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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 24 日 

主日講台信息 

「以撒的信」 

╱陳民本長老 

 

經文：創世記二十六章 2-5 節 

耶和華向以撒顯現，說：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你寄居在這地，我必與你同在，賜福給你，因為我要將這些地都賜給你和

你的後裔。我必堅定我向你父亞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後裔，像

天上的星那樣多，又要將這些地都賜給你的後裔。並且地上萬國必因你的

後裔得福─都因亞伯拉罕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

法度。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創世記從十二章開始，講了四位人物。第一位，亞伯拉罕，他築了四

座壇。第二位，以撒，他（他的僕人）挖了四口井。第三，雅各，做了四

件跟石頭有關的事。約瑟，跟四個夢有關。都是「四」。 

當你想到以撒，第一個大概會想到，他有點傻傻呆呆的。他爸爸要殺

他為祭，他都一點不反抗。第二你會想到以撒真有福氣，娶了漂亮老婆。

第三，你會覺得以撒年紀大了還這麼貪吃，祝福都祝福錯了。這是我們一

般人的印象。 

我們一起禱告： 

天父，謝謝你賜下的話語。當以撒徬徨無助的時候，你跟他說話。當

我們徬徨無助的時候，你會對我們說話。我們沒有一個會失落，因為耶穌

曾經說，沒有人能從天父那裡把我們奪去。我們是你所愛的，是你重價買

贖回來的。我們把今天早上這段時間，等候在你面前，求主讓我們在你話

語中，被你得著，奉耶穌基督聖名，阿們！ 

 

神對我們說話 

今天這段經文有一個背景，在創世記二十六章 1 節：「在亞伯拉罕的日



 2 

子，那地有一次饑荒；這時又有饑荒，以撒就往基拉耳去，到非利士人的

王亞比米勒那裡。」 

創世記十二章講到亞伯拉罕在迦南地的時候，遇到了饑荒，他就往南

走，到了埃及。在埃及的時候，法老看上了他那年紀已經不小的老婆，撒

萊，想要把她搶過去。後來神做主，給他們生了病，才把撒萊還給亞伯拉

罕。 

當時因為有饑荒，他們往南走，碰到這樣的事。現在又有了饑荒，這

時候以撒住在「庇耳拉海萊」。應該唸「庇耳‧拉海‧萊」，意思就是「活

水泉」，有水的地方。 

當夏甲懷了孕，她看不起撒拉，被趕出去的時候，在這裡，神給他們

水喝（創十六）。當饑荒的時候，他要往南走，神對他說話。在這裡我們學

的第一個功課就是，神一定會對我們說話。 

人能說話，是跟動物最大的差別。人能說話，有語言，才有文字；有

了文字，才有文化。語言有強烈的排他性，我用我母親說的話來講話的時

候，就是用我母親說的話來思考！ 

神給我們語言能力，讓我們可以思考、溝通。神也會用語言來跟我們

溝通。所以我們在這裡看到，神和以撒說話。當以撒碰到困難，神主動跟

以撒說話。第 5 節說：「都因亞伯拉罕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

令、律例、法度。」因著亞伯拉罕的順服，神賜福給以撒。 

 

退到基拉耳谷 

我們看二十六章 24、25 節，也是神跟以撒說話。「當夜耶和華向他顯

現，說：我是你父親亞伯拉罕的神，不要懼怕！因為我與你同在，要賜福

給你，並要為我僕人亞伯拉罕的緣故，使你的後裔繁多。」神再次跟以撒

確定，要賜福給他。 

25 節：「以撒就在那裡築了一座壇，求告耶和華的名，並且支搭帳棚；

他的僕人便在那裡挖了一口井。」可是，沒說這井裡有出水。 

26 節：「亞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亞戶撒和他的軍長非各，從基拉耳來

見以撒。」這時候，以撒已經從基拉耳退到基拉耳谷。他在那裡耕種，神

賜福給他，使他一年收成百倍。他變得很很富有，就引起別人的嫉妒，人

家把他父親挖的井，用石頭填滿了。 

以撒只好退到基拉耳谷，再去挖井。他的僕人挖第一個井，叫「埃色」，

第二個井叫「西提拿」，第三個井叫做「利河伯」。在別是巴這裡挖了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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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井，因為前面的井都被他們搶走了，到了第三個井好一點，但是他們仍

