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讀經班：創世記 21-30 章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Genesis 21-30

王文堂牧師



一個屬靈的旅程 A spiritual journey

1. 以敬虔的心研讀神的話語，行在祂的旨意當中。

2. 願主的道興旺，主將得救的人數加給教會。

3. 願主賜福你讀經的日子！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讀經班的目的
The purpose of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讀經班的目的是幫助你有系統地讀完整本聖經

1. 每週完成進度，讓聖經對你說話。

2. 上課的作用是複習經文重點，講解經文要義。

3. 隨堂測驗所考的是讀經的內容。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讀經班守則 BRC code of conduct

1. 每次上課之前讀完進度

2. 參加隨堂測驗

3. 不無故遲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課態度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讀經者的信念 A Bible reader’s conviction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
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
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3:16-17）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2 Tim. 3:16-17)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神話語的性質 The nature of God’s Word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
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 (living 
and enduring) 的道。（彼前 1 Pet. 1:23）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神話語的性質 The nature of God’s Word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 (living and 
active)，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
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
和主意都能辨明。（來 Heb. 4:12）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創世記大綱 Genesis Outline

一、創造 Creation：世界的起源，1-11章

1. 創造: 世界、人類、婚姻、罪的起源 (1-2章)

2. 墮落: 罪的開始、加深、與擴散 (3-5章)

3. 洪水: 神對罪的審判 (6-10章)

4. 巴別塔: 人類的自高與種族的分散 (11章)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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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大綱 Genesis Outline

二、救贖 Redemption：選民的起源，12-50章

1. 亞伯拉罕: 蒙揀選並以信心回應的人
(救贖計劃的開始)

2. 以撒: 繼承應許的人

3. 雅各: 蒙神恩待並開始以色列民族的人

4. 約瑟: 拯救全族的人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神

被神救
贖的人



一節經文翻譯的商榷，創 27:39
Considering the translation of one verse, Gen. 27:39

1. 和合本：他父親以撒說：地上的肥土必為你所住；天
上的甘露必為你所得。

2. 新譯本：他父親以撒回答他，說：你住的地方必遠離
地上的沃土，遠離天上的甘露。

3. KJV：And Isaac his father answered and said unto him, Behold, 
thy dwelling shall be the fatness of the earth, and of the dew of 
heaven from above;

4. NIV：His father Isaac answered him,“Your dwelling will be away 
from the earth’s richness, away from the dew of heaven above.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希伯來文 min 可翻譯為 from 或 away from，意思
是 “從…而出”

1. 你的住處必出自於地上的肥土 your dwelling shall be 
from the fatness of the earth

2. 你必從地上的肥土出來居住 your dwelling shall be away 
from the richness of the earth

WARREN WANG



人生如歌，王文堂WARREN WANG

以掃的後代是以東人（創36章），
住在以色列南方的西珥山區。著名
的景點Petra 是以東的遺跡。耶穌
時代的大希律王是以東人。

以東



名字的意思 Meaning of names

1. 亞當：土

2. 夏娃：生命

3. 亞伯拉罕：多國的父

4. 以撒：笑

5. 以實瑪利：神聽見

WARREN WANG

6. 雅各：抓

7. 以東：紅

8. 猶大：讚美

9. 利未：聯合

10. 約瑟：增添



與亞伯拉罕有關的聖經真理
Biblical truth Regarding Abraham

1. 萬國必因他的後裔得福 Nations will be blessed 
through his offspring

2. 因信稱義 Justification by faith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與以撒有關的聖經真理
Biblical truth regarding Isaac 

1. 神的應許不落空 God’s promise will not fail

2. 耶和華必有預備 The Lord prepares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與雅各有關的聖經真理
Biblical truth regarding Jacob

1. 揀選的恩典 The Grace of Election

2. 改變生命的大能 The Power that Changes Life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與約瑟有關的聖經真理
Biblical truth regarding Joseph

1. 神預備拯救者 God prepares a Savior

2. 從受苦到得榮耀 From Suffering to Glory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萬國必因他的後裔(耶穌基督)得福
In his offspring shall all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be blessed

1. 神對亞伯拉罕說：「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And in 
thy seed shall all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be blessed (創22:18)

2. 神對以撒說：「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And in thy 
seed shall all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be blessed. (創26:4)

3. 神對雅各說：「地上萬國都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And in 
thee and in thy seed shall all the families of the earth be blessed. (創
28:14)

▪後裔是單數

WARREN WANG



萬國必因他的後裔(耶穌基督)得福
In his offspring shall all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be blessed

1.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 (加

3: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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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3:16)

WARREN WANG



萬國必因他的後裔(耶穌基督)得福
In his offspring shall all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be blessed

A. 從血統上來說, 亞伯拉罕的後裔是以色列人。從屬靈的

意義來說, 亞伯拉罕的後裔是耶穌基督。

B. 神所應許的福是藉著耶穌基督臨到萬民, 並非藉著以色

列人。(是藉著一個子孫, 而非藉著眾子孫)

WARREN WANG



因信稱義 Justification by faith

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
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不
因行律法稱義；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律
法稱義。（加2:16）

WARREN WANG



因信稱義 Justification by faith

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
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不
因行律法稱義；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律
法稱義。（加2:16）

WARREN WANG



本乎恩，也因著信 By grace, through faith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弗 2:8-9）



甚麼是救恩？What is salvation?

