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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為本先鋒

教義是活的﹐在亞伯拉罕身上最明顯
保羅喚醒加拉太回到「福音的真理」﹐
說之以理~動之以情~訴之以法(3.6ff)

主要的聆聽者會是猶太人
律法最能說服猶太人
如果摩西五經也顯示因信稱義的軌跡﹐
那麼它真的就是正典的福音真理了。



正如(Καθὼς kathos)…引創15.6

即使如亞伯拉罕﹐也走因信稱義的路﹗
亞伯拉罕一名新約引用73次﹐
加拉太書x9﹐羅馬書x10﹐
希伯來書x10。
神起首在他身上﹐啟示一
條通天之路﹐他可稱為屬
天道路的先鋒。

Abraham and the Angels

by Aert de Gelder 1680s



人類雖多只有兩種﹕
--以信為本(ek pistis)

--以行為本(ek ergon)

人類天然的宗教與倫理
訴求﹐莫不以行為本
的﹐除非神啟示他一條
嶄新的恩典之路﹐即以
信為本之路。



這點是保羅掙扎了多年
後﹐在大馬士革蒙神光
照﹐又到亞拉伯曠野讀
經默想了三年﹐領悟出
來的道理。他現在要將
這一條舊約所啟示的道
路﹐闡明給受信者看。

Conversion of St. Paul

by Nicolas Bernard-Lepicie 1767



信心本質定義

信心是亞伯拉罕一生的一字訣
新約數次以此點評其人生足跡。
來11.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
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強調其角色功能﹐
信心的本質並未言明。



耶穌說﹕認識你﹑獨一的真神﹐
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約17.3)

加爾文﹕信心是人對神的仁愛的
一種不變而確實的認識。這認識
是以基督那白白應許的真理為根
據﹐並藉著聖靈啟示給我們的思
想﹐又印證在我們的心中的。



人有信心認識基督﹐是出於聖靈的勸服﹐
人是被動地接受聖靈的光照。
加氏在其他處也兼顧到信心的另一面﹐即
人主動地－當然是受了聖靈的感動－去擁
抱基督。心思與意志都有參與。
但信心在本質上是人對神屬靈的認識﹐而
非感覺或抉擇。



I.憑信出安樂窩(創11.27-32)

信心何等重要。救恩好像光譜或彩虹﹐有
各樣的豐采﹔我們一生歷程從稱義到恆忍
至終﹐總是有一項主觀因素在其中與神互
動的﹐即信心﹔
乃救恩金索。



救恩的次
序展現救
恩的豐富

清教徒時
代金鍊圖解
Armilla aurea

簡化圖解



◎I.1 信心震盪走高

亞伯拉罕＝信心之父
一生精采走出信心之路﹐為後世效法…

與我們有一樣性情﹐非一帆風順﹐多少跌跌爬
爬﹐靠主恩屢屢敗部復活。其信心之路足為借
鏡﹐督促我們成為天路勇士﹑信心偉人。

以下圖表十分鼓舞人﹐得勝成熟不是一蹴可
幾﹐而是一步一腳印﹑靠主恩走上去的。



亞伯拉罕
一生的信
心成長曲
線﹐像yo-

yo一樣﹐
一上一下
而漸漸上
升。



◎I.2 神榮引出信心
亞伯拉罕原住吾珥(古巴比倫)﹐怎會離
開呢﹖惟一原因﹕「榮耀的神向祂顯
現」﹐呼召他去神所指示
之地(徒7.2)。去處尚未明
言﹐只叫他邁出第一步﹕
離開安樂窩。他因著信
(pistei)遵命出去。

Abraham's Departure by Jozsef Molnár 1850 at 

Hungarian National Gallery



一邊是榮耀的神﹐另邊是榮華的世界﹐
他要怎樣抉擇呢﹖神是信心的創始與成
終者﹔信心是神所賜最珍貴的禮物－這
是信心的奧祕﹕神的
恩賜＋人的責任。
亞伯拉罕首次操練
信心…走出吾珥。

Abraham's Journey to Canaan 

by Pieter Lastman 1614 at Hermitage



I.3.未離本族父家
別將亞伯拉罕太美化。真完全順從神﹖
離開親族 vs. 父親和姪兒同行
往指示地去 vs. 走哈蘭就住下了
神沒放棄…再度顯現呼召
離開本族vs.帶著羅得同行
摩押和亞們世代成為
以色列人的肋下荊棘



