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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亞伯拉罕之約（2） 
Matthew- The Abrahamic Covenant (2) 

太 1:1; 創 15:1-21︔；來 11:8-10 

 

唐興  
9/11/2016 

前⾔言： 

我們上⼀一次談到： 

⾺馬太福⾳音 1:1 節可以看為是整個新約的「歷史序⾔言」。︒這個歷史的序⾔言，是聖約的

開頭⽤用語，講到⽴立約雙⽅方之前的交往歷史和關係（如同結婚證婚時會提到婚姻雙⽅方

之前的交往歷史）。︒因此，⾺馬太 1:1 促使我們回到救贖歷史中的三個聖約：亞伯拉

罕之約、︑摩西之約、︑⼤大衛之約。︒我們以後會看到：⾺馬太福⾳音的耶穌的家譜就是以這

三個聖約為其分段和安排的主軸。︒ 

 

然後，我們談到三個解讀亞伯拉罕之約的原則： 

第⼀一，亞伯拉罕之約的設⽴立者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彌賽亞。︒顯現的耶和華，從創 3:15

節就開始執⾏行恩典之約，亞伯拉罕之約乃是為了要成就恩典之約⽽而設⽴立的。︒只有⼀一

個恩典之約，神藉著中保耶穌基督執⾏行實踐此約。︒挪亞之約、︑亞伯拉罕之約、︑摩西

之約、︑⼤大衛之約都是為了要完成恩典之約⽽而設⽴立的。︒ 

 

第⼆二，亞伯拉罕之約其實是⼀一系列漸進發展成形的啟⽰示（創 12、︑13、︑15、︑17、︑22）。︒ 

亞伯拉罕之約是與亞伯拉罕信⼼心的成長，和他成聖的過程有關的。︒是與亞伯拉罕的

⽣生活密切不可分開的。︒亞伯拉罕之約是神與祂的百姓交往的歷史。︒ 

 

第三，亞伯拉罕之約的「啟⽰示」實踐上具有不同層次的意義。︒它牽涉到「特殊啟⽰示」

也就是聖經成形的過程中，神啟⽰示的模式︔；亞伯拉罕個⼈人的救恩，就是恩典之約祝

福的施⾏行︔；⾏行為之約的制裁︔；以⾊色列國家民族的形成︔；新約，神終極國度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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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要依循三個原則來進入亞伯拉罕之約的經⽂文。︒我們會發現這⼀一段經⽂文在

告訴我們： 

 

中心思想： 

 

彌賽亞設⽴立啟動亞伯拉罕之約，並啟⽰示神國度多層⾯面的祝福 

 

創 15 章彌賽亞與亞伯拉罕⽴立約的經⽂文可以分為三段： 

01-07 節：講到亞伯拉罕之約的本質和層次。︒ 

08-16 節：講到亞伯拉罕之約的設⽴立和處置。︒ 

17-21 節：講到亞伯拉罕之約的⽣生效和啟動。︒ 

 

讓我們來看 1-7 節： 

A.  亞伯拉罕之約的層次和本質（創 15:1-7） 

第 1 節 

1. 耶和華在異象中對亞伯蘭說話 

藉著異象向神特別揀選作為啟⽰示的器⽫皿，是在特殊啟⽰示，就是聖經還沒有成形之前，

神的啟⽰示模式。︒神向特定的⼈人啟⽰示祂的救恩的計畫，這個啟⽰示的模式在聖經成形之

後，就不再重複。︒所有關於⽣生命和敬虔的道理都包括在內。︒後來的教會歷史也沒有

記載神繼續向祂的百姓顯現啟⽰示真理。︒ 

 

2. 亞伯蘭，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 [ָמֵגן] 

雖然成功打敗四王救回羅德和家⼈人財寶，但是也可能招致其他⼈人的敵視，他⼀一次的

得勝，並不表⽰示威脅危險的解除。︒所以神安慰他。︒也許是神要從前⾯面得勝的經歷， 

這是恩典之約個⼈人救恩層⾯面的施⾏行，神藉著福⾳音的應許，安慰和應許保守：我是你

的盾牌。︒詩篇第 3 篇，告訴我們⼤大衛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的禱告，也⽤用到「祂是

我的盾牌」（詩 3:4︔；84:12-13︔；箴 30:5︔；115:9-11︔；撒下 2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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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必⼤大⼤大地「賞賜」你[ָׂשָכר] 

賞賜，是⼀一種帶有軍事意味的⽤用語（結 29:9） 

 

