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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救恩的盼望 
一 从亚伯拉罕到摩西 (2200B.C ~ 1500B.C.) 

 

圣经内容：创世记第十二章 ~ 第五十章 

 

神对挪亚的彩虹之约，到了亚伯兰进一步个人化。神应许赐福给亚伯兰，地上万族也将因

亚伯兰得福。亚伯兰如何成为大国？万族又如何因此得福？“得福”又意味着什麽？亚伯

兰是那个“女人的后裔”吗？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在洪水之后，挪亚的后代依然败坏。神呼召亚伯兰，并给他与挪亚截然不同的应许： 

1） 普及万物 vs. 针对个人 

2） 生命存活 vs. 大国大名 

3） 单一世代 vs. 三代应许 (单一 vs. 多次)  

 

亚伯兰的呼召/应许： 

(创 12: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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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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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为你祝福

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创13:14-18) 14 罗得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

西南北观看， 15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16 我也要

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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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仑幔利

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创 15:1-7) 1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

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你。” 2 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

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 3 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 4 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

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5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

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6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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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的义。 7 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吾珥，为要将这地赐

你为业。” 

 

(创 22:15-18) 15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16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

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 17 论福，我必赐大福

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

城门； 18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以撒的应许： 

(创 26:1-5) 1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耳去，到非

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 2 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

示你的地。 3 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

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4 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

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5 都因亚伯拉罕听

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 

 

雅各的应许： 

(创 28:10-22) 10 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 11 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

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 12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

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13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

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

裔。 14 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

裔得福。 15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

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16 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

道！” 17 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 18 雅

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做柱子，浇油在上面。 19 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

地方起先名叫路斯。 20 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

物吃、衣服穿， 21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22 我所

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创 31:3) 3 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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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32:27，28)  27 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 28 那人说：“你的名

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29 雅各问他说：“请将

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创 35:9-15)  9 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 10 且对他说：“你的名原

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 11 神又对他

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

出。 12 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 13 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

的地方升上去了。 14 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 15 雅各就给那地

方起名叫伯特利。 

神对以色列先祖的保守看顾： 

 

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迦南地漂流多年。神虽然应许他们要将迦南地給他

们为业，但从创世记得记载，我们看不到这个应许。看到的反而是神在迦南這些邪惡的居

民以及所有其他敵人的中間保守了以色列的族長很長的一段時間。這可以被視為上帝對他

的教會保持憐憫的絕妙實例。 

 

亚伯兰下埃及：12:10-20 

亚伯兰打败四王拯救罗得：14:13-24 

亚伯拉罕寄居在基拉耳：20:1-18 

亚伯拉罕献以撒：22:1-19 

以撒寄居在基拉耳：26:6-17 

雅各逃离拉班：31:17-42 

雅各与神摔角：32:1-32 

雅各往伯特利居住：35:1-8 

以色列全家下埃及：50:15-21 

 

神审判与怜悯（chap.18 & 19）： 

 

因为它们的邪恶，所多瑪，蛾摩拉和鄰近城市都遭到了神可畏的审判和完全的破壞。這显

明神兩个偉大的工作：1）它有效地抑制当时的人对傷害陌生人将会有的后果； 2）顯著

地表現出神的审判的可畏，使人們明白他們需要救贖的恩典。后来的律法就是被设计用來

把人帶到基督那裡的启蒙導师。但是，在神严厉的审判之中我们更看到神的慈悲与怜悯，

并且，神的慈悲与怜悯是在祂的严厉的审判之前。这使拒绝祂的恩典的人在审判的日子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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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藉口。（出 34:6）6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犹大的狮子 

 

当神呼召亚伯拉罕时，显示了“女人的后裔”必从亚伯拉罕而出。以撒而非以实玛利，再

一次显示了“女人的后裔”是神的应许。雅各而非以扫，也再一次显出“女人的后裔”是

神的拣选。雅各临终前对儿子犹大的祝福，无意中予言了神在 (35:11) 对他的应许的君王

将会是从犹大支派而出。数百年之后神会再一次亲自向犹大的后裔-大卫-重申这个应许(撒

下 7:16 - 16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创 49:8-10)  8 犹大啊，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

你下拜。 9 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

狮，谁敢惹你？ 10 圭(权杖)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赐平安者)来

到，万民都必归顺。 

 

约瑟被买与雅各下埃及 

(创 50:19-21)  19 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 20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

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21 现在你们不要害

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创 50:24)  24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

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  

约瑟被自己的兄弟买了，最后流落埃及。创世记落幕之前，他的领受是这些都是神的安

排，是为了予备好将雅各全家七十口带到埃及，在饥荒的时期得以存活。他的领受来自他

在患难中的经历神。（vv. 39:2, 21）“耶和华与他同在”(40:8) “解梦不是出于神

吗？”(41:25) “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 

 

(创 50:26) “26 约瑟死了，正一百一十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

埃及。”出埃及记的开头 (1:7) 7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

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亚伯拉罕的后

裔成了大族，可是是为奴的大族。这个从雅各而生，由七十人而“生养众多，并且繁茂，

极其强盛，满了那地”的大族，神将如何使他们成为大国，又将藉着他们使万民得福？这

个“福”又是什麽样的福？“女人的后裔”又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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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神为什麽将以色列人(雅各的后裔)留在埃及四百年之久？ 

先祖时期的迦南是城邦时代，在军事，文化，经济上都比不上当时的埃及。加上迦南人又

崇拜各式各样的假神(巴力)，道德风俗极其败坏。亚伯拉罕一族，是外地来的，又是小家

族，在迦南没有自己的地(根)为根据地，在当时是非常脆弱的。神把他们带到埃及，约瑟

又是当朝宰相，他又有功於法老，有恩於百姓。这給雅各的后代提供一个相较安定稳固的

环境成为“大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