救恩 = 恩典 + 律法？

救恩 = 恩典 + 說方言？

救恩 = 沒有 “耶穌基督並祂十字架”

救恩 = 恩典



甚麼是救恩？What is salvation?

❖從一開始就有人給救恩做加法，只有基督的恩典不夠，
還要加上守律法，還要加上說方言，加這個，加那個…

❖近年來開始有人給救恩做減法，減去認罪，減去悔改，
減去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耶穌說：「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
因為你們走遍洋海陸地，勾引一個人入教，既入了教，
卻使他作地獄之子，比你們還加倍。」（太23:15）



我們當怎樣行？What shall we do?

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餘的使徒
說：「弟兄們，我們當怎樣行？」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因為這應
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
是主我們神所召來的。」（徒2:37-39）

WARREN WANG



如何成為一位基督徒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

• Admit 認罪：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
•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 Believe 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主，相信他因救贖你而被
釘死在十字架上。
•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 Confess 宣告：決志信主，公開表明自己與基督的關係。
•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裡

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信主之後 After you become a Christian

1.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2.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3. 研讀聖經，使靈命得著餵養

4.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教義與基督徒生活
Doctrines and Christian living

教義並不可怕，也不枯燥。它們將聖經的重要真理加以整
理，以一般人能夠明白的方式表達出來。

因信稱義是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教義。偏離了它，信仰就受
到綑綁；瞭解並遵守它，信徒就得到基督裡的自由。

因信稱義宣告耶穌在十字架上已經付清了罪債，信耶穌就
可被神稱義。只要信耶穌，不可增添，也不可減少。



教義與基督徒生活
Doctrines and Christian living

在基督信仰的歷史上，有兩次靠著因信稱義的教義掙脫了綑
綁。第一次是保羅藉著因信稱義，掙脫了猶太教的綑綁。第
二次是馬丁路德藉著因信稱義，掙脫了天主教的綑綁。

1. Sola Gratia. By grace alone. 唯獨恩典

2. Sola Fide. By faith alone.唯獨信心

3. Sola Scriptura. By scripture alone. 唯獨聖經

4. Solus Christus. In Christ alone. 唯獨基督



亞伯拉罕蒙揀選的目的
Purpose for Abraham’s election
1. 為預備救恩而揀選（Elected to save）：神揀選亞伯拉罕是

要為救主的降生做預備，從肉身來說, 彌賽亞(耶穌基督）將會

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2. 為賜福萬族而揀選（Elected to bless）：神應許亞伯拉罕，

萬族萬民將會因他的後裔（耶穌基督）而得福。

3. 為事奉上帝而揀選（Elected to serve）：選民將自己分別為

聖，歸屬於耶和華。基督徒因信稱義，歸耶和華為聖，是亞伯

拉罕屬靈的子孫，蒙揀選事奉永生神。

WARREN WANG



四族長與救恩 The Patriarchs and salvation

WARREN WANG

亞伯拉罕 神應許救恩 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以撒 神預備救恩 獻祭的羊羔…耶和華必有預備。

雅各 神揀選蒙恩者 要顯明神揀選人的旨意，不在乎人
的行為，只在乎召他的主。

約瑟 神差派拯救者 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給你們
存留餘種，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
們的性命。



人生如歌，王文堂
王文堂，人生如歌

人生如歌 Life is a song

信心的凱歌 Victorious songs of fai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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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2. 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
在異地居住帳棚…

3. 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
歲數，還能懷孕，因他以為那應許他的
是可信的…（來11:8-12）

4. 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
以撒獻上…



人生如歌，王文堂

人生如歌 Life is a song

信心的凱歌 Victorious songs of faith

• 基督徒每一次的得勝，都具有信心的成分。每一次的凱歌，都是
信心的得勝歌。基督徒的得勝不是個人的得勝，而是他在主裡的
得勝。得勝的源頭不是我，而是主。因為主已經得勝了，我以信
心倚靠主，使主的得勝成為我的得勝。

• 耶穌在最後的晚餐對門徒說：「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
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
經勝了世界。」（約16:33）



人生如歌，王文堂

人生如歌 Life is a song

信心的凱歌 Victorious songs of faith

• 門徒有平安，是「在主裡面」有平安。門徒可以放心，是因為「主已
經勝了世界」。主沒有叫門徒去努力獲得平安，也沒有叫他們去努力
勝過世界，因為這是門徒做不到的事。平安是在主裡面，得勝是在主
裡面。這裡沒有個人的成就，只有對主的信靠。

• 得勝是信靠主的結果。信心使我進入主裡面，在生活的各種情況之中，
活出主的平安與得勝。主呼召我，我就以信心跟從。主吩咐我，我就
以信心順服。遇到困難，我就以信心倚靠主。勝過困難，我就以信心
感謝主。信心使我與主相連，在生活的各種情況中得勝。



四個信心的行動 Four “faith actions” 

亞伯拉罕被稱為信心之父，聖經說：「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
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了。」（加3:7）；又說：「叫
他做一切未受割禮而信之人的父，使他們也算為義。」（羅4:11）
那麼，亞伯拉罕有哪些信心的事蹟呢？

希伯來書十一章是信心的篇章，以四句「因著信」來描述亞伯拉
罕一生的事蹟。四句之中有三句講亞伯拉罕，一句講撒拉，所講
的是亞伯拉罕夫妻二人的信心生活。

王文堂，人生如歌



四個信心的行動 Four “faith actions” 