第 2－3 節 

 

4. 主耶和華。︒這是⼀一個⽤用在祈求禱告時的「套語」（18:3，27，30-21︔；19:18︔；20:4）

在創世記亞伯拉罕之外沒有⽤用到這樣的語⾔言。︒可以理解為：莊嚴的多數（a 

plural of majesty）  

5. ⼤大⾺馬⼠士⾰革⼈人以利以謝 [ֶזר ֶׂשק ֱאִליֶעֽ י ֖הּוא ַּדֶּמ֥  [ּוֶבן־ֶמֶׁ֣שק ֵּביִת֔

這是亞伯蘭的抱怨：他如果沒有兒⼦子，以利以謝就會被⽴立嗣承受產業。︒這裡的「家

業」在申命記中是指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為業。︒ 

 

第 4－5 節 

6. 「 後裔如眾星」的應許（22:17︔；26:4︔；27:9︔；申 1:10） 

第 6 節 

7. 亞伯蘭信[ן  ︒。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算為他的義」[ְוֶהֱאִמ֖

ה] ָה ּל֖( ְצָדָקֽ יהָו֑ה ַוַּיְחְׁשֶב֥ ן ַּבֽ  [ְוֶהֱאִמ֖

信，是對神的啟⽰示⼀一種正確的回應。︒「算為義」是⼀一種法庭的⽤用語（利 7:18）。︒ 

這裡講到亞伯拉罕領受了恩典之約的祝福，這個祝福是屬天的祝福，不同於與迦南

地有關的屬地的祝福。︒迦南地是屬天祝福的⼀一個象徵。︒這裡講到的是亞伯拉罕個⼈人

的救恩，與以⾊色列國家民族地上的祝福具有不同層次的意義。︒ 

 

第 7 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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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我們都知道這是⽴立約的開頭的「歷史序⾔言」，前⾯面所說的是約所應許的內容。︒ 

我們可以看到約的內容包括了「⼟土地和後裔」的應許。︒這個應許有兩個層次：屬地

的層次，和屬天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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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雙重的身分和地位 

a. 以⾊色列⼈人的先祖－外⾯面受割禮的猶太⼈人－屬地的祝福 

⾸首先，我們可以從亞伯拉罕的雙重身分和地位看到這個事實。︒亞伯拉罕具有雙重的

身分和地位：他是所有猶太⼈人的祖先。︒⾺馬太福⾳音的耶穌基督家譜就是在證明，耶穌

是亞伯拉罕的的後裔，正統的猶太⼈人。︒ 

約 8:3739  

耶穌對那些要殺祂的猶太說，他們若是亞伯拉罕的兒子，就必行亞伯拉罕所行的事。

他們不明白耶穌的話，就是不能聽耶穌的道，因為他們的父是魔鬼。 

37 我知道你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你們卻想要殺我，因為你們心裏容不下我的

道。 

他們（猶太人）說：「我們的父就是亞伯拉罕。」耶穌說：「你們若是亞

伯拉罕的兒子，就必行亞伯拉罕所行的事。40 我將在上帝那裏所聽見

的真理告訴了你們，現在你們卻想要殺我，這不是亞伯拉罕所行的事。41 你們是

行你們父所行的事。」他們說：「我們不是從淫亂生的；我們只有一位父，就是

神。」42 耶穌說：「倘若神是你們的父，你們就必愛我；因為我本是出於神，也

是從神而來，並不是由著自己來，乃是他差我來。43 你們為甚麼不明白我的話

呢？無非是因你們不能聽我的道。44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 

 

羅 2:28-29 

28 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不是真猶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29 

惟有裏面作的，才是真猶太人；真割禮也是心裏的，在乎靈，不在乎儀文。

這人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乃是從上帝來的。 

 

保羅在歌羅西書 2:11 節告訴我們，真割禮是天然本性受割禮，脫去本性上的慾望。︒

⽽而且這是基督的⼯工作。︒「真割禮」是屬天的祝福，講到成聖。︒「⾁肉體的割禮」是舊

約以⾊色列國外在的聖約記號。︒真割禮是屬天神國度的記號。︒ 

所以，我們看到：猶太⼈人中有兩種⼈人：屬⾁肉體的和屬靈的亞伯拉

罕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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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西 2:11 你們在他裏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肉