II. 活出新世界觀
(創12.1-14.24) 第II大段為第二峰谷

亞伯拉罕終於踏上應許
之地﹐75歲信心生活體現﹕
帳棚﹑祭壇﹑井泉…

信心在成長﹐神如何鍛
煉它呢﹖用試煉﹗

Beersheba 盟誓之井
創21.21



◎II.1.試煉碎礪信心(創12.10-13.4)

大饑荒來了﹐他逃去埃及。妻子極其美貌﹐被
帶入法老宮中…他要撒拉說﹐「他是我哥哥。」
信心和順服那裏去了﹖碰
上試煉就軟弱與妥協。
他把妻子放在試探之下﹑
對法老說白色謊言﹐皆因
失去信心﹐沒順從主旨。
一回來﹐祭壇就恢復。



神恩待亞伯拉罕。他
是怎麼回頭的﹖
「耶和華因亞伯蘭妻
子撒萊的緣故﹐降大
災與法老和他的全
家。」法老知道他一
定做錯事﹐快將撒拉
歸還﹐聘禮白賠上。

Abraham and Sarah Before Abimelech

by Johann Heinrich Roos



◎II.2.新世界觀得勝
(創13.5-14.24)

他的信心生活活出新世界觀。
兩事蹟顯示其得勝。(1)羅得
家族與他者相爭﹐他對姪兒
說﹐「你我不可相爭…因為
我們是骨肉…你向左﹐我就
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The Parting of Lot and Abraham

Mosaic from Santa Maria Maggiore



羅得選擇所多瑪﹐而亞伯拉罕退一步海闊
天空﹔神說﹐「你舉目…觀看﹐凡你所看
見的一切地…都要賜給
你和你的後裔…起來縱
橫走遍這地…」亞伯拉
罕依舊過著帳棚﹑祭
壇﹑井泉的信心生活。

Abraham Gives Lot the Choice of the Surrounding 

Country by Claes Corneliszoon Moeyaert 1646



(2)四王與五王戰爭(西訂谷會
戰)﹐基大老瑪聯軍擄掠五王
(所多瑪一帶)﹑包括羅得。亞
伯拉罕帶上318精兵殺敗其聯
軍﹐救回五王。何等風光﹐
但他拒絕所多瑪王的餽贈。
神給他最大賜福－至高神祭
司麥基洗德－的祝福。



創14.1記載基大老瑪(以攔王)領導
四王﹐攻擊死海附近的五王。

紅線﹕大會戰在西訂
谷。五王被擄。 

綠線﹕亞伯拉罕擊敗
五王﹐救回五王。



The Meeting of 

Abraham and 

Melchizedek 

by Peter Paul 

Reubens 1625 

at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III.神算信心為義(創15-16)

亞伯拉罕在迦南地待的日子很長﹐神與他
立約的內容使他稍微明白神在他身上的旨
意是什麼﹕神要從他建立
蒙福的大國﹐世上萬國
也要因他得福(12.2-3)。

第III大段涵蓋右圖的
第三和第四回峰谷



◎III.1.新應許新信心(創15.1-6)

迦南待了近十年﹐他信得過神要使
他成為大國﹐但沒兒子是事實﹐於
是他對神說﹐「以利以謝…

就是我的後嗣。」可是神
卻說﹕「你本身所生的才成
為你的後嗣。…你向天觀看﹐
數算眾星…你的後裔將要如
此。」



這是根據原來的應許而有的新的
應許﹐若是你﹐會怎樣回應﹖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
此為他的義。」走在信心道路上
的他﹐信心在成長﹐愈來愈信得
過天然人信不來的挑戰。



義 (tsedaqah)＝對屬神社區 /國度的「忠
誠」。其意義包涵很廣﹐保羅應用在新約
的稱義上﹐因為對神國律法的忠誠﹐意味
著其人符合律法的要求﹐乃公義者。15.6

的珍貴在於動詞「算」(chashab)在LXX譯
為elogisthei﹐加3.6引用之。一人對神的應
許的信心﹐神算為對神國的忠誠﹔這是創
15.6的意思。(HALOT)