四句「因著信」描述了四個信心的行動：

1. 去 Go：亞伯拉罕因著信就遵命出去（obeyed and went）

2. 住 Live：亞伯拉罕因著信就住在（lived）

3. 信 Believe：撒拉就以為(considered, believed)那應許她的是可
信的

4. 獻 Offer：亞伯拉罕因著信就將以撒獻上（offered）

王文堂，人生如歌



人生如歌，王文堂

人生如歌 Life is a song

獻上與得回
Offering up and Receiving back

• 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
就把以撒獻上；這便是那歡喜領
受應許的，將自己獨生的兒子獻
上。論到這兒子，曾有話說：
「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
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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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撒級」的獻上 The Isaac-level offering

如果奉獻可以分等級的話，「亞伯拉罕獻以撒」應該是遠在雲

端的最高級了！這樣的奉獻令我們感到遙不可及，甚至感到困

惑：父親要將兒子獻為祭，這樣的「信心」值得我們效法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要從聖經的記載中細細推敲。

王文堂，人生如歌



「以撒級」的獻上 The Isaac-level offering

根據希伯來書11:17-19，亞伯拉罕獻以撒有三個步驟：

1. 神賜下應許：神應許亞伯拉罕他的後裔將成為大國，並說

「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2. 神的應許似乎將要落空：神要亞伯拉罕獻上以撒，以撒一

死神的應許就落空了

3. 神有辦法成就他的應許：亞伯拉罕相信神的應許必不落空，

因此之故，他認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裡復活」

王文堂，人生如歌



「以撒級」的獻上 The Isaac-level offering

亞伯拉罕的信心是這樣的：他相信神的應許，他在神的應許似乎

將要落空的時候仍然順服神，他相信神總有辦法成就他的應許。

亞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的信心是我們的榜樣。

然而這不只是信心而已，其中尚有感情的成分。亞伯拉罕深愛以

撒，這是他的「兒子，獨生的兒子，所愛的以撒」（創22:2）。

王文堂，人生如歌



「以撒級」的獻上 The Isaac-level offering

雖然亞伯拉罕相信神能叫以撒從死裡復活，他仍可得回他的兒子，

可是那個「獻以撒」的動作，無疑是天下人間最困難的動作，也

是最嚴峻的信心考驗。亞伯拉罕通過了這個考驗，他是歷史上唯

一需要面對這個考驗的人。

雖然我們無需面對這麼嚴峻的考驗，可是「獻上最好」卻成了我

們所追求的標準。甚麼是你的「以撒」？如果神要你獻上，你會

獻上麼？

王文堂，人生如歌



神慷慨的祝福 God’s generous blessing

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故事，以最圓滿的結局收場：神及時攔阻了亞

伯拉罕的動作，並預備了一隻公羊來代替以撒。羊死了，人活了。

亞伯拉罕稱那地方為「耶和華以勒」：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

許多年後，在一座稱為各各他的山上，神為世人預備了另外一隻

羔羊。神的兒子擔當起世人的罪，被殺於十字架之上。亞伯拉罕

所沒有完成的動作，神在自己的兒子身上完成了。

王文堂，人生如歌



神慷慨的祝福 God’s generous blessing

三日之後，神的兒子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亞伯拉罕相信死人還

能復活的信心，在耶穌的身上得著了應驗。

因為獻上，神應許亞伯拉罕「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這個應許在耶穌（亞伯拉罕的後裔，太1:1）的身上得著了完全

的應驗。從亞伯拉罕到耶穌，我們看到獻上與得回是一個信心的

循環，神將他慷慨的祝福放在這個循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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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 Isaac



以撒的身分：承先啟後的人
Isaac’s identity: A passer-down of inheritance

1. 承先：亞伯拉罕之子
◦ 以撒是應許之子，繼承神與他父親所立的約。

2. 啟後：以色列之父
◦ 以撒是雅各的父親，雅各後來改名以色列，後代成為一個

民族。

WARREN WANG



神藉著以撒所啟示的真理一

神的應許不落空 God’s promise never fails

1. 應許之子：「因為律法上記著，亞伯拉罕有兩個兒子，一個是使女
生的，一個是自主之婦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著血氣生的；
那自主之婦人所生的，是憑著應許生的。」（加4:22-23）

2. 堅定所立的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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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17:19)

3. 神的應許不落空：「當亞伯拉罕年老的時候，撒拉懷了孕，到神
所說的日期，就給亞伯拉罕生了一個兒子。」（創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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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藉著以撒所啟示的真理二

耶和華必有預備 The LORD prepares

耶和華以勒：耶和華必有預備

1. 神在救恩上的預備：燔祭的羊。神所預備的公羊取代了以撒，
預表耶穌基督是神的羔羊，將取代人類被獻在祭壇上。

2. 神在生活上的預備：以撒的妻。神使亞伯拉罕的老僕人道路
通達，順利為以撒娶到利百加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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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笑 Isaac: laughter

1. 亞伯拉罕的喜笑：亞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裡說，一百歲的

人還能得孩子麼？撒拉已經九十歲，還能生養麼？（創17:17）

2. 撒拉的暗笑：撒拉心裡暗笑，說，我既已衰敗，我主也老邁，豈

能有這喜事呢？（創18:12）

3. 以實瑪利的戲笑：當時，撒拉看見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

兒子戲笑(mocking)。（創21:9）

4. 神使我喜笑：耶和華以笑臉幫助我（詩篇42:5）。撒拉說：「神

使我喜笑，凡聽見的必與我一同喜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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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歌，王文堂

