翻译为「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的希伯来文动词就文法形态而言是个祈使语气动词，

很可能是为了要平行于在第一节的「离… 去」。这个祈使语气动词并不是用作命令的。

这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译法，诸如「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也会叫别人得福」、甚至

「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总而言之，这个祈使语气动词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思路转换。表

明着眼点从亚伯拉罕领受祝福，正如我们在第二节的前半部已看到的，转向使亚伯拉罕成

为祝福他人的管道。 
 

35. 第二个祈使语气动词后面也跟着三个动词子句。这三个动词指出亚伯拉罕成为

众人之福的过程。 
36. 首先，上帝说：「那赐福给你的，我必赐福与他」。这就是说，上帝会把好东

西赐给那些正面对待亚伯拉罕的人。当人们对亚伯拉罕好，上帝就会对他们好。其次，上

帝许诺：「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就是说，上帝会咒诅那些鄙视亚伯拉罕的人。

上帝许诺会对那些把自己当做亚伯拉罕敌人的人毫不留情，来保护亚伯拉罕不受伤害。第

三，上帝说：「……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乍看之下，第三个重点和咒诅亚伯拉罕的敌人

这个主轴似乎有所抵触，不过上帝答应亚伯拉罕的是：借着赐福给亚伯拉罕之友、咒诅亚

伯拉罕之敌这样的双重的过程，上帝最终会把祂所赐之福推广到地上的千家万户。 
37.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创世记十二章一开始的文法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一个引言，一个焦点集中在上帝会赐与亚伯拉罕的福分，以及另一个焦点集中在上帝会借

着亚伯拉罕带给全世界的福分。 
 

面朝镜头：了解创世记十二章这些经节的结构十分重要，因为从很多面向来说，创世记中

亚伯拉罕的故事说明了，上帝许诺给亚伯拉罕的幸福已经在他的一生之中实现了。当摩西

描写这位以色列的先祖时，他写故事的方法让人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到应

许之地去时对他所说的话之上。 
 
重点揭示板 
 38. 有了这三重的文法结构放在心里，我们可以开始来看亚伯拉罕生平的重要主题

如何从创世记十二章一到三节的结构中逐步开展来的。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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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注意到在这几节中有四大主题。我们会一个个的来检视这些主题，先从上帝对

亚伯拉罕的恩典开始、然后会继续来看上帝要亚伯拉罕对上帝必要的忠实、再来是上帝对

亚伯拉罕所赐的福祉、最后是上帝借着亚伯拉罕所赐下的福祉。 
 第一个主题──在亚伯拉罕生平之中履见不鲜的，那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的关系

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之上。 
 39. 上帝的恩典可以从第十二章第一节的导言中略有表达。我们已经看过了：在这

里它是这么说的： 
 「耶和华［过去曾］对亚伯兰说」 
这几个简简单单的词提醒摩西原始的听众：亚伯拉罕跟上帝之所以能发生任何的关系，是

因为上帝早在亚伯拉罕还没做任何事情来服待上帝之前，就走进他的生命当中。 
 40. 亚伯拉罕蒙召发生在他成人时期相当早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没远赴迦南；他那

时候还没有征服敌人；他那时还没有力致于信实守约；他那时候还没有为所多玛和蛾摩拉

的义人祈求；他那时还没有通过任何信心的试验。相反的，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做他特别的

仆人，仅仅是因为上帝喜欢白白的施恩与亚伯拉罕。当然，上帝的恩典不仅表现在亚伯拉

罕跟上帝同行的初期阶段，上帝的恩典也是贯穿亚伯拉罕人生故事的一大主题，因为上帝

在先祖人生的每一时刻都表现出对他的极大怜悯。因为亚伯拉罕是个罪人，他每时每刻都

需要上帝的恩慈。 
 41. 譬如，在著名的创世记第十五章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让亚伯拉罕得救的

义是个因为上帝的怜恤而来的恩典。我们在那儿读到： 
 「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 
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三节以及加拉太书三章六节所指出的，上帝把义算到亚伯拉罕

的头上这件事告诉我们：这是个怜悯之举不是给做好事的奖赏。亚伯拉罕是透过上帝的恩

典和怜悯，才得接受这个、以及其他种种由上帝而来的福祉。 
 
 面朝镜头：做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是何等的重要。我们

知道上帝以白白的恩典让我们与祂关系得以开始，我们也知道祂以白白的恩典让我们和祂

的关系得以维系。若是没有上帝的怜悯，我们会怎样呢？这一点对亚伯拉罕来说也是同样

的。不只在于此，上帝的恩典对那些摩西为他们讲述亚伯拉罕故事的以色列人来说，更是

关乎重大。他们同样需要上帝在他们生命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怜悯。正是为了这个缘