然有點害怕，繼續退到別是巴。我想以撒這時候心裡仍然愁煩，神重申跟

他說過的賜福的話語。 

神永遠不會離開我們，以撒在各樣困難之中，神仍然對他說話。有些

解經學者認為，以撒可以看為基督的預表。他是父親的愛子，承受父親一

切的產業，藉著恩典，也不是藉著奴隸，甘願犧牲，順服至死，得著新婦。 

以撒所承受的恩典，許多是從他父親來的。舊約聖經常常可以看到「亞

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三個名字常常連在一起。為什麼沒有約瑟呢？

為什麼不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的神」呢？ 

因為，神親自對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說話，好像沒有直接跟約瑟說

話。在舊約聖經，「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這樣連起來的稱呼，出現了十

九次，在新約也出現了三次。 

 

庇耳拉海萊 

創世記二十五章 11 節，亞伯拉罕死了以後，神賜福給以撒，以撒住在

靠近庇耳拉海萊。庇耳拉海萊在這張圖的左下方。 

庇耳拉海萊，

東北方有別是巴、

基拉耳、基拉耳

谷，往北是「希伯

崙」，再往北走是

「耶路撒冷」。 

以撒住在庇耳

拉海萊，然後他要

往南走，神說，不

要往南走，往北

走，於是到了基拉

耳。 

以撒對基拉耳

非常熟悉，因為，

他在基拉耳出生。 

 

以撒的一生 



 4 

以撒是一個很平凡的人，我們都是平凡的人，沒什麼值得誇耀的。今

天只不過有一些工作託付在我們身上，有一些職位讓我們看起來很尊貴。

其實我們都很平凡，都是蒙恩的罪人。 

以撒一生也很平凡，都是託他老爸的福。產業是他爸爸給的，他在基

拉耳挖出來的那些井，也都是老爸挖的。連妻子利百加，都是爸爸的老僕

人以利以謝去幫他找來的。 

這樣的人，我們從他身上要學什麼功課？ 

以撒的一生，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他出生在基拉耳，在

別是巴長大。十五、六歲的時候，父親有一天跟他說：「走，我們到摩利亞

山上去。」摩利亞山在耶路撒冷。 

剛才我們看到，從別是巴往北走，先到希伯崙，再往北走，到耶路撒

冷，總共八十公里遠。以撒十五、六歲的時候，亞伯拉罕一百一十五歲。

我們中間的柯伯伯，超過一百歲了喔，我們下次來一個壯舉，體驗亞伯拉

罕獻以撒的路徑，請柯伯伯帶領我們，從台北走到新竹。八十公里，現在

的路還比較好走，那時候亞伯拉罕帶著以撒和僕人，往摩利亞山上走八十

公里。 

亞伯拉罕帶以撒到了摩利亞山，一個十五歲的男孩，一定是東跑西跑，

但是我相信以撒不是這樣，他跟在父親身邊，亦步亦趨，來到了摩利亞山。

他父親有沒有準備祭物？有！就是以撒。後來神悅納亞伯拉罕的獻祭，不

要以撒了，用一隻羊羔來代替。 

這件事情完了以後，他們回到別

是巴。後來，他又隨父親到了希伯崙，

三十七歲時，母親去世。他母親去世

的時候一百二十七歲。 

 

存心順服 

第一個階段裡面，以撒讓我們學

的功課就是「存心順服」。以撒是亞伯

拉罕老年蒙耶和華恩典所生的兒子，

以撒長大以後，神要試驗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就遵照神的指示，把以撒帶

到摩利亞山。 

從別是巴到耶路撒冷八十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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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小男孩，隨從父親往耶路撒冷（摩利亞山）。亞伯拉罕在摩利亞山築了