人生如歌 Life is a song

神使我喜笑 God brings me laughter

• 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
還能懷孕，因他以為那應許他的是可信的。
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如同
天上的星那樣眾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

• And by faith even Sarah, who was past 
childbearing age, was enabled to bear children 
because she considered him faithful who had 
made the promise. And so from this one man, 
and he as good as dead, came descendants as 
numerous as the stars in the sky and as 
countless as the sand on the seashore.（來
11:11-12）



相信的過程 The process of believing

相信是一個過程。第一次聽到神的應許，我們或許會想：「這怎

麼可能？」可是奇妙的事發生了，信心逐漸取代了懷疑，一步一

步地，我們的內心從懷疑變為深信不疑。

何以如此？因為神是從他的全能發出應許，我們卻是從本身的有

限來理解應許。在相信的過程中，信心使我們看到神的全能，因

此而產生新的理解，使我們對神的應許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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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的過程 The process of believing

信心之父亞伯拉罕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神第一次對他說撒拉將

要生一個兒子，亞伯拉罕俯伏在地偷笑，心裡說：「一百歲的人

還能得孩子嗎？撒拉已經九十歲了，還能生養嗎？」（創17:17）

亞伯拉罕的反應很正常，他的理解也很正常。神並沒有因此而責

備亞伯拉罕，也沒有因此而算他為不義，反倒因他最後的相信而

算他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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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的過程 The process of believing

關於亞伯拉罕，聖經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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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因

不信心裡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裡得堅固，將榮耀歸給神，且滿心

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做成。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羅4: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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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的過程 The process of believing

聖經記載了亞伯拉罕相信神應許的整個過程，最後的定論是亞

伯拉罕最後的相信，而不是他起初的不信。

弟兄己妹，相信是一個過程。神所看的是這個過程最後的產品，

而不是起初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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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的過程 The process of believing

撒拉也是一樣。她起初並不相信神的應許。

神對亞伯拉罕說：「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個兒子」

撒拉在門口聽見，心裡暗笑說：「我既已衰敗，我主也老邁，豈

能有這喜事呢？」

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撒拉為什麼暗笑？」

撒拉就害怕，說：「我沒有笑！」

那位說：「不然，你實在笑了。」（創1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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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看結果 God considers the outcome

神是寬大的。如果信心是寫一篇文章，神不看你如何開頭，只看
你如何結尾。如果信心是走一條路，神不看你起初是否走錯，只
看你最後是否走到終點。

撒拉一開始不信，後來相信；神記念她的相信，不記念她的不信，
使應許成就在她身上：「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
數，還能懷孕，因她以為那應許她的是可信的。所以從一個彷彿
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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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看結果 God considers the outcome

聖經教導我們，凡事要看結局：「從前引導你們、傳神之道給你

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
結局。來13:7」不要看彼得三次不認主，要看他的結局。不要看保
羅迫害教會，要看他的結局。不要看亞伯拉罕和撒拉聽了偷笑，
要看他們的結局。

瞭解了神的寬大，使我們也變得寬大。信心是一個過程，不必急
著在撒拉偷笑的時候指責她，在亞伯拉罕說「願以實瑪利活在你

面前，創17:18」的時候羞辱他。我們應當彼此鼓勵，彼此給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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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使我喜笑 God brings me laughter

神使不好的變為好的，使失敗的經歷變為奇異的恩典。神叫亞伯

拉罕給孩子起名為「以撒」，意思是「他笑了」。的確，在這個

過程中亞伯拉罕笑了，撒拉也笑了；他們是偷笑，是暗笑，是覺

得神「很好笑」。

然而神並不介意，神叫他們給孩子起名為「他笑了」，不是要羞

辱他們，而是要他們將喜笑帶給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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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使我喜笑 God brings me laughter

以撒出生之後，撒拉讚美神說：「神使我喜笑，凡聽見的必與我

一同喜笑！」（創21:6）當初的偷笑，變為感恩的喜笑，聽見的
人也一同喜笑。以撒成為一個活生生的見證，無論這孩子走到哪
裡，人家總是會問：

「撒拉，這孩子真可愛，他叫甚麼名字？」

「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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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使我喜笑 God brings me laughter

「他笑了？他沒笑啊！」

「不，不，我的意思是他的名字叫“他笑了”。」

「真有意思！你怎麼會給他起這個名字的？」

「不是我起的，是神起的。事情是這樣的…」

於是，「以撒」這個名字的故事就流傳出去了，凡聽見的人就一

同喜笑。在笑聲中，神的名得著了榮耀…

王文堂，人生如歌



以撒繼承父親
Isaac’s inheritance from his father

1. 繼承父親的祝福

2. 繼承父親的軟弱

WARREN WANG



以撒繼承了父親的祝福
Isaac inherited his father’s blessings

1. 神第一次向以撒顯現：耶和華向以撒顯現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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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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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繼承了父親的祝福
Isaac inherited his father’s blessings

2. 神第二次向以撒顯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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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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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繼承了父親的軟弱
Isaac inherited his father’s weakness

