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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一片混乱，哪里出了问题？

你会怎样对待这些人，
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
造的男男女女呢？



分裂、分散、
隔绝和混乱，

惩罚？？

恩典 ？？新生活 ？？
新希望 ？？

上古時期的故事结束

神子民的历史即将开始 救恩的历史 基督耶稣。

新社会正开始建立 亚伯拉罕的家庭。

透过亚伯拉罕，世上所有家庭都将蒙福（创十二3）

人类悖逆神 神审判罪 神恩典，全新的开始



• 神呼召一个人和他的妻子离开自己的家园，去一个新的地方，赐予人类
新的开始。

• 因著神的呼召和他们顺服的信心，亚伯拉罕和撒拉最终为世界带来了以
色列民族、圣经和救主。

• 他们的经历中所包含的基本要素。

1.呼召（创十二1上）
（1）神呼召的时间
（2）神呼召的方式
（3）神呼召的原因
2.立约（创十二1–3）
3.委身（创十二4–9）
（1）信心带领我们出去（创十二4–5）
（2）信心带领我们进入（创十二6–8）
（3）信心带领我们继续前行（创十二9）



神创造了一个民族（创十一27-32）

27以下是他拉的后代：他拉生亚伯兰、拿鹤和哈兰；哈兰生罗得。
28哈兰在他父亲他拉之前，死在他出生之地，就是迦勒底的吾珥。
29亚伯兰和拿鹤都娶了妻子；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鹤的妻子名叫密迦，

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迦和亦迦的父亲。
30撒莱不能生育，没有孩子。
31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就是哈兰的儿子罗得，以及他的媳

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一同出了迦勒底的吾珥，要到迦南地去；他们到
了哈兰，就住在那里。

32他拉死在哈兰；他的寿数共二百零五岁。



他拉

拿鹤
亚伯兰

(尊贵的父)
哈兰

密迦 亦迦 罗得

撒莱



1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

2我必使你成为大国， 赐福给你，
使你的名为大，
你也必使别人得福，

3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 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

亚伯兰蒙 神呼召
（创十二1-9）



4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去了；罗得也和他同去。亚伯兰离开哈兰的
时候，已经七十五岁。5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得以及他们在哈
兰所积蓄的一切财物，和所获得的人口，一同出来，要到迦南地去。后来
他们到了迦南地。

6亚伯兰穿过那地，到了示剑的地方，摩利的橡树那里。当时，迦南人住在
那地。7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
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8後来他从那里迁到伯特利东边
的山地，搭起帐棚。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艾城；他在那里也为耶和华筑
了一座祭坛，呼求耶和华的名。

9亚伯兰又起程，渐渐移到南地去。



2司提反说：“各位父老兄弟请听！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
还没有住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 神向他显现，

3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
4他就离开迦勒底人的地方，住在哈兰。他父亲死后，神又叫他从那里迁
到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

亚伯兰蒙 神呼召
（徒七2-4）



神呼召 地点 同行者 经文

第一次 吾珥
父亲他拉

侄儿罗得
徒七2-4

第二次 哈兰
(他拉已逝)

侄儿罗得
创十二1-4

年龄

不详

75岁



吾珥

吾珥敬拜月神：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

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

是亚伯拉罕和拿鹤的父亲

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事奉

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

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

领他走遍迦南全地，…

(书二十四2-3)

亚伯兰蒙召



吾珥

哈兰

神第一次呼召亚伯兰：

…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所

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

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

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

地方去。』他就离开迦勒底人之地，

住在哈兰。(徒七2-4)

亚伯兰蒙召



吾珥

哈兰
75岁

神第二次呼召亚伯兰：

他拉…死在哈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

指示你的地去。…」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

的吩咐去了；罗得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

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创十一32-十二4)

亚伯兰蒙召



吾珥

迦南

哈兰

亚伯兰蒙召

75岁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

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

时候，还不知往那里去。(来十一8)



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

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

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

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创十二6-7)

示剑



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棚；西边是

伯特利，东边是艾。

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创十二8)



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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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十二9-10)



神显现，筑坛。
示剑

伯特利 艾

筑坛，求告
神的名。

南地



创十一27-十二9 内容大意

结构大纲
1. 亚伯拉罕的故事（创11:27–25:11）
a. 他拉的后代（创11:27–32）
b. 神呼召亚伯兰（创12:1–9）

i. 神的呼召和应许（创12:1–3）
ii. 亚伯兰的回应（创12:4–9）

创十一27–32 他拉的家庭

创十二1–3 神呼召亚伯拉罕前往迦南地--“应许之地”
出于神的旨意，耶和华拣选了亚伯兰，并应许要祝福他成为
大国——只要他愿意离开哈兰，前往神指示他将去的地方。