◎III.2.正式立約儀式(15.7-21)

緊接著神與亞伯拉罕正式立約﹐並定義迦
南的範疇﹐要賜給其後裔。
此約富涵古代近東宗主~附庸盟約的精
神﹐神以主權恩惠和他訂盟約。15.7說明
祂是自有永有的神﹐立約原委是祂曾施恩
引他出吾珥﹐將來還要施恩﹑賜他應許之
地為產業。



立約的儀式是將祭物
「劈開﹐分成兩半﹐
一半對著一半地擺列」
(10)﹔然後「日落天
黑﹐看哪﹐有冒煙的
爐並燒著的火把從那
些肉塊中經過。」
(17)



耶34.18-19詮釋立約儀式﹕
34.18 那些違背我的約﹐不遵行在我面前立
約的話之人﹐我對待他們就像他們曾將劈
開的牛犢﹑並從其中兩半經過一樣－34.19

就是猶大的首領﹑耶路撒冷的首領﹑太
監﹑祭司﹐和國中的眾民﹐他們曾從牛犢
的兩半中經過。



耶利米書34章﹕百姓們經過劈開的祭牲與
神立約百姓若不守約﹐就要像祭牲一
樣﹐被劈為兩半﹗
創世記15章﹕神自己(冒煙的爐並燒著的火
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與亞伯拉罕立
約表明祂必履約的決心﹐否則祂要咒詛
祂自己﹗



從埃及河直到幼發拉底河之地﹐就
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
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亞摩
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
人之地。(創15.18-21)



大衛曾揮
軍到大河
邊的哈馬

所羅門王
全盛時代
應驗了



◎III.3.再度失信曲解(創16)

他的軟弱又出現了﹐接受撒
拉的建議﹐與使女夏甲生以
掃﹐曲解神的話﹐因此受
到神嚴厲的管教﹐十三年
之久神沒與溝通﹐直到他
九十九歲。以掃的十二支
派始終是以色列的對頭﹗



IV.永世帶入今生(創17-21)

第IV大段涵蓋右圖的第五峰谷

創16.16~17.1之間一節帶過去﹐是否意
味著其間的十三年也是空白的﹖否也。
「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 將殘的燈
火﹐祂不吹滅。」(賽42.3) 亞伯拉罕
屬靈的年輪繼續成長﹐而且極其結實。



◎IV.1.聖哉靈魂黑夜
(創16.16-17.1)

在靈魂的黑夜裏﹐神仍是
神﹐信心依舊成長﹐且更為
結實。「我們得救是在乎盼
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
望﹐誰還盼望他所看的呢﹖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
就必忍耐等候。」(羅8.24-25)



羅5.3-5﹐「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
喜樂﹔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
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
神的愛藉著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澆灌在我
們心裏。」

亞伯拉罕可以再次敗部復活﹐因為…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
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
的歎息替我們禱告。鑒察人心的﹐曉得聖
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
祈求。我們曉得神使萬事都互相效力﹐叫
愛神的人得益處…模成祂兒子的形像…叫
他們得榮耀。(羅8.26-30)



◎IV.2. 憑據鞏固信心(創17)
IV.2為右圖的第五峰

九十九歲這年﹐神親自向他
顯現﹐賜下立約的記號－割
禮﹐更進一步賜下明年生子的應許﹐連名
字都取好了。神的顯現大大地激勵了他﹐
使他的信心大得進步…



Angels 

visiting 

Abraham 

by Willem 

van Herp the 

Elder 

1650~60

內容見創
18.9-15



羅4.17c-21詮釋亞伯拉罕的突破﹕
4.17c他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
4.18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
以作多國的父﹐正如先前所說﹐「你的後裔將要
如此。」4.19他將近百歲的時候﹐雖然想到自己
的身體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經斷絕﹐他的信
心還是不軟弱﹔4.20並且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
因不信心裏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裏得堅固﹐將榮
耀歸給神﹐4.21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做成。



其信心屆此
24年矣﹐一直
在震盪走高﹐
順境潛伏危
險﹐逆風反而
飛高﹗

Abraham Serving Three 

Angels by Rembrandt



◎IV.3.成為神友代禱(創18-19)