1. 亞伯拉罕在基拉耳：亞伯拉罕從那裡向南地遷去，寄居在加

低斯和書珥中間的基拉耳。亞伯拉罕稱他的妻撒拉為妹子。

基拉耳王亞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取了去。（創世記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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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繼承了父親的軟弱
Isaac inherited his father’s weakness

1. 以撒在基拉耳：以撒就住在基拉耳。那地方的人問到他的妻

子，他便說：「那是我的妹子。」原來他怕說：「是我的妻

子。」他心裡想：「恐怕這地方的人為利百加的緣故殺我，

因為她容貌俊美。」（創世記26:6-7）

* 註：「亞比米勒」可能是頭銜，而非人名。如中國的君王稱為「皇

帝」，埃及的君王稱為「法老」，非利士的君王稱為「亞比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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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的三口井 Three wells of Isaac

1. 埃色（相爭 Esek: dispute）
◦基拉耳的牧人與以撒的牧人爭競，說：「這水是我們的。」以
撒就給那井起名叫埃色（就是相爭的意思），因為他們和他相
爭。（創26:20）

2. 西提拿（為敵 Sitnah: opposition）
◦以撒的僕人又挖了一口井，他們又為這井爭競，因此以撒給這

井起名叫西提拿（就是為敵的意思）。（創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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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的三口井 Three wells of Isaac

3. 利河伯（寬闊 Rehoboth: room）
◦以撒離開那裏，又挖了一口井，他們不為這井爭競了，他就給

那井起名叫利河伯（就是寬闊的意思）。他說：「耶和華現在

給我們寬闊之地，我們必在這地昌盛。」（創26:22）

◦以撒讓井：從相爭到為敵，從為敵到寬闊，以撒越是

相讓，神越是使他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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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在受苦之地昌盛

約瑟給兩個兒子取名，記念神在他身上的作為：
1. 瑪拿西 Manasseh: forget：約瑟給長子起名叫瑪拿西（就是

使之忘了的意思），因為他說：「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
我父的全家。」

2. 以法連 Ephraim: fruitful：他給次子起名叫以法蓮（就是使之
昌盛的意思），因為他說：「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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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的一生 The life of Isaac

1. 以撒的信心：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
以掃祝福。（來11:20）

2. 以撒的結局：以撒共活了一百八十歲。以撒年紀老邁，
日子滿足，氣絕而死，歸到他列祖那裡。他兩個兒子
以掃、雅各把他埋葬了。（創世記35: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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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歌，王文堂

人生如歌 Life is a song

祝福你的兒女
Bless Your Children 

• 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來的
事給雅各、以掃祝福。

• By faith Isaac blessed Jacob 
and Esau in regard to their 
future.（來11:20）



祝福的權柄 The power to bless

父母有祝福兒女的權柄。因著信，父母不但能夠祝福兒女的現在，
還能祝福兒女的將來。

以撒活了一百八十歲（創35:28），希伯來書卻只用一句話來描
述他的一生：「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
福。」（來11:20）在以撒漫長的人生中，聖經認為「指著將來
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這件事，最能代表他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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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的權柄 The power to bless

神將祝福的權柄賜給了父母。當父母善用這個權柄，使兒女蒙
福，在神的眼中這是信心的表現。

每位兒女的心中都想得到父母的肯定，不但小的時候，長大之
後仍是如此。爸媽怎麼看我？他們以我為榮嗎？認為我有價值
嗎？來自父母的肯定，是兒女一生的需要。當父母祝福兒女的
時候，他是「在上帝的恩典中肯定兒女」，這樣做的父母是有
信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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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的權柄 The power to bless

「行使祝福權」的父母不但看到兒女的需要，更看到上帝的恩
典，以及自己特殊的地位。神讓父母居於祝福的地位，使兒女
若不得著父母的祝福，一生就會有所缺乏。

以撒祝福雅各、以掃的經過，以及這兩個祝福的內容，記載於
創世記27章。一般人所看到的是「雅各騙取長子的祝福」，希
伯來書所看到的卻是「以撒因著信給兩個兒子祝福」。為何會
如此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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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的權柄 The power to bless

人所看到的是人的過犯，神所看到的是人的信心，二者都在神的
恩典中找到歸宿。神的恩典赦免人的過犯，神的恩典也祝福人的
信心。神看到以撒雖然被騙，但卻認真對待祝福這件事，就以此
為他信心的表現，並成就他對兩個兒子的祝福。

祝福是神給父母的權柄，使兒女因著父母的肯定而一生蒙福。在
信神的父母眼中，兒女的一生是有價值的，且是蒙神所眷顧的，
因此就祝福他們。

祝福是肯定的言語或行動，由父母發出，被兒女接到，由神負責
讓它在兒女的一生之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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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你的兒女 Bless your children

一般父母僅知道愛兒女，卻不知道祝福兒女，這樣是不夠的。
兒女不但需要物質上的供應，更需要對他的肯定。有信心的父
母知道就算有一天自己離開人世，神仍會繼續恩待他的兒女，
因此就祝福他們。

若要祝福兒女，就要時常藉著言語和行為來肯定他。只說「你
真聰明」，「你真能幹」這些話是不夠的，那樣只是肯定他的
本身，其中沒有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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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你的兒女 Bless your children

祝福是「在神的恩典中肯定兒女」，其中必須有神。父母要讓兒
女知道他在神的眼中是有價值的，你愛他，神更愛他，神會祝福
他的一生。

說「你真聰明」和說「神很愛你」，說「你真能幹」和說「神要
使用你」，完全是兩回事。說「你是爸媽的心肝寶貝」和說「神
看你為寶貴」，說「爸媽希望你一輩子平平安安的」和說「耶和
華必看顧你的一生」，所帶來的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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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你的兒女 Bless your children