體（本性）情慾的割禮。12 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他一同

復活，都因信那叫他從死裏復活上帝的功用。13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 未受割禮

的肉體（本性） 中死了。 

 

b. 因信稱義者之⽗父－裡⾯面受割禮的－屬天的祝福（羅 4:13，16-22） 

羅 4:17-25 

保羅在羅馬書 4：23 章解釋神立亞伯拉罕作「多國之父」的意思是： 

23「算為他義」的這句話不是單為他寫的，24 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寫的，

就是我們這信上帝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人。25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

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加 3:6-9  

正如「亞伯拉罕信上帝，這就算為他的義」。7 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

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8 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

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9 可見那以

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 

 

結論：我們可以看到亞伯拉罕具有雙重身分：他是以⾊色列⼈人/猶太⼈人的⽗父︔；也是所

有因信稱義者之⽗父。︒⼀一個是屬地、︑屬⾁肉體的身分。︒⼀一個是屬天、︑屬靈的身分。︒ 

 

這樣，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亞伯拉罕之約的祝福，也有兩個層次：屬地的和屬天的。︒ 

 

2.  雙重的應許和祝福 

新約的希伯來書明⽩白的講到雙重的應許和祝福： 

來 8: 6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

美之應許立的。（參：來 8: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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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講到摩西之約和新約的對比。︒很明顯地，講到兩個不同的應許：摩西之約的屬

地的應許，和新約屬天的應許。︒整本希伯來書就是在說明這兩個約之間的不同。︒我

們知道神把以⾊色列⼈人從埃及帶出來是為了要實現亞伯拉罕之約的應許，⽽而摩西之約

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實現完成這個應許。︒ 所以，亞伯拉罕之約屬地的祝福包括： 

 

a.  屬地的祝福 

1) 應許的後裔：以⾊色列⼈人國家民族，所有(外⾯面)受割禮的猶太⼈人，包括因信稱義

的猶太⼈人。︒ 

2) 應許的⼟土地：迦南地，這個應許已經在舊約應驗了。︒ 

3) 以⾊色列國家：地上的耶路撒冷，也在舊約應驗了。︒聖殿的重建的⽬目的是為了⽣生

在律法之下的耶穌預備的，也預表了終極的歸回重建天上的耶路撒冷。︒  

4) 中保君王：⼤大衛是地上以⾊色列國的中保君王，預表耶穌基督是屬天的中保君王。︒ 

5) 摩西之約：以⾊色列國的神治政體是以摩西之約來統治管理的。︒摩西之約也是為

⽣生在律法之下的基督預備的，因為祂是真以⾊色列⼈人，不是要廢去律法，⽽而是要

成全律法。︒ 

6) 祝福：與迦南地有關的祝福。︒ 

 

b. 屬天的祝福 

1)  應許的後裔：因信稱義者與他們的兒女 

羅 4:22  

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23 「算為他義」的這句話不是單為他寫的，24 也是為

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寫的，就是我們這信上帝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人。

25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2)  應許⼟土地：是啟⽰示錄的「新天新地」 

啟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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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2 我又

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

丈夫。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

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上帝。 

 

3)  神的國度：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城 

來 11:8-12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

還不知往哪裏去。︒9 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與那

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10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

上帝所經營所建造的。︒11 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

懷孕，因她以為那應許她的是可信的。︒12 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

如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 

 

來 12:18-24－ 

22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裏有千萬的天

使，23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有審判眾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義

人的靈魂，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

更美。 

 

4)  中保君王＝耶穌基督  

來 8: 6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

⽴立的。︒ 

⾺馬太福⾳音 1:1 證明耶穌基督是⼤大衛的⼦子孫，是⼤大衛之約所應許的那⼀一位擁有永遠王

權的中保君王。︒來 8:6，也講的耶穌是新約的中保。︒所以，亞伯拉罕之約中所應許

的君王就是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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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約＝恩典之約/亞伯拉罕之約的終極實現 

加 3:15-20 

15 弟兄們，我且照著人的常話說：雖然是人的文約，若已經立定了，就沒有能廢

棄或加增的。16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

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17 我是這麼說，

神預先所立的約，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後的律法廢掉，叫應許歸於虛空。18 因

為承受產業，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應許；但上帝是憑著應許把產業賜給亞伯拉罕。

19 這樣說來，律法是為甚麼有的呢︖？原是為過犯添上的，等候那蒙應許的⼦子孫來

到，並且是藉天使經中保之⼿手設⽴立的。︒20 但中保本不是為⼀一⾯面作的︔；神卻是⼀一位。︒ 

 

