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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亚伯拉罕——他是神的朋友

    

你可以绝对的肯定自己与神的关系。从亚伯拉罕的身上
你可以学到如何顺服神，并接受神的祝福。神拣选亚伯拉罕
做祂的仆人和朋友。神这样做是为了实践祂的计划，同时祝
福遵行祂旨意的人。

    从亚伯拉罕生平的记载中，你可以找到活出生命的原则。
亚伯拉罕知道罪的本质和罪的危险，也相信神爱他和他的子
民，于是他接受了神的应许，顺服神的引导，完全地在顺服
和爱中将自己交托给神。

    在本课中，你可以学到一些原则，以及如何像亚伯拉罕
一样生活。将这些原则应用在生活中，自然你就会因此明白
何为“成为神的朋友”的意义。

在本课中你将学习…
    亚伯拉罕回答神的呼召
    亚伯拉罕印其信仰证
    亚伯拉罕将一切献给神

本课将帮助你…
    解释神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
    描述亚伯拉罕如何顺服神及证明其有信心
    明白你该如何回应神的呼召

亚伯拉罕回答神的呼召

神藉着人来工作． ．． ．． ．．

    哪些事情是你可以单独做的？如果没有任何人协助你，
或与你分担，或与你在一起，你可以完成哪些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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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独自的祷告。而当你祷告时，你可以感到神与你
同在。你可以独自阅读很多刊物，而当你在阅读刊物时，你
可以感觉到有其他人的同在。作家、印刷者或是一位非常细
心的翻译学者，将不同的文字译成你所能懂的文字。

    你可以单独做的事并不多。

    有哪些事情是神可以单独做的？神是全能的，祂不需要
依赖任何人，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允准，神有超乎宇宙至高无
上的全能。所有受造物都由祂的手而来，而且都有其荣耀主
名的目的。

     神创造了人类，因为祂不希望孤独。神要人分享祂的生
命，享受祂所创造的一切，并与祂交通，敬拜祂。

    我们都知道，神对每个祂所创造的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
划。可是，当人犯罪就不讨神的喜悦了，因此神用洪水审判，
让人知道罪的可怕。罪使人与神隔绝。洪水过后，神重新与
人同工。神要建立一个忠心的大国，来完成祂的计划，使人
类愿意把荣耀完全归给神，同时祝福全人类。

    神再一次显示祂与人类关系的本质，至高的神选择藉着
人来与祂同工。神本可以单独完成每一件事，但祂选择人作
为全地的代理人，来分担祂的责任。我们可以从这件事得知，
我们的生活与神的目的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不遵照神的
旨意行事的话，就不能得平安。神并不要独自创立新国，而
是希望我们能回应祂。神终于找到一个人——亚伯拉罕。神
将心意告诉他，并使他成为信心之父——神的朋友。

习题
1.我们知道人类对神很重要，因为

1）神需要人类的帮助。
2）神称亚伯拉罕为祂的朋友。
3）神渴望人类敬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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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神跟人类同享权利和义务。
5）当人类失败时神就放弃人类。

呼召的必要． ．． ．．

    洪水过后，挪亚为神筑坛献祭。无疑地，在一开始的时
候挪亚和其家人就敬拜神，并顺服神的旨意。在洪水过后的
年代里，罪恶依然到处肆虐。人类太软弱了，无法抗拒诱惑。
他们拒绝神后心中仍有敬拜的需要，人类普遍有此倾向。不
久便拜月亮和出自他们手所做的偶像。

    由于邪恶一再缠身，人类似乎再遭受神的毁灭。但世上
仍有极少数的人记念造物主，并明白其真理。亚伯拉罕就是
这群信者之一。他不像他的父亲一样喜欢敬拜偶像。

    神不愿意世人丧失希望。即使人犯罪，神仍然充满恩慈，
引导人认识真理，远离偶像。神计划选择一位顺服祂旨意的
领袖来祝福全人类。

    神看见亚伯拉罕不拜偶像，就对他说；“离开你的家乡和
同胞吧。” 祂要亚伯拉罕离开邪恶，开始建立忠心跟随神的
国家。

    亚伯拉罕在他父亲和亲戚的陪同下，离开了迦勒底的吾
珥，来到了哈兰，在那里仍有人敬拜偶像。于是，神再次对
他说；“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亚伯拉罕必须离开罪恶的影响。当你处在恶劣的环境时，
是很难保守心灵不受污染的。人的软弱，罪的环境，常使人
和坏人同流合污，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神要亚伯拉罕和过
去完全隔绝，全心实行神的计划。