在實際生活中，並非人人都很幸運，並非人人都在父母的祝福之
中成長。若你未曾得到父母的祝福，但你卻是神的兒女，在教會
中你也可以得著同樣的祝福。

每當牧師說「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愛，聖靈的感動與
交通，常與你們眾人同在」（林後13:14），他是站在代理家長
的地位給神的兒女祝福。教會是神的家，神是父親，他賜僕人權
柄來祝福他的兒女。當僕人奉主的名祝福，神就賜福。（民
6: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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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的管道 Channels of Blessing

除了牧師的祝福，弟兄姊妹也可彼此祝福。我們應當時常在主的
恩典中肯定別人，讓自己成為祝福的管道，使他人蒙福。不要吝
於肯定，不要吝於鼓勵，以至於管道閉塞，祝福停止流通。

神不吝嗇，吝嗇的是人。神有無比的豐富，他的恩典從不缺乏。
教會中若缺乏恩典，家庭中若缺乏恩典，不是神的恩典不夠，而
是人的管道閉塞了。願我們的管道暢通，使神的恩典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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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的管道 Channels of Blessing

以撒因著信，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唯有信
心，才能使我們這樣祝福他人。

親愛的弟兄姊妹，信主的人何等有福！藉著信心，我們
能夠成為神恩典的管道，肯定他人的價值，祝福他們的
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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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歌，王文堂
王文堂，人生如歌

人生如歌 Life is a song

信心的凱歌 Victorious songs of fai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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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2. 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
在異地居住帳棚…

3. 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
歲數，還能懷孕，因他以為那應許他的
是可信的…

4. 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
以撒獻上… （來11:8-19）



人生如歌，王文堂
王文堂，人生如歌

人生如歌 Life is a song

信心的凱歌 Victorious songs of faith
• 基督徒每一次的得勝都具有信心的成分，每一次的凱歌都是信心的得勝歌。我

的得勝不是自己的得勝，而是我在主裡的得勝。得勝的源頭不是我，而是主。
因為主已經得勝了，我以信心倚靠主，主的得勝成為我的得勝。

• 耶穌在最後的晚餐對門徒說：「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
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16:33）
門徒有平安，是「在主裡面」有平安。門徒可以放心，是因為「主已經勝了世
界」。主沒有叫門徒去努力獲得平安，也沒有叫他們去努力勝過世界，因為這
是門徒做不到的事。平安是在主裡面，得勝是在主裡面。這裡沒有個人的成就，
只有對主的信靠。

• 得勝是信靠主的結果。信心使我進入主裡面，在生活的各種情況之中，活出主
的平安與得勝。主呼召我，我就以信心跟從。主吩咐我，我就以信心順服。遇
到困難，我就以信心倚靠。勝過困難，我就以信心感謝。信心使我與主相連，
在生活的各種情況中得勝。



四個信心的行動 Four “faith actions” 

亞伯拉罕被稱為信心之父。聖經說：「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
伯拉罕的子孫了。」（加3:7）；又說：「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禮而信之人的父，使他
們也算為義。」（羅4:11）那麼，亞伯拉罕有哪些信心的事蹟呢？

希伯來書十一章是信心的篇章，以四句「因著信」來描述亞伯拉罕一生的事蹟。四
句之中有三句講亞伯拉罕，一句講撒拉，所以這是亞伯拉罕夫妻二人的信心生活。

四句「因著信」描述了四個信心的行動：

1. 去 Go：亞伯拉罕因著信就遵命出去（obeyed and went）

2. 住 Live：亞伯拉罕因著信就住在（lived）

3. 信 Believe：撒拉就以為(considered, believed)那應許她的是可信的

4. 獻 Offer：亞伯拉罕因著信就將以撒獻上（off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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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行動 Faith Actions

1. 遵命出去 Obey and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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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裡去。」（來11:8）。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亞伯拉罕出去了，他不
是隨便出去，而是「遵命出去 obeyed and went」。有信心就有行動，
不是任何行動，而是順服神的行動。若要知道自己是否有信心，不
要看自己有多少屬靈的知識，而要看自己有多少信心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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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行動 Faith Actions

1. 遵命出去 Obey and go

信心的行動有兩個特徵，第一，信心必定有所放棄。

神對亞伯拉罕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
的地去。」對任何人來說，「本地、本族、父家」都是難以放棄的。
本地是你所孰悉的居住環境，本族是你同種族的同胞，父家是你血
濃於水的親人。亞伯拉罕為了要「遵命出去」而離開「本地、本族、
父家」，這真是很大的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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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行動 Faith Actions

1. 遵命出去 Obey and go

有所放棄

耶穌順著加利利的海邊走，呼召彼得和安得烈來跟從他，「他們就
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可1:18）耶穌見到雅各和約翰在船上
補網，也呼召他們，「他們就把父親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
從耶穌去了」（可1:20）

門徒為了跟從耶穌而有所捨棄，他們捨了網，離開了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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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行動 Faith Actions

1. 遵命出去 Obey and go

第二，信心必定有所不知。亞伯拉罕「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裡
去。」神只叫亞伯拉罕出去，卻沒有告訴他去哪裡，也不告訴他路
上有何預備。