祭壇（這是亞伯拉罕所築的第四座祭壇，前面三座，自己去查）。 

他把木柴擺在祭壇上，然後綑綁以撒，把他放到木頭上，準備殺了他

來獻祭。天使攔阻了亞伯拉罕殺以撒，預備了一隻代替以撒的羔羊獻祭。

所以我們後人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創二十二 14）也就是「耶

和華以勒」。 

這幅畫是 Rembrandt 的「以撒的犧牲」。亞伯拉罕右手拿刀，左手掐住

以撒的脖子，以撒就乖乖的讓他在那邊用刀子殺下去。 

如果是我，我一定會爬起來，「老爸！你幹什麼？你頭殼壞去嗎？怎麼

把我殺了當祭物呢？」一個十五歲跟一百一十五歲的，哪個力量強？當然

十五歲的就爬起來跑掉了！ 

這位以撒，存心順服，以至於死。就躺在那裡，他爸爸手上的刀，被

天使撥開了，好美的一幅畫。以撒的順服，可以聯想耶穌對神的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在愛裡順服 

我內人今年年初檢查出肺腺癌，左肺有一個三公分，中間淋巴結有一

個三點八公分，是第三級，也不能開刀。醫生需要知道有沒有轉移，所以

在醫院裡面住了十一天，要了解癌細胞的情況。 

順服，是在愛的裡面才會有。我內人在神面前沒有怨言，我們通常會

埋怨：「神啊，我對你這麼好，你怎麼對我這樣呢？」她沒有埋怨，存心順

服。 

她後來可以吃標靶的藥，醫生說標靶藥要在餐前一小時或餐後兩小時

吃，最好的吃藥時間是十一點。我們就把時間設定好，十一點，她的手機

會響，我的手機會響，家裡的鬧鐘也會響。家裡的鬧鐘通常都走得比較快，

有一天我聽見鬧鐘響，就說：「欸！吃藥時間到了。」我內人說：「還有兩

分鐘。」她非常準時、順服，按照醫生的說法，十一點就十一點。順服，

是完全的遵照。 

你們在結婚的時候，在教會裡面讀經「做妻子的要順服丈夫」。順服是

愛的表現。做丈夫的要愛妻子，同樣的，也要順服妻子，這叫彼此順服、

彼此相愛。在愛裡面，才會順服；在愛裡面，才有順服。 

耶穌不單愛神，更愛我們，為我們來到世上，為我們的罪釘死在十字

架上。所以他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二 8）主耶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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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愛傳給了我們，我們才有他的愛。這次在我內人的生病裡面，我看到

了弟兄姊妹的愛，弟兄姊妹們用關心、愛心扶持我們，當我們在走這樣的

一條路，雖然辛苦，內心卻不苦，因為有許多的陪伴。 

以撒一生的第二個階段，從庇耳拉海萊回到南地，四十歲娶了利百加，

六十歲生以掃和雅各，七十五歲的時候，在希伯崙埋葬他父親，然後就回

到庇耳拉海萊，住在那附近。饑荒的時候，逃到基拉耳。 

以撒人生的第二個階段，讓我們學的功課是耐心等候。你要有信心，

才會耐心等候──神的應許，必會兌現；神的話語，必定實現。神賜福給

以撒的後裔，到現在都沒有孩子，還有後裔喔？以撒結婚二十年，不知道

為什麼，利百加沒有生。這時候以撒才來祈求神，神就使利百加懷孕，生

了以掃和雅各。 

 