故，摩西创作了关于亚伯拉罕生平的故事──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

上帝的恩典里。 
 
[要点] 
 42. 除了上帝的恩典这个主题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创世记十二章一到三节强调

亚伯拉罕的忠实。上帝不仅仅拣选了亚伯拉罕来承受他的怜悯；祂对这位以色列的先祖发

慈爱之心，所以他才会以信实的顺服回应。 
 43. 正如我们前面所见的，创世记十二章一节的第一个祈使语动词强调的是亚伯拉

罕的责任，要对耶和华有特别的忠诚。在那里上帝命令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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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难想象：这样的神的呼召其实对亚伯拉罕构成相当高的忠实的要求。他得把他的家

乡和家人抛到脑后，远走到连他都没听过的地方。没错，上帝以怜悯待亚伯拉罕，但上帝

也同时期待亚伯拉罕以发自内心的忠实事奉来回应衪。 
 
 44. 面朝镜头：不幸的是，许多基督徒总是倾向于把亚伯拉罕仅仅当作是信心和信

靠神的榜样。这是亚伯拉罕生平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同时也在好几处的新约经文中再度强

调。但我们绝不能忽略这个事实就是：上帝的确命令亚伯拉罕要顺服、要忠诚的事奉祂。

上帝曾经多次要求这位先祖以忠心事奉他。他得在许多情境之下对神忠实。 
 
 45. 也许亚伯拉罕必须忠心上帝的戏剧性的例子见于创世记二十二章，当上帝命令

这位以色列的先祖牺牲以撒、献上为祭时，来证明他所爱的神远比他所爱的子来得重要。

很难想象上帝还能提出什么比这个更高的要求。 
 
 46. 上帝以这种、以及其他的方式要求亚伯拉罕表现出他的忠实，但创世记第十二

章第一节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什么是亚伯拉罕最要紧的责任。在那儿上帝说：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就如同这段经文所显示的，神要求亚伯拉罕前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到达了应

许之地居住，而且这个主题在先祖的故事中多次重复的出现。就神为亚伯拉罕和他忠信的

子孙后代所设计的更大计划而言，先祖们前往应许地的这一点是十分重要。当我们想到摩

西受感为以色列人书写有关亚伯拉罕故事时候，正是他自己带领他们前往应许之地的时

候，我们就一点不难看到这个强调的重点。  
 
面朝镜头：身为基督徒，我们了解尽管救恩是由上帝的恩典而来的白白的礼物，但上帝期

待我们尽己所能的藉由服从祂的诫命，来表现我们的感激之心。摩西也了解这个原则。他

知道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恩典导致亚伯拉罕的忠实。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研读亚伯拉罕生

平故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忠实的要求会一再的出现。摩西知道他的原始听众那些以色列

人有这样的毛病。他们很容易忘记在上帝的面前活得忠实的重要性。尽管在上帝拯救他们

离开埃及、维系他们旷野的生活时，已经给了他们无比的怜悯，他们仍旧悖逆上帝的诫

命。因为这个缘故，在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中他对上帝的忠实是主要的主题之一。这个同样

的主题出现得如此频繁，以致于不论是摩西原始的以色列听众、还是当今的现代基督徒，

都会因此受到鼓舞来寻求以信靠顺服来事奉上帝。 
 
要点 
3. 赐予亚伯拉罕的福分 
 47. 到目前为至，我们看到：上帝赐给亚伯拉罕丰盛的恩典，同时要求忠信不移的

委身事奉他。在创世记第十二章第一至三节我们应当注意的第三个主题就是上帝赐予亚伯

拉罕的福分。 
 
 48. 你会记得上帝在创世记十二章二节对亚伯拉罕说了这一番话：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 
上帝给这位以色列的先祖有三大福分。第一，上帝说亚伯拉罕会成为大国。他的子孙必会

生养众多。而且他的后裔必能真的成为一个帝国。在当时，亚伯拉罕跟和他在一起的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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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数目很少。而且亚伯拉罕还没有他自己的儿子。然而，上帝许诺他说他后代子孙的数

目会比天上的繁星还多。 
 49. 第二，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祂必赐福给他。这个说法最有可能是表示亚伯拉罕