创十二4–5 神对亚伯兰说话，亚伯兰以行动回应神，他顺服地带着家人
离开哈兰，前往迦南

创十二6–9 亚伯兰抵达迦南，神应许要将整片土地赐给他的后裔，因此
亚伯兰持续向南方移动，穿过这片土地



• 神呼召一个人和他的妻子离开自己的家园，去一个新的地方，赐予人类
新的开始。

• 因著神的呼召和他们顺服的信心，亚伯拉罕和撒拉最终为世界带来了以
色列民族、圣经和救主。

• 他们的经历中所包含的基本要素。

1.呼召（创十二1上）
（1）神呼召的时间
（2）神呼召的方式
（3）神呼召的原因
2.立约（创十二1–3）
3.委身（创十二4–9）
（1）信心带领我们出去（创十二4–5）
（2）信心带领我们进入（创十二6–8）
（3）信心带领我们继续前行（创十二9）



（1）神呼召的时间。

• 神恩典的呼召，以及罪人信心的回应（弗二8–9；帖后二13–14）。

• 神呼召亚伯拉罕从偶像崇拜的环境中出来（书二十四2）

• 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已经75岁了

弗二8–9 8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藉着信心。这不是出於自己，
而是 神所赐的；9这也不是出於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约十五16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1.呼召（创十二1上）



吾珥

吾珥敬拜月神：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

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

是亚伯拉罕和拿鹤的父亲

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事奉

别神… (书二十四2)



• 亚伯拉罕娶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撒拉（创二十12），但他们一直沒有孩
子。然而，神却要使用他们建立一个大国！

• 在人们失败并离弃又真又活的神之后，神呼召了亚伯拉罕。

• 他呼召了第一个犹太人——亚伯拉罕，作为新的开始。

賽五十一2 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

林前一26-
31

(神呼召这么一对看似不可能生育的夫妻来完成如此重要的任务)

罗一18-32 大意：(人起先是认识真神的，但却不为神恩慈的供应而荣耀他、感谢
他。反而用偶像代替又真又活的神。偶像崇拜导致人类任意妄为和道
德上的墮落)



（2）神呼召的方式。

• “

• 当人遇到永活的真神之后，就不会再去崇拜那毫无生命的偶像。（参：
帖前一9-10；林后四6都描述了这个拯救的历程。）

• 神与亚伯拉罕说话（创十二1–3），这些话引发了信心的回应。

徒七2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荣耀的神向他显現。

帖前一9-10 9他们都述说你们是怎样接待我们，而且怎样离弃偶像归
向 神，要服事这位又真又活的 神，10并且等候他的儿
子从天降临。这就是 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救我们脱离
将来的忿怒的那位耶稣。

罗十17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來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 是神的呼召，将亚伯拉罕从周围的败坏中分別了出来，而亚伯拉罕也凭
著信心顺服了这一呼召（来十一8）。

• 真正的信心以神的话语为基础，并人顺服的回应。亚伯拉罕和撒拉必須
顺服神的呼召，否则神无法祝福和使用他们（林后六14至七1）。

来十一8 8因着信，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业
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 如今可以通过信徒们的生活见证，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太五16）；

• 神直接对亚伯拉罕说话，而我们今天是通过信徒们的見证，听闻救恩
（徒一8）。

太五16 16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
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

徒一8 8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人。”



（3）神呼召的原因。

神呼召亚伯拉罕和撒拉至少有三个原因。

1、神的爱，神关心他们的得救，向他们彰显荣耀，分享他恩惠的应许。

2、祝福全世界。基督为普天下人的罪而死（约壹二2，四14），并且要
他的教会向普天下传扬这个好消息（可十六15）。

约壹二2 2他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不仅为我们的罪，也为全人类的
罪。

约壹四14 14父差遣子作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见过的，并且现在作见
证。

可十六15 15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到全世界去，向所有的人传福音。



3、亚伯拉罕的生命是基督徒的榜样。

亚伯拉罕因信得救（创十五6；罗四1–5；加三6–14），

凭著信心生活（来十一8–19），他的顺服就是他信心的明证

（雅二14–26）。

亚伯拉罕蒙召就遵命顺服，当时还不知道去哪儿。



• 信心并不以感觉为基础（来十一7）。

• 真正的信心建基在神的话语之上（罗十17）。

2.立約（创十二1–3）

来十一7 7因着信，挪亚在还没有看见的事上，得了 神的警告，就
动了敬畏的心，做了一艘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藉着这信心，
他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因信而来的义。

