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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經西奈山，十四

個月後到達巴蘭曠野；他們就在加低斯安營紮寨

住下來。不久、摩西派了十二位探子往北方窺探

應許之地迦南。四十天後，探子回報，除了迦勒

和約書亞之外，探子們都懼怕迦南人和亞瑪力

人，因此以色列人拒絕進入迦南美地。於是，神

判決那一代的成年人都要死在曠野中。聽到這個

消息，以色列人就擅自攻擊迦南人，結果大敗。

這事以後，有族人開始醞釀一股反抗摩西權柄的

勢力。 

   有一日，在加低斯附近的一個高地上有四個

人。他們俯覽這粗獷壯麗岩石的沙漠，感慨的回

想從出埃及後所發生的一切。 

  「十個探子死了，」利未人可拉指著北邊的迦

南大聲嚷道，「就因為他們的報告和兩個探子不

同。」 

  「攻擊迦南失敗，」流便人大坍激動的看著北

邊抱怨，「都是因為摩西沒有帶著約櫃和族人一

起出戰造成的。」 

  「摩西憑什麼是我們的領袖？」大坍的弟弟亞

比蘭忌恨地說，「他的祖先又不是長子，我們的

祖先流便才是長子。」 

  「亞倫讓他的兒子以利亞撒監察我們，」可拉

不滿地發牢騷，「太過份了吧！我也是聖潔的，

為什麼只能在會幕裡當助手呢？」 

  「我們從南邊的埃及來到這裡，」大坍咬牙切

齒地罵，「摩西說他要帶我們到流奶和蜜的地

方，現在呢！卻要我們死在曠野。」 

   流便人安遙望南邊的西奈山，回想種種擾人

的事件；難以理解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在這一片

荒蕪不毛的岩石沙漠怎麼會有自己的田地和葡萄

園呢？焦慮和懷疑族人都被騙了。 

  「我覺得他們一意孤行，太擅自專權了！」可

拉望著高地下的營區、野心勃勃地聲明，「我們

要想辦法阻止他們。」 

   這四人決定聯合族裡有名望的領袖一起反抗

摩西的權柄。 

   多日後，可拉帶領著二百五十個有名望的首

領咄咄逼人地到摩西的帳前。 

  「你們擅自專權！」可拉怒視著摩西和亞倫，「神

也與我們同在，你們卻自認地位高過於我們。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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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過分了！」 

  「擅自專權！可拉，你嘩衆取寵了，」摩西和顏

悦色地曉喻，「耶和華把你們從會眾中分別出來，

在祂面前侍奉祂，親近祂。你是哥轄的孫子，耶和

華讓你的族人看守約櫃和聖所裡的一切器皿。神

只允許你的族人抬運約櫃和聖所至聖的物品。神

又指示亞倫不可以把你的族人從利未人中剪除。

你的地位僅次於祭司，難道你還想要祭司的職位

嗎？你聚眾對神揀選的祭司亞倫發怨言；豈不知

你攻擊的不是亞倫，而是耶和華。你這是藐視神的

權柄。你這樣做是不是過火了點。」 

   隨後, 摩西要大坍和亞比蘭到會幕來見他。 

「你憑什麼管我們，」大坍和亞比蘭冷笑地回應，

「你記得你還是埃及王子時殺死埃及人嗎？我們

才不會去見你。」 

  「耶和華，求你不要接受他們的獻祭，」摩西訴

求，「我沒強奪財物，沒害過人；他們卻毀謗我蒙

蔽族人的眼和讓族人盲目地跟隨我。」 

  「明天，可拉，你和你的同黨都到會幕前，」摩

西堅定地指示，「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香爐，放上

火，點上香，擺在耶和華面前；祂揀選誰，誰就聖

潔，誰就可以親近祂。」 

   第二天，可拉招聚了全會眾，和二百五十位有

名望的首領帶著盛上火和加上香的香爐，浩浩蕩

蕩的來到會幕門前。正當可拉開始要攻擊摩西和

亞倫時，耶和華的榮光就向全會眾顯現。 

  「離開他們，」耶和華怒氣沖沖地說，「我要瞬

間滅絕他們。」 

  「神啊！你是造人的神，」摩西和亞倫俯伏在地

上祈求，「求你不要因一人犯罪，就向全會眾發

怒。」 

   摩西起來帶著長老到了大坍和亞比蘭的營

區；摩西要會眾遠離他們。大坍和亞比蘭帶著自

己的妻小站在自己的帳棚前。 

  「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耶和華要我做的，」摩西

申明，「因為你們藐視耶和華，地要開口，吞下你

們和你們所有的。」 

   說時遲，那時快，地就裂開，大坍和亞比蘭和

自己的妻小都墜入陰間滅亡了。 

   隨後，眨眼之間，耶和華的怒火降下燒滅那獻

香的二百五十個有名望的首領。 

      第二天，摩西聽到帳外有吵雜和喧鬧聲，看到

以色列全體會眾來勢洶洶地到帳前攻擊摩西和亞

倫。 

     「你們殺了耶和華的百姓，」會眾高聲不停地

叫囂。 

     這時，雲彩遮蓋了會幕。摩西和亞倫也來到會

幕前。 

    「離開他們，」耶和華怒氣沖沖地說，「我要瞬

間滅絕他們。」 

    「拿著香爐，裝上火，點上香，快去為他們贖

罪，」摩西氣急敗壞地喊，「瘟疫已經發作了。」 

     亞倫拿著香爐，跑到會眾中為他們贖罪；那

日，因瘟疫而死的有一萬四千七百人。 

     在曠野的三十八年後，因神的憐憫，摩西在約

但河邊的摩押平原做第二次人口普查時，還有可

拉的子孫。 

     在大衛的時代，因神的呼召，可拉的後裔和他

的族人擔任會幕的工作；因神的恩賜，在詩篇裡

收藏了十一篇可拉後裔的詩歌。 

     在新約的時代，因神的慈愛，可拉在曠野背叛

滅亡的事件反而成為後人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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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難得有知己，所謂「千百朋友隨處見，真心知己卻難尋」、「人生有一知己，夫復何求」。約伯有三