和他的子孙后代将会得到繁荣无比的福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将生活在富饶与富足之

中。他们不会是地上的游民，也不会仅仅是从他乡迁移而来的乔居者。只要亚伯拉罕和他

的子子孙孙做到忠信守约，他们会享有莫大的繁荣丰盛。 
 50. 第三，上帝所提供的福祉意味着赐给亚伯拉罕至高的名。换言之，如亚伯拉罕

远赴应许之地而且忠信地事奉上帝，他后裔的繁盛与富饶将使他以及他们在全世界得享尊

荣。极大的荣耀将归于这位以色列的先祖及其忠信不移的后裔子孙。 
 事实上，亚伯拉罕的故事从头到尾，摩西一再的指出，这些福分会源源不断的浇灌

亚伯拉罕身上。亚伯拉罕得有子孙，他随着一个又一个遭遇却日益富足。他成为在那地知

名的人物。对那些听故事的以色列人来说，亚伯拉罕的福分也同时为他们未来的福分带来

莫大的希望。子孙、繁盛、和名声，这些赐给先祖本人的礼物，不过是上帝将会赐给亚伯

拉罕忠信后嗣的更大礼物的预表罢了。 
 
面朝镜头：身为基督徒，我们从上帝那里接受到无穷的福分，多到我们不能胜数。当然，

那些跟随摩西往应许之地去的以色列人也已经收到无尽的福分。上帝把他们从奴隶的枷锁

中拯救出来；上帝使他们滋生繁多；上帝在他们出埃及往应许之地去的一路上保护、持守

着他们，而这应许之地更是应许未来莫大福分的土地。但以色列人就像我们一样，容易忘

记上帝所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以及上帝所为他们预备的一切。因此摩西记下上帝赐给亚伯

拉罕的福分，来提醒他们上帝在他们生命中所赐予他们的福分是如此之多，好让他们有充

满感激的心。 
 
要点 
4．藉亚伯拉罕赐福 
 
 51. 创世记第十二章一到三节除了提到上帝的怜悯、亚伯拉罕的忠实、上帝赐福给

亚伯拉罕以外，也特别点出上帝所赐的福祉会透过亚伯拉罕传到其他民族。 
 52. 记得上帝在创世记第十二章二到三节所说的：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

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段话要说的就是：亚伯拉罕不只得上帝赐福，天下万民都会藉他而蒙受福祉。上

帝呼召亚伯拉罕到应许之地，为的不只是要赐福给他以及他的子子孙孙丰饶的生活。上帝

呼召亚伯拉罕，目的是让他做为上帝所赐福祉的媒介，好传给天下万家万户。 
53. 现在我们很要紧是要记得：这节经文教的是──亚伯拉罕给全世界带来的福祉

会以两种方式呈现。在创世记第十二章第三节，上帝说：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根据这节经文，亚伯拉罕在全人类中间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一把双刃剑。因为亚伯拉罕是

上帝所喜爱的，当其他族裔的人赐福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也就是当他们尊重他、因此也就

是尊崇他所信奉的上帝的时候，上帝会赐福给他们。但是当他们让亚伯拉罕遭殃、或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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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攻之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藐视亚伯拉罕所信之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责罚他们。其他人

的命运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亚伯拉罕。 
 54. 在他的一生当中，亚伯拉罕接触到代表其他族裔的诸多种族，诸如非利士人、

迦南人、埃及人和他的侄子罗得，也就是摩押人和亚扪人的祖宗。这些往来互动相当重

要，因为这些故事表明了上帝是如何具体实在的履行他的诺言──上帝以他们如何对待亚

伯拉罕来决定赐福或者是降祸给他们。这些故事也显示即使在亚伯拉罕自己所活的那一辈

子当中，他已经开始成为这个世界的福祉。 
 
面朝镜头：可悲的是，上帝的子民往往很容易忘掉这个重要的教训。在摩西时代的以色列

人就像活在今天的许多基督徒一样。我们享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与生命的福祉，但却

忘记了为什么上帝把这些福祉赐给我们。上帝所赐予摩西所带领的以色列人每一点每一滴

的福祉、赐予今天祂的教会每一点每一滴的福祉，都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而设的。我们

蒙受福祉为的是好让我们可以把上帝所赐的福祉传遍世界。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到祂身边，

为的是要叫亚伯拉罕引领普世的万族进入上帝的福祉。借着摩西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到祂身

边，为的是要叫他们引领普世的万族进入上帝的福祉。而上帝在今天呼召教会到祂身边，

为的是好叫我们也引领普世的万族进入上帝的福祉。这个主题对当时领受亚伯拉罕故事的

以色列人来说是如此的重要，而即便是对今天所有跟从基督的我们而言，这个主题也是同

等的重要。 
  
 
IV. 总结 

路标：在这一课中，我们首先检视了亚伯拉罕生平的概括。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集

中在这部分创世记经文的结构和内容之上。同时我们以文章结构的脉络而言，探究了摩西

是以那些主题来表述亚伯拉罕生平的故事。 
 面向镜头：当我们继续研读这一系列的课程时，我们会不断地回到上述的这些基本

主题。我们已经了解到亚伯拉罕生平故事的五重对称，我们也看到在亚伯拉罕生平中的四

大主题：即上帝的恩慈、亚伯拉罕的忠诚、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和上帝藉亚伯拉罕所

赐的祝福。这些主题不但帮助我们洞察亚伯拉罕生平的故事，在写作的当时对以色列人的

寓意所在，同时，也使得我们得以将这个部分的圣经经文应用在我们当今的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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