恩約國度是怎樣的國度呢﹖耶穌說「我的
國不屬這個世界」﹐也是亞伯拉罕的看
見﹐他的世界觀和耶穌者是一樣的﹐不是
出世﹑不是入世﹐乃是「在世成聖」。
神以天使模樣向他顯現。雖住迦南﹐他因
信成為神的朋友﹐知道天火焚城﹐而迫切
地為所多瑪代禱…



亞伯拉
罕為所
多瑪代
求

Abraham 

and the 

Three 

Angels

by Pieter 

Lastman

1623 at 

Hermitage



◎IV.4.危險時刻滑跌(創20)

這時亞伯拉罕意氣風發﹐信心
曲線上揚﹐眼看子嗣應許就要應驗了﹐可
是亞比米勒突然差人把撒拉取了去。這事
也不全怪基拉耳王﹐因為他
為求自保﹐要求撒拉與他以兄
妹相稱﹐若非神介入﹐後果不
堪設想…。(參創20.11-13)



◎IV.5.百歲迎應許子(創21)

上述危機一過﹐雖然他在試驗中又失敗
了﹐但神有祂的美意﹐至少可以給他再學
習點謙卑吧。不久撒拉懷孕﹗他們的兒子
之名字以撒(Yits-chaq)﹐是神預
告時取名的﹐足見神的幽默與
認真。 IV.5涵蓋右圖的第七峰原



一年以前當神向他顯現時就說﹐
17.15…撒萊…的名要叫撒拉。我要賜福給
她﹐她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要叫撒
拉。17.16我必賜福給她﹐也要使你從她得
一個兒的君王從她而出。



當時亞伯拉罕俯伏在地「喜笑」 (yits-

chaq)﹐心中怎麼想呢﹖「一百歲的人還
能得孩子嗎﹖撒拉已經九十歲了﹐還能生
養嗎﹖」但他口中對神說的話是﹐「但願
以實瑪利活在你面前。」



可是神卻說﹐
1 7 . 1 9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給你生一個兒
子﹐你要給他起名叫以撒。我要與他堅定
所立的約﹐作他後裔永遠的約。…17.21到
明年這時節﹐撒拉必給你生以撒﹐我要與
他堅定所立的約。



以撒之名真意是從撒拉的
話語來的：
21.6神使我喜笑﹐凡聽見的
必與我一同喜笑﹔21.7又說
誰能預先對亞伯拉罕說﹐
撒拉要乳養嬰孩呢﹖因為
在他年老的時候﹐我給他
生了一個兒子。



撒拉共鳴神對「以撒」之名的意義﹐因信
而帶來開懷的笑。一年前當她還不信時﹐
也曾心裏「暗笑」過(18.12 tits-chaq)。然
而從以撒出生起﹐家中氣氛完全改變了﹐
充滿了生機﹑歡樂﹑信心﹐感染了整個社
會﹐連亞比米勒都羨慕極了他們一家所帶
來的神的同在與祝福。



來11.10為亞伯拉罕在迦南地長時間居住﹑
所追求的目的﹐歸納得很好﹕「他等候那
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他不只渴慕永世﹐
而且把末日的榮耀
今日就帶入他所居
住的社會與文化中。



V. 信心爐火純青(創22)

信心生活少不掉試煉。亞伯拉
罕在創22章走上了信心高峰。
以撒已是青少年﹐他約有115歲
了。神的試煉﹕要他把「獨生
的…所愛的」兒子﹐帶到摩利
亞上作燔祭獻給神﹗

Abraham Leading his Son Isaac to the Sacrifice

by an Unknown Flemish Master 1525~50 at Louvre



他就清早備好柴火﹐帶兒子上路了。第三
天走到耶路撒冷。他吩咐僕人﹐「你們和
驢在此等候﹐我與童子往那裡去拜一拜﹐
就回到你們這裡來。」誰回來﹖主詞仍舊
是「我與童子」。所以他在吩咐時﹐就信
心在握說﹐「我與童子會回來的。」



Abraham & Isaac 

on Way of Sacrifice

by  Pedro de 

Orrente 17th 

century at Museo

del Prado



這是什麼信心呢﹖來
11.19說﹐「他以為神
還能叫人從死裡復
活﹔他也彷彿從死中
得回他的兒子來。」
這一節是創22章最佳
的註腳。

Sacrifice of Isaac

by Caravaggio c. 1603 at Ufizzi



「我與童子往那裡去拜
一拜！」

The Sacrifice of Isaac 

by Jan Lievens c. 1638 

at Herzog Anton Ulrich Museum, 

Braunschweig, Lower Saxony



VI.以信為本族類
(創23-24)