蒙福的一生 

我們常常聽到一些錯誤的教導。有一個錯誤教導說，人只要愛神就會

蒙福，一生如意，一帆風順，凡事順利，身體健康。 

我們中間有很多愛神的，身體並不見得健康，以我內人來說，我覺得

她是絕對愛神的，可是得了肺腺癌。當我內人吃了標靶藥，身上長了很多

紅疹，又痛又癢，我很心疼，不知道怎麼幫助她。她說：「沒關係，我比約

伯好一點，約伯從頭到腳都長了膿瘡。」哇，她拿約伯來做比較！ 

她對神有信心，所以有盼望；她對神有信心，所以耐心等候。不要以

為人愛神就會一帆風順，身體健康。 

另一個錯誤的教導，「人若有前項所列舉的一切，就證明他蒙福，為神

所寵愛。」如果你一生順利，身體健康，就是神愛你。你不健康，神就不

愛你嗎？你從高的位子下來，神就不愛你嗎？ 

神愛我們，祂讓耶穌基督來到世上，為我們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就

是要讓我們認識祂，把我們的罪認識清楚，認識這位愛我們的神。我們的

出生，在神的旨意中，死亡，也在神的旨意中。 

我們存活的時候，如果不認識神，多麼可惜！所以神讓我們在還活著

的時候，為自己的罪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基督，使我們的罪得赦免。我們

認識神以後，身上就發出光來。當我們結束世上的生命，不過是回家，回

到神那裡去。這樣的一生，才叫做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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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等候 

我們在世上生活，一定會遇到許多不如意的事。哪有人一輩子沒生過

病？但是我們要記得，神與我們同在，面對痛苦的時候，要禱告，「你們要

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彼前五 7）神必聽祈禱，但神

不一定按我們所求的去做。神有自己的旨意，即使按我們所求的去做，也

不一定按照我們的時間去做，神有祂的時間表。 

以撒等了二十年，才等到孩子。祈禱加上耐心等候，是面對痛苦和困

難的「妙法」。最好的方法，就是到神面前禱告，然後等候。神聽你的禱告！

即使你心中默默禱告，神都垂聽。但是要加上耐心等候。 

人的心都很急，巴不得一禱告馬上成全。但是神有神的時間，神有神

的旨意。我們向神禱告的時候，要注意兩點：第一，我們要省察，我們想

要的是否符合神的旨意，真有這個需要嗎？第二，我們要學習忍耐，就算

我們想要的符合神的旨意，也不一定馬上得到，因為神有祂的時間表。 

神的祝福，不是只在乎我們有什麼優點，就算平凡軟弱的人，也可蒙

揀選。你還覺得你自己是了不起、不平凡嗎？不！我們不過是平凡、蒙恩

的罪人。 

 

神的應許 

我們要抓住神的應許。神的應許從不落空，神在二十六章兩次提到「我

必與你同在」。有神的同在，就可以面對任何的困難。我們若真心相信並接

受神的應許，就會變得剛強壯膽，不會再像從前一樣充滿害怕。 

為什麼會害怕？因為不明白神的應許、沒有抓住神的應許。亞伯拉罕

和以撒順從神，按神的吩咐而行。以撒順服神，停在基拉耳。所以，最有

效的教導方法，就是以身作則，身教重於言教。 

亞伯拉罕在基拉耳曾經說過謊，說他的太太是妹妹；以撒遇到荒年，

也帶著利百加到基拉耳去。利百加容貌俊美，以撒怕當地的人為了想佔有

利百加而殺害他，所以不敢說他們是夫婦，謊稱利百加是妹妹。 

同樣的事情，在他父親身上發生，他身上也發生了。你在你孩子身上，

看到了一些你不喜歡的行為，別忘了！從你身上學的！身教，重於言教。 

當地非利士領袖發現他們是夫妻關係，就責備以撒，不應該撒謊，而

且下令保護他們。以撒在那裡耕地，收成很好，成了富戶，非利士人嫉妒

他，他們就從基拉耳遷到基拉耳谷。但是，他們遷到基拉耳谷的時候，又

發生了許多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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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一生的第三個階段，從基拉耳挖井開始，他們把亞伯拉罕挖的井