保羅在加 3 章說，亞伯拉罕之約所應許的後裔是基督，所以亞伯拉罕之約沒有被摩

西之約廢掉。︒「新約」是亞伯拉罕之約的終極實現。︒新約是恩典之約在新約時期的

施⾏行︔；亞伯拉罕之約是恩典之約在舊約時期的施⾏行。︒ 

 

6)  祝福：與救恩有關的屬靈的福氣（弗 1:3）太 5:5 

以弗所書 1 章，⼀一開始就講到天上屬靈的福氣包括：揀選、︑預定、︑稱義／成聖 、︑

兒⼦子的名分。︒這些都是羅⾺馬屬中所講的救恩的次序，也就是恩典之約的祝福。︒ 

 

弗 1:3-6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

福氣：4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

潔，無有瑕疵︔；5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的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

督得兒⼦子的名分，6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的。︒ 

 

c .  延續與不延續 

伯克福 Berkhof: 

亞伯拉罕之約已經包括了象徵的元素。︒⼀一⽅方⾯面，有關於屬世的／暫時的祝福，譬如：

迦南地，眾多的後裔，保守和勝過仇敵︔；另⼀一⽅方⾯面，有關於屬靈的祝福。︒然⽽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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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記得，前者是從屬於後者⽽而非同等的。︒這些屬世暫時的祝福本身並不是⽬目的，⽽而

是⽤用來作為象徵和預表屬靈的和屬天的事物。︒屬靈的應許不會被實現在亞伯拉罕那

些天⽣生的後裔身上，只會被實現在那些跟隨亞伯拉罕腳蹤的⼈人身上。︒ 

 

所以，屬地的、︑暫時的、︑預表性的祝福是舊約時期的施⾏行，隨著舊約時期的結束，

這些屬地的祝福就終⽌止了，因為屬靈的、︑永遠的、︑實體性的祝福已經到了完全應驗

的時期。︒從創 3:15 節就開始的恩典之約的屬靈的祝福，延續到新約，變得更明⽩白，

更簡單。︒ 

 

3.  神主權的恩典 

另外，我們看到這裡是神主動向亞伯拉罕啟⽰示、︑應許和⽴立約。︒無論是屬地的祝福還

是屬天的祝福都是出於神的主權和恩典。︒神主權恩典的基礎就是亞伯拉罕之約。︒ 

 

當神呼召亞伯蘭出吾珥，在 12 章，我們看到亞伯蘭築壇敬拜求告耶和華的名，表

⽰示亞伯蘭已經因福⾳音重⽣生了。︒神⽩白⽩白地賜給祂⼀一個新的⽣生命，以致於祂在 15 章，

能夠並且願意回應神的應許。︒這是個⼈人救恩的層⾯面。︒ 

 

在以⾊色列國屬地祝福的層⾯面，我們看到申命記⼀一再重複，以⾊色列⼈人無論是得財貨的

⼒力量，還是征服迦南的仇敵、︑得地為業，都是出於亞伯拉罕之約的應許——主權的

恩典，⽽而非⼈人的義（申 8:18︔；9:4-6）。︒甚至後來以⾊色列⼈人被擄（摩西之約的執⾏行）

的歸回也是因為神紀念亞伯拉罕之約（申 4:25-31）。︒ 

 

結論： 

所以，亞伯拉罕之約有兩個不同得層⾯面：屬地的層⾯面的祝福和屬天的層⾯面的祝福。︒

⼆二者的本質都是「神主權恩典」。︒ 

 

B.  亞伯拉罕之約的設⽴立和處置（創 15: 8-16） 

1. 聖約的頒布設⽴立（8-12） 

8-12 節，描述了聖約⽴立約的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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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與亞伯拉罕⽴立約，亞伯拉罕要求⼀一個憑據，為堅強和確忍⾃自⼰己的信⼼心（MH) 

三年的母⽜牛、︑母山⽺羊、︑公綿⽺羊：長成有⼒力的，按照神的命令的⽅方式（耶 34:18，

18）， 

耶 34:18:1 

11 節－象徵背約者最後的結局：被天上的⾶飛⿃鳥。︒亞伯拉罕在這裡象徵聖約的持守

維護者。︒ 

2. 聖約的個⼈人關係（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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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但你要享大壽數，平平安安地歸到你列祖

那裏，被人埋葬 

a. 進迦南之前的受苦：寄居、︑服事、︑苦代、︑四百年。︒這是為了要告訴亞伯拉罕的

後裔，在苦難中不要喪失信⼼心。︒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性情 

b. 為了要預表基督帶領祂的百姓從世界和罪惡的捆綁中拯救出來。︒ 

 

