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的義與人的信

第15~19章的神學探討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以此為他的義.”
“耶和華聽見她的苦情. 夏甲就稱那對她說話

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神.”



15這事以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話對亞
伯蘭說：亞伯蘭，你不要懼怕！我是你
的盾牌，必大大的賞賜你。2亞伯蘭說：
主耶和華阿，我既無子，你還賜我甚麼
呢？並且要承受我家業的是大馬色人以
利以謝。3亞伯蘭又說：你沒有給我兒子；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後嗣。4耶和
華又有話對他說：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
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為你的後嗣。5於
是領他走到外邊，說：你向天觀看，數
算眾星，能數得過來麼？又對他說：你
的後裔將要如此。6亞伯蘭信耶和華，耶
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7耶和華又對他說：我是耶和華，曾領你出
了迦勒底的吾珥，為要將這地賜你為業。
8亞伯蘭說：主耶和華阿，我怎能知道必得
這地為業呢？9他說：你為我取一隻三年的
母牛，一隻三年的母山羊，一隻三年的公
綿羊，一隻斑鳩，一隻雛鴿。10亞伯蘭就取
了這些來，每樣劈開，分成兩半，一半對
著一半地擺列，只有鳥沒有劈開。11有鷙鳥
下來，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亞伯蘭就把他
嚇飛了 12日頭正落的時候，亞伯蘭沉沉地睡
了；忽然有驚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13耶
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的確知道，你的後
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那
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



14並且他們所要服事的那國，我要懲罰，
後來他們必帶著許多財物從那裡出來。
15但你要享大壽數，平平安安地歸到你列
祖那裡，被人埋葬。16到了第四代，他們
必回到此地，因為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
有滿盈。17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煙的爐並
燒著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18當那日，
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說：我已賜給你
的後裔，從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
19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
20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21亞摩利
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Q: 為何亞伯蘭被神稱為義?

創世記 1:1-6

舊約中義的觀念:
1. 指與神的關係(創38:26)
2. 指屬於神,為神所愛的人(創

18:25)
3. 並活在神面前(加3:11-14;

太22:32)

舊約中信的觀念:
1. 對神的話聽而遵行(15:5; 

17:23)
2. 神必賜福給信祂的人

(15:1,7)
3. 神立約或起誓表明祂的名信

實(15:8-18)

新約中的提醒:
• 加 3:6-14
• 雅各 2:21-26



16: 7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書珥路上的水泉旁
遇見他，8對他說：撒萊的使女夏甲，你從
那裡來？要往那裡去？夏甲說：我從我的
主母撒萊面前逃出來。9耶和華的使者對他
說：你回到你主母那裡，服在他手下；10又
說：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甚至不可
勝數；11並說：你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
可以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因為耶和華聽
見了你的苦情。 ( 以實瑪利就是神聽見的意
思 )12他為人必像野驢。他的手要攻打人，
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眾弟兄的東
邊。13夏甲就稱那對他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
人的神。因而說：在這裡我也看見那看顧
我的麼？



Q: 為何神被稱為看顧人的神?

創世記 16:1-6

夏甲與撒萊:
1. 輕看與咒詛同一字(16:4,5)
2. 輕看亞伯蘭的人,神要咒詛他/她

(12:3) 服,苦待, 苦情,皆同一字
(16:6,9,11)

神要夏甲順服:
1. 順服(自己降卑)即蒙福(16:9,10)

神聽見人的苦情:
1. 以實馬利就是神聽見(16:11;17:20)
2. 艾羅以就是看見的神(16:13)
3. 庇耳拉海萊即那看見,活者的井

(16:14)
4. 以實馬利被合法化(16:15,16)
5. 神的排他與包容,應許與延伸

新約中的提醒:
• 加 4:21-31



17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
顯現，對他說：我是全能的神。你當在我
面前作完全人，2我就與你立約，使你的後
裔極其繁多。3亞伯蘭俯伏在地；神又對他
說：4我與你立約：你要作多國的父。5從此
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
罕，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6我必使你
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
你而出。7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
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
裔的神。8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
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
也必作他們的神。



Q:   神為何與亞伯蘭立約?!

