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靠顺服：
创世记12至25章
Be Obenient: 

Genesis 12–25

第四章：灵魂的暗夜
（创十五）



创世记十五1

这些事以后，
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

临到亚伯兰说：“亚伯兰，
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
牌；你的赏赐是很大的。”



为什么
神要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

“你不要惧怕”呢？



创世记十五1
这些事以后，
耶和华的话在异

象中
临到亚伯兰说：
“亚伯兰，你不要
惧怕，我是你的
盾牌；你的赏赐
是很大的。”

上帝向亚伯兰保证
• 祂会保护亚伯兰



Psalm 40:4 & Prov. 29:25 NAS箴言二十九25

惧怕人的，必陷入网罗；
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全。



创世记十五1
这些事以后，
耶和华的话在异

象中
临到亚伯兰说：
“亚伯兰，你不要
惧怕，我是你的
盾牌；你的赏赐
是很大的。”

上帝向亚伯兰保证
• 祂会赏赐亚伯兰



Psalm 40:4 & Prov. 29:25 NAS很多时候，

我们想从神那里获取更多的东西。

其实，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更多地被神所得着，
更深地信靠祂！



反思 （ Reflection ）

• 您是想从神那里获取更多的东西
或是想更多地被神所得着呢？



创世记十五2-3

2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啊，
我一向都没有孩子，
你还能赐给我什么呢？
这样，承受我家业的，
就是大马士革人
以利以谢了。”

3 亚伯兰又说：
“你既然没有给我后裔，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
就是我的继承人了。”

亚伯兰不明白上帝要如何赏赐他。



神如何处理亚伯兰的困惑呢？



创世记十五4-5

4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亚伯兰
说：“这人必不会作你的
继承人；你亲生的才会是
你的继承人。”

5 于是领他到外面去，说：
“你向天观看，数点众星，
看你能不能把它们数得
清楚。”又对他说： “你
的后裔将要这样众多。”



反思 （ Reflection ）

• 您是否对神的应许存有怀疑？
为什么？您想从哪里寻找答案？



创世记十五6
亚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
算为他的义了。

亚伯兰因信称义。



Psalm 40:4 & Prov. 29:25 NAS罗马书四2-5

2 亚伯拉罕若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
只是不能在 神面前夸口。

3 经上怎么样说呢？”亚伯拉罕信 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4    作工的得工资，不算是恩典，是他应得的。
5 可是，那不作工而只信那称不敬虔的人为义的 神的，

他的信就算为义了。



创世记十三14-17 创世记十五4-5

14 罗得离开亚伯兰以后，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举目，从你所在的地方向
东南西北观看。

15 你看见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和
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16 我要使你的后裔好像地上灰尘那
么多；若能数算地上的灰尘，才
能数算你的后裔。

17 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
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4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亚伯兰
说：“这人必不会作你的
继承人；你亲生的才会是
你的继承人。”

5 于是领他到外面去，说：
“你向天观看，数点众星，
看你能不能把它们数得清楚。”
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这样众多。”



反思 （ Reflection ）

• 创世记十三14-17与创世记十五2-3，

神所提到的应许有何不同？为何这
一次亚伯兰就相信了？

• 神要怎么做才能解决您对祂的困惑？
您是否从中体会神的爱与恩典？



为什么神在对话的中间对亚伯兰说：
“我是耶和华，

曾经把你从迦勒底的吾珥领出来，
为要把这地赐给你作产业。”

（创世记十五7）？



创世记十五8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啊，
我凭什么能知道
我必得这地为业呢？”

上帝要将迦南地赐给亚伯兰的后裔。



Psalm 40:4 & Prov. 29:25 NAS创世记十五9-11
9 耶和华对他说：“你给我拿一头三岁的母牛，

一只三岁的母山羊，一只三岁的公绵羊，
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

10 亚伯兰就把这一切拿了来，每样都从当中劈开，
一半一半相对摆列；只是鸟却没有劈开。

11 有鸷鸟下来，落在这些尸骸上，
亚伯兰就把它们吓走了。



Psalm 40:4 & Prov. 29:25 NAS
创世记十五9-11
12 日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着了，

忽然有可怕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13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地知道，

你的后裔必在外地寄居，也必服事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苦待他们四百年。

14 他们所要服事的那国，我要亲自惩罚。
后来他们必带着很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15 你必得享长寿，被人埋葬，
平平安安地回到你列祖那里。

16 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里，
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Psalm 40:4 & Prov. 29:25 NAS我们相信神的应许，

也必须按照祂的方法和时间来成就。

我们需要在信心上加上耐心，

存在盼望等候！



创世记十五17-18

17 日落天黑的时候，
忽然有冒烟的炉和
烧着的火把，
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18 就在那时候，耶和
华与亚伯兰立约说：
“我已经把这地赐给
你的后裔了，
就是从埃及河直到
幼发拉底河之地；

上帝与亚伯兰立约。



神为何等到亚伯兰睡着了的时候，
再与亚伯兰立约？



分享与讨论（Sharing & Discussion）

• 您是否也经历“心灵的黑夜”，信心软弱、精神上的沮
丧或对信仰感到困惑等等？您如何面对它？您想从哪里
寻找答案？

• 您是想从神那里获取更多的东西 或是想更多地被神所
得着呢？

• 神要怎么做才能解决您对祂的困惑？您是否从中体会神
的爱与恩典？



Psalm 40:4 & Prov. 29:25 NAS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
即使在一个毫无光亮的黑夜环境下，
也会顺服神；并且或许多年以来，

他其实一直在这样的环境下前进。。。

~ 清教徒古德温
（Thomas Goodwin, 1600-1679)



以赛亚书五十10
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
听从他仆人的声音的？
谁是行在黑暗中，
没有亮光的呢？
他该倚靠耶和华的名，
依赖他的 神。



马太福音三16-17
16 耶稣受了洗，立刻从水中上来；
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 神的灵，
好像鸽子降下来，落在他身上；
17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马太福音四1
随后，
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Psalm 40:4 & Prov. 29:25 NAS诗篇一百三十九1-6

1 耶和华啊！你鉴察了我，你认识我。
（本节在《马索拉抄本》包括细字标题）

2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知道；你在远处就明白我的意念。
3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我的一切行为，你都熟悉。
4 耶和华啊！我的舌头还没有发言，你已经完全知道了。

5 你在我前后围绕着我，你的手按在我身上。
6 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理解的；高超，是我不能达到的。



信靠顺服：创世记十二至二十五章, 威尔斯比著

第一章 新的开始（创十一27至十二9）

第二章 饥荒、牲畜與相争（创十二10至十三18）

第三章 信心就是胜利（创十四章）

第四章 灵魂的暗夜（创十五章）

第五章 谨防走弯路（创十六章）

第六章 名字算什么？（创十七章）

第七章 从火中经过（创十八至十九章）

第八章 邻舍亚伯拉罕（创二十章，二十一22–34）

第九章 “哭有时，笑有时” （创二十一1–21；加四21–31）

第十章 最大的试验（创二十二章）

第十一章 新娘来了！（创二十四章）

第十二章 “死有时” （创二十三，二十五1–11）

威尔斯比著 ， 霍伟霞译,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 (Colorado Springs, CO: 美国庫克传播
出版集团,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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