3. 聖約的處置執⾏行（14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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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出來。

15 但你要享大壽數，平平安安地歸到你列祖那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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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4 節講到「懲罰埃及」，15 節講到「亞摩利⼈人的罪」。︒這不是恩典之約的施⾏行，

⽽而是⼯工作之約中的咒詛/審判。︒ 

b. 其⽬目的有三：⾸首先，是實際控制罪的蔓延。︒第⼆二，是服事恩典之約的展開，也

就是說：對埃及的懲罰，也就是神把以⾊色列⼈人從埃及救贖出來。︒第三，是神在

歷史中實際展開救贖，⽽而救贖事件的本身又啟⽰示了救贖的真理。︒同樣的，征服

迦南是基督帶領祂的百姓得勝仇敵得地為業，預表了屬靈上，基督帶領我們與

仇敵爭戰得勝有餘的成聖過程。︒換句話說，這些事件預表了基督的救贖⼯工作。︒ 

c.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神按照「普遍的恩典」和「普遍的咒詛」相互的運作，

來處理恩典之約以外的領域，其⽬目的是要達成恩典之約的展開和執⾏行。︒ 

 

C.  亞伯拉罕之約的⽣生效和啟動（創 15: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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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6:13-15＋創 22:15-18 

17 節講到：冒煙的爐並燒著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18 節說：當那⽇日，耶和華

與亞伯蘭⽴立約…⋯然後是詳細描述應許地的範圍。︒ 

這裡所描述的是亞伯拉罕旨意的⽣生效和啟動。︒冒煙的爐和燒著的⽕火把是顯現的耶和

華，如同出埃及時引導以⾊色列⼈人的雲柱和⽕火柱⼀一樣。︒祂從分開的動物屍體之間經過，

表⽰示聖約的⽣生效和啟動。︒ 

 

我們看到亞伯拉罕並沒有從⾁肉塊中間經過。︒這表⽰示：這是⼀一個單⽅方⾯面的約，是顯現

的耶和華，恩典之約的中保，代表三位⼀一體的神與亞伯拉罕和其後裔⽴立約。︒亞伯拉

罕是領受者 

 

這是福⾳音的基礎：神單⽅方⾯面起誓要履⾏行亞伯拉罕之約的應許，神⽩白⽩白的恩典。︒ 

⾏行為之約要靠滿⾜足律法的要求，個⼈人、︑完全、︑持續不斷地遵⾏行律法，得著神的祝

福——永⽣生。︒ 

福⾳音／恩典之約則是基督作為中保，祂滿⾜足了律法的要求得著永⽣生， 把祂滿⾜足律

法的義，單單藉著信⼼心，歸算在蒙揀選者的身上，並且保證把祂的義作在因信稱義

的⼈人的身上。︒揀選、︑稱義、︑成聖…⋯就是福⾳音的內容，恩典之約的祝福。︒ 

   

應⽤用 

1. 你知道神要如何祝福你嗎︖？ 

a. 神要藉著我們從祂的啟⽰示中認識祂，得著祝福。︒ 

b. 神要藉著把我們對祂的認識，從我們的⽣生活遭遇中得著祝福。︒ 

c. 你的苦難、︑你的病痛、︑你與⼈人相處的關係，使徒保羅在羅⾺馬書 8 章講完成聖之

後說：你所遭遇的萬事，都互相效應，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在說明這些祝福

是如何臨到我們的。︒神要祝福你向祝福亞伯拉罕⼀一樣，把屬天的福氣賜給你，

但是卻是按照祂的法則！ 

2. 天上的⾶飛⿃鳥－耶和華的法則 

耶8:6 
6 我留⼼心聽，聽⾒見他們說不正直的話。︒無⼈人悔改惡⾏行，說：我做的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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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各⼈人轉奔⼰己路，如⾺馬直闖戰場。︒ 
7 空中的鸛⿃鳥知道來去的定期︔；斑鳩燕⼦子與⽩白鶴也守候當來的時令︔；我的百姓卻不

知道耶和華的法則。︒ 

 

3. 異象的問題 

        

讓我們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賜給我們亞伯拉罕之約，你讓我們看到你的救贖的計畫，你要把

屬天的祝福賜給我們，好讓我們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心意來認識你，認識你做

事的法則，藉著這樣的認識，更新變化我們的思想模式，能在⾔言語，⾏行為上榮耀你

的名，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