創世記 17:1-8

立約的禮儀與憑證:
1. 切開的祭牲(15章)
2. 男人身上的割禮(17章)即刻去行
3. 神宣告祂的屬性(17:1)
4. 受約者應履行的責任(17:1)
5. 受約者對神的敬畏(17:2)
6. 重申後裔與土地與國度的應許
7. 賜新名,新身份(多國之父17:5)
8. 約的超越時空永恆性(17:7,8)

割禮的意義:
1. 與後裔及性的純潔有關(Philo)
2. 預表心裡割禮(申10:16-17;30:6-7)
3. 割禮涵蓋凡亞伯拉罕家中的人

(17:23),神的約擴大至外邦人

新約中的割禮:
1. 應許及承受產業

的子孫(加3:5-9, 
28,29)

2. 真割禮(加6:15)



18: 20耶和華說：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甚
重，聲聞於我。21我現在要下去，察看他們
所行的，果然盡像那達到我耳中的聲音一
樣麼？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22二人轉身
離開那裡，向所多瑪去；但亞伯拉罕仍舊
站在耶和華面前。23亞伯拉罕近前來，說：
無論善惡，你都要剿滅麼？24假若那城裡有
五十個義人，你還剿滅那地方麼？不為城
裡這五十個義人饒恕其中的人麼？25將義人
與惡人同殺，將義人與惡人一樣看待，這
斷不是你所行的。審判全地的主豈不行公
義麼？26耶和華說：我若在所多瑪城裡見有
五十個義人，我就為他們的緣故饒恕那地
方的眾人。



19: 23羅得到了瑣珥，日頭已經出來了。24當
時，耶和華將硫磺與火從天上耶和華那裡
降與所多瑪和蛾摩拉，25把那些城和全平
原，並城裡所有的居民，連地上生長的，
都毀滅了。26羅得的妻子在後邊回頭一看，
就變成了一根鹽柱。27亞伯拉罕清早起來，
到了他從前站在耶和華面前的地方，28向所
多瑪和蛾摩拉與平原的全地觀看，不料，
那地方煙氣上騰，如同燒窯一般。29當神毀
滅平原諸城的時候，他記念亞伯拉罕，正
在傾覆羅得所住之城的時候，就打發羅得
從傾覆之中出來。



Q: 為何神要毀滅所多瑪蛾摩拉?

創世記 19:23-29

神對罪惡的處理:
1. 神先聽到人的罪聲極大
2. 在神驗面前罪大惡極
3. 神下去查看(13:3)

亞伯的代求:
1. 抓住神的屬性(18:25;出32:7-14)
2. 審判者與公義同字根
3. 也抓住神的憐憫代求(45=50-5)
4. 所多瑪的全面敗壞與欺壓弱者,與

靈性的盲目(19:11)

羅得的敗壞:
1. 企圖犧牲女兒(19:7-8)
2. 對神命令托延及打折扣(19:15,20)

羅得結局的提醒:
• 漸漸挪移帳篷(13:12)
• (19:14)女婿不信
• (19:26)妻子半信
• 禍遺子孫(民25:1-8;

王下3:26,27)摩押與
亞們人



以撒名字的意義就是嘻笑

事 件 意 義

1 亞伯拉罕的嘻笑 (17:7)

2 以撒的名字 (17:19)

3 撒拉的嘻笑 (18:12)

4 羅得女婿的嘻笑 (19:14)

5 撒拉說神使她嘻笑 (21:6)

6 夏甲與她兒子的嘻笑 (21:9)

7 以撒與利百加的嘻笑 (26:8)



問題思考與反省

1. 在創十七章神給了亞伯拉罕新名字與新身份, 但他的思想

仍局限在________範圍(17:17),可見信心需要鍛鍊才能超

越. 同樣, 基督徒有了新名與新身份,但有時仍生命軟弱,對

此你對此有何反省?(啟2:17)

2. 你比較認同撒萊或夏甲?請舉二個例子說明.

3. 聖經上說: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如何應用在你身上?請舉

一例(18:14).

4. 你在那方面像羅得?那方面不像羅得?

5. 我們可否像亞伯拉罕一樣,向神討價還價?如何可以,你的

理由(聖經根據)是什麼?



➢舊約中的公平公義觀念與緣由：出19:5-6，利未

記的聖潔觀，出～申：約、律法、祭儀的製定，

是為要建造一個屬神百姓的團體、一個追求神聖

潔屬性中公平公義質地的社會架構和機制。上述

「公平」與「公義」二詞大量被使用並貫穿舊約

先知書。它們會分開使用；但，當它們成雙 (a 

word pair) 使用時，形成一個非常重要的「重名

辭彙」(hendiadys) 以強調神約中神聖團體應該

有的正確社會秩序。賽5:7b 他指望的是公平，誰

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義，誰知倒有冤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