亞伯拉罕是在不知道的情況之下採取了行動，這樣的行動叫做信心
行動。若是一切都知道了，一切都預備了才出去，那就不是信心的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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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行動 Faith Actions

1. 遵命出去 Obey and go

有所不知

門徒跟從耶穌也是一樣。一開始他們不知道耶穌要釘十字架，耶穌
釘十字架之後不知道他會復活，耶穌復活之後不知道自己會發生甚
麼事。我們跟從耶穌，也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但卻知道這是主！
主叫我跟從他，我就跟從他，這是信心的行動。

信心的行動必定有所捨棄，信心的行動也必定有所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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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行動 Faith Actions

2. 住在應許之地作客 Live as an alien in the promised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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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
所經營所建造的。」（來11:9-10）

神對亞伯拉罕的一生有美好的計劃，神將要賜福與他，並藉著他使
別人得福。（創12:2）神對你的一生也有美好的計劃。

（接續請看附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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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遵命出去 Obey and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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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出去的時
候，還不知往那裡去。」（來11:8）。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亞伯拉罕出去了，他不是隨便出去，而
是「遵命出去 obeyed and went」。有信心就有行動，不是任何行動，而是順服神的
行動。若要知道自己是否有信心，不要看自己有多少屬靈的知識，而要看自己有多
少順服的行動。

耶穌說：「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約14:21）愛主不是感覺，
而是行動。悠揚的詩歌在殿堂中響起，感動的淚水在眼眶中流動，雖然溫暖美好，
卻不能算是信心，也不能算是愛主。萬水千山的長途跋涉，滿面風霜的歲月痕跡，
雖然道路辛苦，我仍緊緊跟隨，這才是聖經所說的信心，也是耶穌所說的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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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遵命出去 Obey and go

信心的具體表現是順服的行動，是「遵命出去」，是「背起你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亞伯拉罕與十二使徒給我們看到的畫面，不是殿堂中唱著詩歌的紳士，而是道路上
風塵僕僕的行者。他們的信心是在一生所行的事蹟中表現出來。

信心的行動有兩個特徵，第一，信心的行動必定有所捨棄。神對亞伯拉罕說：「你
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對任何人來說，「本地、本
族、父家」都是極難捨棄的。本地是你所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本族是你同種同質
的鄉親父老，父家是你血濃於水的父母兄弟。亞伯拉罕為了要「遵命出去」，必須
要捨棄「本地、本族、父家」。

耶穌順著加利利的海邊走，呼召彼得和安得烈來跟從他，「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
從了他。」（可1:18）不久之後，耶穌見到雅各和約翰在船上補網，也呼召他們，
「他們就把父親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從耶穌去了」（可1:20）門徒為了回
應耶穌的呼召而有所捨棄，他們捨了網，離開父親和打漁的同伴，跟從了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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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遵命出去 Obey and go

第二，信心的行動必定有所不知。亞伯拉罕「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裡去。」神
只叫亞伯拉罕出去，卻沒有告訴他去哪裡，也不告訴他路上有何預備。亞伯拉罕是
在前途不明的情況之下跨出去，這樣的行動叫做信心行動。若是一切都知道了，一
切都預備好了才出去，那就不是信心的行動。

門徒跟從耶穌也是一樣。一開始他們不知道耶穌要釘十字架（太16:22），耶穌釘十
字架之後不知道他會復活（路24:11），耶穌復活之後不知道自己會發生甚麼事（約
21:19）。我們跟從耶穌，也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雖然不知道，因為主叫我跟從他，
於是我就跟從，這是信心的行動。

信心的行動必定有所捨棄，也必定有所不知。這有點像是世人的努力（make an 
effort）和冒險（take a risk）。世人為了達到目標，或是十年寒窗，或是鍛鍊身體，
都是有所捨棄，朝著目標努力。他在前途不明的情況之下投入了時間和金錢，或是
做生意，或學專業，為了美好的未來而寧可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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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遵命出去 Obey and go

凡是有成就的人，都必須付出努力與冒險，何況是信主的人？基督徒若是只求安逸，
不肯努力和冒險，豈不為世人恥笑？所不同的是，我們的努力與冒險不是出於自己，
而是出於神的呼召。不是為了滿足自己，而是為了順服神。所得的不是今生的成就，
而是永恆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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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歌，王文堂

人生如歌 Life is a song

客旅人生 Life as an alien

• 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
在異地居住帳棚，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
以撒、雅各一樣。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
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 By faith he lived as an alien in the land of 
promise, as in a foreign land, dwelling in 
tents with Isaac and Jacob, fellow heirs of 
the same promise; for he was looking for 
the city which has foundations, whose 
architect and builder is God.（來11:9-10）



住帳棚的快樂日子 Happy days in tents

亞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在應許之地居住，有如客旅住在帳棚之中。聖經將
這種「住帳棚的生活方式」，視為信心的表現（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
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來11:9）。容我用露營來做一個現代化的解說：
關於露營，我們全家有美好的「家庭回憶」。孩子還小的時候我們常帶他們
去露營，曾去過加州、德州，以及科羅拉多州的Rocky Mountain國家公園等地。
最令人難忘的一次是在北加州的Big Sur，營地位於參天的紅木樹林（Redwood 
grove）之中，一出去就是湛藍的太平洋。如今孩子們都大了，每次談起當年
的露營，大家都很開心。