加3.6用亞伯拉罕作屬天道路
先鋒之實例﹐困擾人類亙古的問題﹕人若
死了﹐豈能再活呢﹖(伯14)﹔我當做什麼
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可10)﹔我們當怎
樣行﹐才得稱義呢﹖(參徒2.37)﹐亞伯拉
罕現身說法﹐其解決是「因信稱義」。



◎VI.1.因信蒙恩如虹(加3.9)

3.6-9的思路是在新人類的身上…

「以信為本的人」(7, 9)

「亞伯拉罕的子孫」(7)

「真以色列人」(約1.47)

「真猶太人」(羅2.29)

「效法亞伯拉罕之信的人」(羅4.16)



加3.8﹕神賜給亞伯拉罕的福氣－「萬國都
必因你得福」(創12.2-3)－其實就是「傳福
音」﹔聽信福音的人和亞伯拉罕一樣﹐得
著恩約之下的福氣(加3.9)。



因信﹕稱義﹑受聖靈﹑得享屬靈復興﹑得
見聖靈大行異能。稱義是神的見面禮﹐一
次永遠賜下﹐成為永生根基。稱義是彩虹
的第一道色彩﹐
其後神還要賜下
天上各樣屬靈的
福氣(弗1.3)。



◎VI.2.信心流愛心淚(創23)

信心會在生活中「生發仁愛」(加5.6)

撒拉死時﹐亞伯拉罕哀慟哭號(創23.2)

一生婚姻夕陽無限好﹐136歲的老人號啕
痛哭﹐這幕太感人了﹐淚水真情流露。
出吾珥以來漫長歲月﹐他對妻子有太多的
虧欠…曾兩度自保而要撒拉對人說﹐「他
是我的哥哥」﹗



這淚是愧疚的淚﹑悔改
的淚﹑感傷的淚﹑感恩
的淚﹑盼望的淚﹑喜樂
的淚。您對妻子有這樣
的眼淚嗎﹖不要等到將
來你流的時候她看不見
了﹐不如今天就流淚感
謝她吧。



◎VI.3.「不」是信仰祕訣(創24)

信心是不斷在成長的。
亞伯拉罕的信心登峰造
極是在第24章。他的一
生美好的謝幕﹕為撒拉
哀慟哭號(23.2)和為兒
子娶媳婦而說的「不」
(24.1-9)。



孔子一生的里程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亞伯拉罕自從蒙神呼召﹐有心走天路﹐卻
頻頻出錯﹐有時出大錯﹐走走停停﹐歸零
重走。我們的人生是否不時也走了冤枉
路﹐浪費了珍貴的人生資源﹖



亞伯拉罕晚年「不惑了﹑知天命了﹑耳順
了﹑衷心不踰矩」。主旨尤其是十誡的道
德誡命就像羅盤一樣在他心中﹐使他總是
向主旨就說是﹐向不符合主旨就說不。

耶穌不也是以在客西馬尼園三次向自己的
意思說「不」﹐來總結祂在地上三十三年
半的微行嗎﹖



Jesus Praying in 

the Garden 

by Andrea 

Mantegna c. 1460 

at National Gallery



你因信稱義了﹐是否也經常向不合信仰的
事說「不」呢﹖你的人生有信心金索嗎？



聽道後反思/討論題目：

1. 信心的本質是什麼(參約17.3)？
信心是被動地被聖靈___服與蒙___照﹔
信心亦主動地被聖靈___動與擁抱_____。

2. 您能將亞伯拉罕一生的信心
曲線加上經節嗎？



3. 「萬國…得福」(加3.8)引自創12.3。但
保羅說神早已傳______給亞伯拉罕!

4. 創15..9-10, 17是神正式與亞伯拉罕立約。
爐與火把象徵___自己﹔其意是神若不踐
約﹐祂會將自己___開－但這不可能…所
以這說明了神的___心﹐祂必應驗此約。



5. 你有過靈魂的黑夜的經驗嗎﹖怎麼走出
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