都拿走了，第一個挖的井是「埃色」，埃色他們又搶，所以埃色意思是爭鬧、

爭執。然後他們挖第二個井「西提拿」，但是他們又來跟他敵對，所以西提

拿意思是敵對。再挖第三口井，叫做「利河伯」，終於不再跟他們搶了，利

河伯代表寬闊。 

但是，他心中仍然害怕，繼續往東走，走到別是巴。在別是巴，神跟

以撒說話，所以以撒築了一座壇。後來亞比米勒跑來了，他真是覺得這個

以撒身上充滿神的祝福，所以要跟他立約。這時候，神就跟以撒說話。以

撒明白這是神的旨意，後來，他為以掃和雅各祝福。 

 

以撒有缺點 

以撒有沒有缺點？有！他跟他老爸一樣，喜歡撒謊。說謊話是我們的

天性，我們很容易就會說謊。若不是神的恩典、若不是聖靈在你身上的管

教，我們仍然是個說謊的人。 

亞伯拉罕有信心、以撒有信心，他們仍然說謊，因為心中害怕，讓我

們說出謊話來。以撒有缺點，年紀大了還想吃什麼野味，「唉呀，老大以掃，

來來來！我想吃點野味，幫我去打個獵回來吃吧。」沒想到被他老婆聽到

了，那還得了？不就祝福以掃了嗎？於是媽媽出了餿主意，我們很多時候

在家中，都是彼此出餿主意，互相殘害。 

更妙的是，當雅各端來羊肉給以撒吃，他摸了半天，以為是以掃，就

為他祝福。結果就把所有福氣通通給了雅各，一點都沒有留給以掃。因為

他以為雅各是以掃，通通祝光了就沒囉，他根本沒有想到雅各。 

這種老爸，真是偏心。父親偏心哥哥這種事情不太多，父親通常會跟

哥哥有衝突，但就是因為他貪吃，所以跟以掃關係不錯。但是也沒有好到

這種程度吧，你不能一祝福，弟弟連一點都分不到。 

當以掃回來了，找他父親祝福，啊？祝錯了？什麼都沒得給你了。有

時候我在想，以撒把雅各當以掃，祝福完了，以掃回來能不能再祝福？神

的福會因為你祝了就沒有了，再祝另外一個就祝不出來了？神的福會這樣

嗎？好像舀水，水舀光了，只能拿個空盆子給另外一個人。 

求主憐憫，我們對神真是不夠認識，以撒對神不夠認識。因為這件事

情，雅各就只好去巴旦亞蘭，到哈蘭去，然後娶了拉結。到了創世記三十

五章，以撒在希伯崙再見到雅各，死了以後葬在麥比拉洞，享年一百八十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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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神同在 