露營的一切用具都是臨時性的。帳棚是臨時的住處，不必太講究。鍋子是破
舊不怕碰的鐵鍋，杯碗就用一次性的。這只是露營，不是住家，媽媽所珍惜
的杯碗是不會帶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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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帳棚 The tent of faith
亞伯拉罕離開本地、本族、父家，來到了應許之地。在這地方神並沒有給他產業，
連立足之地也沒有給他（徒7:5）。唯一的產業是他向赫人所買的一塊墳地，用以
安葬撒拉（創23:1-20）。

神曾經應許亞伯拉罕，要將這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徒7:5; 創12:7, 17:8）。亞伯
拉罕一直到死都沒有得著這地，但卻不以為意，一生過著住帳棚的日子。他強調
自己是一個寄居的外人（創23:4），以作客的心態在世上生活。

信心使人對今生有正確的看法：我們有如寄居的客旅，在世上住著帳棚。今生的
一切只是暫時的，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有衣有食就當知足（提後6:7-8）。世人在
地上爭名奪利，斤斤計較，難捨難分，我們卻不是這樣。有如露營，我們以快樂
的心情在世上活著，只求一生能夠蒙神使用，留下美好的回憶。我們不在乎住帳
棚，因為我們的家是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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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有根基的城 The city with foundations

若想獲得正確的看法，必須先有正確的對比。將兩樣東西放在一起看，才
知道孰大孰小。將妻子兒女和事業放在一起看，才知道孰重孰輕。亞伯拉
罕透過「信心的對比」來看事情：他在世上只住帳棚，因他看到自己的家
鄉是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來11:10）。

信心使人看到天上的家鄉。比起天上的家，我們在世上所住的房子，甚至
我們的身子，都只能算是帳棚（林後5:1）。亞伯拉罕看到天上城是有根基
的，不像地上的帳棚是無根基的，於是就羨慕、等候那座城（來11:10,18）。
聖經說，對於具有這樣信心的人「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來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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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見的是永遠的What is unseen is eternal

有了正確的看法，使我們更加能夠享受人生，並且留下美好的回憶。你若
知道好東西都在家裡，對於那些破損的紙杯紙盤，就不會念念不忘。以快
樂的心情享受「營地」的生活，與家人相處，欣賞藍天碧海綠樹，時常感
謝讚美創造天地的主。

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林後5:7）。就算遇到苦難，
我們也不喪膽。即使外體毀壞，我們的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因為我們知
道，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信心使我
們看見「眼睛所看不見的」，所以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
的。因為所見的只是暫時的，所不見的卻是永遠的。（林後4:16-18）

王文堂，人生如歌



人生如歌，王文堂

人生如歌 Life is a song

獻上與得回 Offering up and Receiving back

• 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
上；這便是那歡喜領受應許的，將自己獨生的
兒子獻上。論到這兒子，曾有話說：「從以撒
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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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y faith Abraham, when he was tested, offered up
Isaac, and he who had received the promises was 
offering up his only begotten son; it was he to 
whom it was said, “In Isaac your descendants shall 
be called.” He considered that God is able to raise 
people even from the dead, from which he also 
received him back as a type.（來11:17-19）



因信而獻，因信而得 By faith we offer and receive

有信心的人必定有所獻上，也必定有所得回。在獻上與得回的過程之中，
神加上了他的祝福。亞伯拉罕因著信而獻上以撒，神在他的奉獻之上加上
祝福，並將以撒還給他。（神及時阻止了亞伯拉罕，說：論福，我必賜大
福給你…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創22:17-18)

有時我在想：做基督徒這些年，我最愉快的回憶是甚麼？不知為什麼，腦
海中總是浮現出在陳舊的教室中和弟兄姊妹搬桌子、排椅子的畫面。畫面
雖簡單，但卻透漏出重要的消息：和弟兄姊妹一起服事，等候聚會的開始，
那時我的心情最愉快。雖然聚餐、郊遊…這些事也很快樂，但卻不持久。
我心中最持久的愉快回憶，總是和一起服事、一起獻上有關。

王文堂，人生如歌



因信而獻，因信而得 By faith we offer and receive

「獻上」與「得回」都是愉快的經驗。「得回」除了愉快，還有感恩的成
分。得回的時候常會感到意外，因為當初獻上的時候並沒有想要得著甚麼。
當神的回報以「遠超所獻」的方式來臨之時，心中的感恩是難以言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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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級」的獻上 The Isaac-level offering

亞伯拉罕的信心是這樣的：他相信神的應許，他在神的應許似乎將要落空
的時候仍然順服神，他相信神總有辦法成就他的應許。亞伯拉罕是信心之
父，他的信心是我們的榜樣。

然而這不只是信心而已，其中尚有感情的成分。亞伯拉罕深愛以撒，這是
他的「兒子，獨生的兒子，所愛的以撒」（創22:2）。雖然亞伯拉罕相信
神能叫以撒從死裡復活，他仍可得回他的兒子，可是那個「獻以撒」的動
作，無疑是天下人間最困難的動作，也是最嚴峻的信心考驗。亞伯拉罕通
過了這個考驗，他是歷史上唯一需要面對這個考驗的人。

雖然我們無需面對這麼嚴峻的考驗，可是「獻上最好」卻成了我們所追求
的標準。甚麼是你的「以撒」？如果神要你獻上，你會獻上麼？

王文堂，人生如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