罗十17 17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藉着基督的话来
的。



• 圣经记载了许多神的约，这些约始於创世记三章15节对救赎主到来的应许，高潮是借
著耶穌的宝血所立的新约（路二十二20；来八章）。

路二十二20 20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
是为你们流的。

约 协议 承诺应许 恩典举动

“约” ：

一、“和某人一起吃饭”，这意味著相交与协商同意；

二、约束、束缚，意思是委身；

三、分配，意思是分享。

• 当神立下一个约的时候，祂就进入了一个协议，承诺要成就祂所赐下的应许。这全
然是一个恩典的举动。



和合本

“15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
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创三15）

新译本

“15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
此为仇， 他要伤你的头，你要
伤他的脚跟。” （创三15）



• 神透过年迈无子的夫妇祝福全世界，

• 借著亚伯拉罕和撒拉，产生以色列民族，救赎主耶穌基督从这民族而出。

• 神与以撒（创二十六4）和雅各（创二十八14）重申了此约，

最后在基督里应验（徒三25–26）。

徒三25–26 25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是承受 神向你们祖先所立之约的
人。 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
得福。’26 神先给你们兴起他的仆人，差他来祝福你们，
使你们各人回转，离开邪恶。”



（1）信心带领我们出去（创十二4–5）。

作为儿子的亚伯拉罕对年迈父亲的爱，可能使他耽延启程（路九59–62），
但时间最终还是到了，他和撒拉必須离开哈兰前往神为他们拣选的地方。

• 信心与三心二意不能并存（雅一6–8），

• 我们不能同時事奉兩位主人（太六24）。

• 信心要求委身。

3.委身（创十二4–9）



（2）信心带领我们进入（创十二6–8）。

神将我们领出來的，为的是领我们进入（申六23）。

申六23 23却把我们从那里领出来，为要领我们进入他
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的地，要把这地赐给我
们。



当我们凭信心而行的时候，就会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不必惧怕（来十三6；
徒十八9–10；提后四17）。

徒十八9–10 9夜里，主藉着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10有
我与你同在，必定没有人会攻击和伤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属
我的人。”

提后四17 17然而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的信息藉着我尽都传开，
万国的人都可以听见；他并且把我从狮子口中救出来。

来十三6 6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我的帮助， 我决不害怕， 人能把我
怎么样呢？”



• 不管亚伯拉罕去迦南哪个地方，他的帐棚和祭坛都是他的标志（创十二
7–8，十三3–4、18）。

• 帐棚标志著他是不屬这世界的“客旅”和“朝圣者”（来十一9–16；彼
前二11）

• 而祭坛则标志著他是天上的国民，敬拜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彼前二11 11亲爱的，我劝你们作客旅和寄居的人……

来十一9–16 ……8因着信，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业的地
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9因着信，他在应许之地
寄居，好像是在异乡，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住在帐棚里。
10因为他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 神所设计所建造的……



（3）信心带领我们继续前行（创十二9）。

信心的生活只有前进，信心才能增长。

离开（创十二4）、往（创十二5）、经过（创十二6）、迁到（创十二8）、
踏上旅程（创十二9）。

在不断迁移中，神使亚伯拉罕遇到挑战，使他信靠神的恩惠，得及时的帮
助（来四16）。

亚伯拉罕“求告耶和华的名”（创十二8）。他向主祷告，主就帮助他。

来四16 16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的是要领受怜悯，得
到恩惠，作为及时的帮助。



• 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也还是会面临试验和试炼，因为信心是借著这些试
验和试炼才得以成长。

• 如果我们凭著信心跟随主，祂会带领我们通过这些试验和试炼，因为神
是那位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上领我们出去，又领我们进入，并继续前行的
神。

总结与分享



• 在这个世界充滿了诸多的不确定，我们必須学会凭信心而行，不管我们
年龄几何，也不管我们与主同行多久。

• 凭信心而活就意味著，不管感觉如何、环境如何、结果如何，我们都要
顺服神的话语，知道祂在成就自己完美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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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庫克传播
出版集团, 2016)

https://ref.ly/logosres/be-obednttrdchs?ref=Page.p+2&off=20&ctx=%E7%9B%AE%E9%8C%84%0a%E5%B0%8E%E8%A8%80%0a%E4%BD%9C%E8%80%85%E5%BA%8F%0a%E5%89%B5%E4%B8%96%E8%A8%98%E5%AD%B8%E7%BF%92%E5%BB%BA%E8%AD%B0%E5%A4%A7%E7%B6%B1%0a~%E7%AC%AC%E4%B8%80%E7%AB%A0+%E6%96%B0%E7%9A%84%E9%96%8B%E5%A7%8B%0a%E7%AC%AC%E4%BA%8C%E7%AB%A0+%E9%A5%91%E8%8D%92%E3%80%81%E7%89%B2%E7%95%9C%E8%88%87%E7%9B%B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