    神如此行的目的，是要亚伯拉罕成为罪人得到祝福的桥
梁。当然，当神选择要藉着人来动工时，神会选一位愿意顺
服祂的人。亚伯拉罕不是异教徒，他拒绝拜偶像。他举目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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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是去拜月亮，而是将荣耀归给真神——宇宙万物的创
造者——神。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以神要他引导祂的子
民。

习题
2. 为什么人类在洪水之后还有罪？
3. 为何人崇拜偶像？
4. 神做了什么？
5. 为何亚伯拉罕必须离开他的族人？

应许和要求．．．．．
    你心中有没有一股强烈想讨神喜悦的愿望？你是否感觉
要与神亲近，并且更加认识祂呢？好像是你在召唤神，其实
是神在召唤你。那种存在于你心里对神的需要，及渴望多认
识神的感觉，也是呼召的一种形态，是神大爱的结果。神是
以这种方式呼召、亲近人。有些人因为没有去听，所以听不
到；有些人却听得很清楚，而且也顺服地放下所有的事物，
寻求神的旨意。

    从某些方面看来，亚伯拉罕听到的呼召与所有听从神话
语的人听到的是相同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又是一个很
特殊的呼召，不曾有人听见过。由于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
神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将赐福给你使
你成为大国。我要使你做多国的父，并成为多人的祝福。凡
祝福你的，他必蒙祝福；诅咒你的，他必受诅咒。地上的人
都将因你得福。”

    呼召中有三项应许。神承诺：
1 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土地。
2 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和多国之父。
3 赐福给亚伯拉罕，并经由他使众人因他得福。

    现在神呼召人也会给相同的应许。神会指示一条新的生
命道路，使人成为具有不同的、有更好特质的新造人。神祝



21

福他们，让他们的家人、朋友和其他人也能因此蒙福。

    伴随着应许，神也有要求。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一切熟悉
的、传统的、安全的事物。神希望亚伯拉罕相信祂会供给每
日所需。更重要的是神要亚伯拉罕相信祂将赐一子给他。否
则他后裔的应许将会变得毫无意义。亚伯拉罕无子，他的太
太也不能生育，不可能有孩子。

    由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有三点，因此亚伯拉罕的回应
也有下列三点：

1  他相信独一的真神。
2  他完全接受神的应许。
3  他以行动来表示完全顺服神的带领，也就是离开本

国、本族，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创新国。

习题
6. 把下列词语填入适当的位置。
   亚伯拉罕     其他人    相信    国   行动   呼召

1）凡对于愿意倾听的人而言，寻求神的愿望是一
种       。

2）在      的呼召中，包括一项     都要因他而受到祝
福的应许。

3）亚伯拉罕不仅    神，他还以    来表示他顺服神的指
示。

亚伯拉罕印证其信仰

    亚伯拉罕对神给他的应许，没有任何踌躇或不信。相反
地，他更有信心地极力说服人来相信神的大能，成就神的应
许，并将一切荣耀归给神。这就是亚伯拉罕能在神面前称义
的原故。

    亚伯拉罕遵行神的吩咐，离开亲朋好友，到了陌生的地
方。在那儿他没有寸土，也没有半子。但是他仍然完全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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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神给他的应许——他将成为多国之父，有多民由他而出，
他也要成为信心之父。

    于是亚伯拉罕带了一些人与他同行，包括他的妻子、侄
子罗得，他也带了一些器具，驻扎营地用的帐篷和牲畜。

    神多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与他谈话，神也让他在学习中
得到许多教训。呼召使亚伯拉罕长期在各处奔波。神也用各
种艰难和试验，来磨练他的心志、教导他、预备他，使他能
真正的成为信心之父。

    由于神的赐福，亚伯拉罕和他侄子罗得的牛群、羊群不
断地增多，以致地方容纳不下，水源也不够，而造成双方牧
者的相争。

    亚伯拉罕是爱好和平、富有同情心的人，他告诉罗得说：
我们不要相争，遍地都是我们的，让我们分开吧。你先选一
边，然后我选另一边。

    亚伯拉罕是长者，有权先选较好的土地和水源，然而他
让罗得先选。因为亚伯拉罕知道神会引导、保护他。他不依
靠自己的选择，不以自己的方式做事，凡事相信神。

    罗得则不同，他相信自己的选择，不去寻求神的旨意。
他不喜欢亚伯拉罕的有礼。他贪婪，想要所有好事都归他，
因此他选择了约旦河岸的平原——那美丽滋润之地，那里的
城市很激励和诱惑罗得的心。

    罗得的选择是基于人的自私和骄傲。这使他更加远离神。
那些城邑充满了罪恶，神在后来便将城灭亡了。罗得的家人
四散各地，有些死了，有些则遭逢困苦。

    在一般人的眼里，亚伯拉罕所在的迦南高地是块不起眼
的地方。亚伯拉罕坚信神会将最好的赐给他。神对亚伯拉罕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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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
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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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
地赐给你。”