24 節：「當夜耶和華向他顯現，說：我是你父親亞伯拉罕的神，不要

懼怕！因為我與你同在，要賜福給你，並要為我僕人亞伯拉罕的緣故，使

你的後裔繁多。」 

神說，因為我與你同在，所以你不要害怕。以撒心中有很多的怕，他

怕非利士人搶他的財產，怕非利士人把他的井搶光了，他怕，因為對神沒

有信心，對神的盼望不夠。神跟他說，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所以

以撒就在那裡築了一座壇，求告耶和華的名，並且支搭帳棚；他的僕人便

在那裡挖了一口井（創二十六 25）。 

這口井出水了嗎？還沒。到後面他們立約以後，別是巴那口井才出水。

別是巴那邊的水是在岩石的下一層，所以要穿過五公尺厚的岩石，到下面

才會挖到水。當以撒在別是巴挖井，可能沒有水，心中害怕，但是神跟他

說不要害怕。 

「相信神同在」是對付懼怕最好的方法，所以全本聖經有一百次提到

神對人說「不要怕，因為我和你同在。」以賽亞書四十一章 10 節：「你不

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神現在有沒有跟你同在？回家的時候有沒有

同在？在路上走有沒有同在？那怎麼會碰到車禍呢？很多時候，我們會遇

到各樣的事情，都在神的旨意中。不要害怕，神與你同在。 

最近，我跟內人參加了一個追思禮拜，快結束的時候，內人跟我說：「將

來我要唱的第一首詩，是讚美二百九十二首，第二首是二○四首，讀經是

詩篇十六篇，欸，講道不要太長。」她心中對死亡沒有任何害怕，反而把

事情先交代清楚──你這個當老公的要記得喔，我要唱什麼詩歌，不要弄

錯了。所以我特別把它寫下來。 

心中沒有害怕！因為對神有盼望、對神有信心。我們結束了在世上的

生命，只不過是回家，回到神那裡去，有什麼可以害怕呢？門徒害怕是因

為主耶穌沒有和他們在一起，主耶穌一出現，他們就放心、就不害怕。 

經歷神的同在，藉此對付懼怕。我們怎樣經歷神的同在呢？看不見神，

摸不著祂，甚至許多時候想聽祂的說話你都聽不見，因為你根本就不渴慕

祂。你不渴慕祂，怎會聽得見祂？怎會看得見祂？怎會摸得著祂呢？多馬

不相信耶穌會活過來，耶穌為他顯現。神愛我們，只要你心裡渴慕神，祂

就會對你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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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的信 

希伯來書十一章 20 節：「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

祝福。」希伯來書記載以撒信心的見證，提到他被獻祭，還有他為兩個兒

子祝福，其他事情都沒有提。在以撒的祝福裡面，他所想的祝福，和祝福

結果的那個人身上，並不符合。他祝福的時候，心裡想的是以掃，結果祝

福的是雅各。 

你會犯錯，神不會犯錯。我們即使犯了錯，神會用我們的錯去成就祂

的旨意。很多人沒有辦法接受這種事情，錯就錯了，哪有什麼成就神的旨

意？弟兄姊妹，我們要有那樣的信心，當我們犯錯的時候，神仍然掌權。 

因此，當我們的人生遭遇崎嶇驚險，我們如何謙讓、不與人計較…等

等這些好處，如果不是為遵行神的旨意、順服神的安排、專心倚靠神的能

力和同在去度過的話，都是不值得記載的！ 

地上物質的財富、父母的寵愛，都不是真實的福分，這些只會招來他

人的貪婪和嫉妒，當別人注意你的財富和你享受的寵愛，你必遭受嫉妒、

攻擊、破壞、搶劫等的災難。 

世上的身分地位和權勢，只是一種責任和使命，必須有神所賜的智慧，

善加運用，單單要討神的喜悅和稱讚。否則，身分、地位和權勢，將是罪

惡的網羅和陷阱。神對我們一生的旨意，就要盡心盡力去傳遞生命之道，

叫人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 

 

當學的功課 

因此，我們要學的功課，第一：神的福是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的。祝

福完了這個，還可以祝福那個。我們要有那樣的信心。第二：若是能行，

應追求與眾人和睦，儘量保持和平的關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

們必稱為神的兒子。」（太五 9）當別人不願意我們和睦，我們要按聖經原

則去面對應付，有智慧採取適切的行動。 

第三：「以撒的神」意思是「神是平凡人的神」。我們都是很平凡的人，

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以撒雖然不是一個強人，但是敵人卻因為他的神怕

他。我們今天不需要讓人怕我們，但是我們有神的同在，就不需要懼怕。 

神是信實守約的神，神與人立了約，必守約到底。「以撒的神」是信實、

守約、賞賜人的神。所以，你要存心順服，耐心等候，不要害怕，因為祂

是我們的神。 

我們的好處，不在祂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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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禱告： 

天父，謝謝你，雖然我們不配、軟弱，但是我們真是要像保羅所說的，

在哪裡軟弱，就在哪裡剛強了。你是我們的主，我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幫助我們學習存心順服，忍耐等候，幫助我們不再懼怕，因為你永遠與我

們同在。奉耶穌基督聖名，阿們！ 

（林玉茵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