    在高地，亚伯拉罕凭信心而行，以至得见神对人类的计
划，他因信称义，蒙神祝福。

习题
7. 从下列的选项中，选出将信心付诸行动的例子。
  1）亚伯拉罕相信神会给他一个儿子。
  2）亚伯拉罕远走他乡是因为神要他去。
  3）挪亚相信洪水要来。
  4）挪亚建方舟。
  5）亚伯拉罕相信神会供给他最好的，所以他将选地的权利

给了罗得。

8. 向神祷告，神会赐给你信心来相信祂的应许，并完全地顺
服祂的旨意：

   主啊，你充满了慈爱与怜悯，永远地赞美你。当你呼召
亚伯拉罕时，愿你也乐意地来呼召我，你知道什么是对我最
好的，求你用生命和真理来带领我。奉主的名祷告祈求，阿
们！

亚伯拉罕把所有的奉献给神

    亚伯拉罕不断操练信心，在多处蒙福。同时，神也给他
许多独特的机会，让他去操练他的信心。无论在何种情况，
亚伯拉罕一直把神当作最好的朋友，不断地与神交谈。他用
爱心去关怀别人，藉此来表明神的爱及关怀。并完全顺服神
的旨意，来表明他对神的爱。

    神一再地告诉亚伯拉罕，将有多国由他而出。当时亚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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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罕和妻子都已老迈，过了生育的年龄，他们多希望能有自
己的孩子呀！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他们几乎要放弃能有一个
孩子的希望。

    神藉着异象对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
你，我将这地赐你为业。”

    在那一天，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
此为他的义。

    神从未食言，祂知道如何教导亚伯拉罕，祂安排亚伯拉
罕经历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这对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最大的
考验！不单是针对亚伯拉罕信仰的考验，也是对人类一项极
大的教训。神用这个方法让我们明白神与人真正的关系。神
照着祂的应许，让亚伯拉罕得儿子，也因此亚伯拉罕的信心
得到了回报，他知道的确将有大国从他而出，众民必因他蒙
福。他挚爱他的儿子——这位将要成为众国的希望之子。

    虽然如此，神却又行了人所不能明了的奇事，祂要亚伯
拉罕将儿子献上：

    神呼叫他：“亚伯拉罕！”他回应：“我在这里。”神说：“带
着你所爱的儿子，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亚伯拉罕坚强的信心使他立刻遵行神的指示，他的行为
再次印证了他的信心。

    次日清晨，亚伯拉罕带着儿子和两个仆人及劈好的燔祭
用的木柴，手里拿着刀起身了。只有神的权能，才能使一个
慈父做出此事，亚伯拉罕深知神的计划，无论对他或人类而
言，都是最好的。

    到了山上，亚伯拉罕把柴放在儿子的背上，二人同行至
献燔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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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说：“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 亚伯
拉罕说：“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当亚伯拉罕说这句话
时，也等于向所有人类道出了这项大真理。“神必自己预备作
燔祭的羊羔。”儿子也是顺服的，满有信心，不再多言。

    亚伯拉罕筑好祭坛，架好木柴后，将儿子捆绑放在祭坛
的柴堆上，然后伸手拿刀要杀他，你能想象此种情景吗？儿
子感受到残忍的束缚，不久他的鲜血将代替燔祭。亚伯拉罕
低头望着儿子，心如刀绞，但他要顺服神的旨意，于是手中
的刀开始落下来。

    就在这时候，有声音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
拉罕！你不可伤害你的儿子，我知道你没有把他留下不给我。”

    稍后，亚伯拉罕看见一只公羊被小树枝拌住，便将之拿
来当做燔祭。神果真应验了亚伯拉罕所说的。亚伯拉罕解开
儿子，将公羊献在祭坛上，也将柴放在祭品身上，当那公羊
的血流下后，神的计划终于完成了。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
为“神必预备”，因为神预备了燔祭的祭品。

    为什么神在亚伯拉罕已经充分地显示对祂的信心之后，
仍要行这项燔祭的礼呢？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不仅是在
试探亚伯拉罕的信心，这幅美丽的图画更预表有一天，神会
为人类预备一个能将我们从审判的恶势力拯救出来的救赎，
也证明了神在执行其旨意时对人类的恩慈。

习题
9. 填充题
1）当亚伯拉罕的        ，他觉得他的信心有回报。
2）神应许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会生出            。
3）然后，神告诉亚伯拉罕                 。
4）亚伯拉罕顺服神的              。
5）神提供了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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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课开始时，你曾读到这句话：“你可以绝对的肯定自
己与神的关系。” 这句话是真理，因为神从不改变。神爱人
类，人是所有被造物中最重要的，神要人们像亚伯拉罕一样
和祂建立关系。亚伯拉罕重视与神的关系，有两个重大的理
由：

1  因为神关心所有祂造的人，在祂的心意里要和人沟
通。

2  因为亚伯拉罕明白跟随神要有完全的信心、顺服和
爱心的道理。

    你可能对周遭感到沮丧，焦虑和不安，比当初亚伯拉罕
听见神呼叫时更焦虑，你既然是神所造的，神必然引导你过
着信心的新生活。有两个实际可行的方法：首先，你诚心的
祈求，让神使你真明白他的真道；然后你再不断考察神的话
语。在下一课你将会学到如何为你的生命得指引。

习题
10. 读下列祷告文，若要使这段祷告更切身，就大声地再读
一遍，然后在下方签上你的名字。

                     祷告

    神啊！充满慈爱和怜悯，世界的主与灵魂的主。永远的
赞美你的名，因为我祷告乃奉你的名。你呼召先知亚伯拉罕，
愿你也乐意地来呼召我，来做你的事工。我把我的生命交托
给你，并求你来伴随我、保护我，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对我的
灵最好的。用生命和真理来指导我，这样我可以与你有更深
的关系。让我踏上天路之旅，并带领我更认识你对我生命的
关怀。阿们！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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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5. 因为他们崇拜偶像，为了不受罪的影响，更好地带领神的
子民。

1. 2）神称亚伯拉罕为祂的朋友。

  3）神渴望他们敬拜祂。

  4）祂跟他们同享权利和义务。

6. 1）呼召    2）亚伯拉罕，其他人   3）相信，行动

2. 他们软弱。

7. 2）亚伯拉罕远走他乡是因为神要他去。

  4）挪亚建方舟。

  5）亚伯拉罕相信神会供给他最好的，所以他让罗得先选择
土地。

3. 他们需要敬拜，但他们拒绝真神。

8. 重复祷告文。

4. 祂呼召亚伯拉罕，祂计划藉由人类来动工。

9. 1）儿子出生了。  2）一个伟大的民族。

  3）把他的儿子献祭。4）指示。

  5）献祭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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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测验

综合题
1. 你是否仔细阅读过第二课呢？
2. 你是否完成本课所有习题？
3. 你有没有核对过习题答案？
4. 你有没有复习本课的目标以知道是否你已达到他们建议

的？
5. 在做本课测验前，你是否复习呢？

选择题

6. 在神的创造中，祂选择藉由什么来工作？
1）指示和律法
2）属灵的中保
3）人

7. 你心中如果有一种想要更了解神的需要和欲望，那是呼召
的一种，表示神对你的关心。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你的回
应是
1）离开家，抛弃朋友，远走他乡。
2）待在原地，并且试着改变你朋友的一些传统。
3）相信唯一的真神，接受祂切身的应许，并以行动表示顺

服祂。

8. 亚伯拉罕展现他的信心是藉由
1）接受孤独的放牧生活。
2）相信并将神的指示付诸行动。
3）坚持自己的想法，使神的祝福产生。

9. 亚伯拉罕献上他儿子是一个信心和顺服的例子，这教导我
们

1）神预备了救恩的献祭。
2）我们也必须进行类似的行为去获得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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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得救我们必须找一个适合的献祭来代替罪。

10. 神关心人类，也就是祂所创造物中最伟大的杰作，神希
望所有人来
1）像亚伯拉罕一样，当一个先知。
2）像亚伯拉罕一样，与神有好的关系。
3）培养一些像亚伯拉罕般的好人格。

是非题

判断下列叙述的正误。
11. 神与人的关系显出人类对神很重要，因为祂与人一同分

享权利和义务。
12. 神允许亚伯拉罕的信心从自己的经验来培养，也就是说

他避免经历艰苦。
13. 亚伯拉罕展现他对神的信心，藉由展现他对其他人的爱

和完全遵守顺服神。
14. 神预备了替代品提醒我们，祂一直提供一个完美的代罪

献祭给我们，使我们远离审判的剑。

填空题
15. 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包括了 3 项要求和 3 个       。  
16. 亚伯拉罕以顺服回应神的指示，展现他的           。
17. 亚伯拉罕的儿子免于献祭，因为神已提供一个       。
18. 像亚伯拉罕一样，神希望人类与祂有          。  
19. 引导你信心的新生命有两个步骤：

1）你可以真诚地          ，并求神带你进入真理。
2）你可以继续学习神的仆人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