位交情深厚的密友，以利法、比勒達和瑣法，在當時他們都是相當有財富、地位的人，其中以法利是最有智慧

者、年紀最長者（伯 15:10），也是最溫和者，並有豐富的人生體驗，閲歷豐富。他的話語也流露出長者的風

範和深度。他首先以帶有稱讚的口氣肯定約伯曾經教導、堅固和幫助軟弱、有困難的人。但接著卻以嚴厲苛刻

的語氣責備約伯不能以身作則，以堅強的態度來面對自己的軟弱、苦難，讓人又覺得他是一位自命清高、固執

己見，甚至倚老賣老的説教者。 

       當約伯承受極大痛苦，面對三位朋友，表達自己對人生遭遇的感嘆，痛不欲生，並想尋求苦難的原因和答

案，而三位朋友的回應和安慰卻收到適得其反的效果。以利法批評約伯的軟弱、自憐，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

但對於遭受巨大苦難、深陷極度痛苦的約伯，聽起來是在訓誡、斥責、挑剔，絲毫沒有安慰的意思；缺乏同情

心和同理心，沒有設身處地去感受、體諒對方的憂傷和痛苦；或去真正了解對方的難處癥結所在，反而在刺激

約伯，似乎在傷口上撒鹽；原來是勉勵的話變成一種嘲諷、真理的話卻變成冷冰冰，沒有溫暖，對安慰約伯卻

不能對症下藥，得不到安慰的效果，反而把約伯推進更痛苦的深淵中。 

       在約伯記四章的講論中，以利法認為罪與苦難有直接連帶的關係，苦難就是因犯罪而導致的後果，也是罪

的懲罰，懲罰是有益的，會把人帶回到神那裡。「神所懲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輕看全能者的管教。」

（伯 5:17），以利法的觀點是對的，卻不適用約伯身上。以利法暗示並指控約伯因有罪而遭致苦難，也勸約伯

需要悔改認罪，才能終止禍害，重獲康復和財富。但事實上約伯正如神説的「完全正直、敬畏 神、遠離惡事」

（伯 2:3）是完全清白、無罪的人，跟他的苦難毫無關係，所以證明以利法對約伯的指責是不正確、妄下推斷。

根據約伯記 4:8 説：「按我所見，耕罪孽、種毒官的人都照樣收割。」以利法以他自己人生的經歷，認為約伯

的遭遇就是「因果關係」、「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這也是普世人的觀念，但卻與神的意念不同，神雖然是公

義，賞罰分明，但神也恩待罪人，只要罪人肯悔改認罪，神㑹赦免罪人，就如大衞和拔示巴淫亂，謀殺烏利亞，

犯了滔天大罪，但他誠心向神悔改認罪，而罪得赦免，合乎神心意的人。 

       約伯的三位朋友心存愛心、良善和友誼之情，不惜遠道前來慰問他，算是患難見真情、有情有義的知已，

只是他們的勸導沒有針對重點，甚至扭曲事實真相而弄巧成拙，可能激怒朋友，加深內心痛苦。以利法是以自

己的智慧、知識、經驗來論斷事情，而忽略神在人身上的心意。我認為一切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都在神的掌控

中，我們應該順服接受，向神禱告，把一切憂患苦難完全交託給神，莫忘初心、莫忘神在起初對我們的愛，跟

隨神的帶領。我們的神不是只看善惡、對錯的審判官，祂是擁有絕對公義和慈愛的神，祂帶領每一位願意悔改、

跟隨祂的人，走出因果報應的轄制，進入恩典盼望的生命,「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 神嗎？你的盼望不是在你

行事純正嗎？」（伯： 4:6），達到神眼中「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的目標。 

 以利法對約伯的影響 
楊榮國 弟兄 



 

 

 

在我們周遭有不少親愛的長輩年紀已經超過 80

歲、甚至 90 歲，感嘆歲月不饒人，萬事萬物都有

定期, 生命的規律有生就有死, 生死雖是我們人必

經的過程, 然而與我們所愛的人生離死別, 卻令人

感到傷心不捨。 

 

什麼是「臨終關懷」？ 

「臨終關懷」又稱「安寧療護 Hospice Care」或

安寧照顧，安寧療護方式的創始者是一位英國醫

師桑德絲( Dame Cicely Saunders）, 她在 1960

年照顧臨終病人的新做法是設立一座像中古世紀

的安寧院所, 將之打造成一個平靜祥和的地方, 以

愛與慈悲的關懷為基礎，著重於緩解減輕症狀的

緩和療護法，讓患者非常安詳地從這個世界安度

到另一個世界。 

 

桑德絲醫師告訴臨終病患：「直到生命的最後一

刻，你都很重要，而我們盡可能幫助你，不只是

安詳地邁向死亡，還要好好地活著，直到最後一

刻。她又強調：「我們必須關心生命的品質，一

如我們關心生命的長度。」 

 

認識現代的安寧療護 Hospice Care ： 

當以治癒為目的的醫療措施，已經無法控制病情

的繼續惡化, 病人預期生命可能少於六個月時，為

臨終病患與家屬提供症狀緩解、情緒支持、靈性照

顧與其他社區綜合資源，以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

安寧療護不加速死亡, 也不延緩死亡, 但支持及協

助病人與家屬直到生命自然結束。安寧療護不限

於癌症病人，也服務一切末期的患者。 

 

桑德絲醫師在 1976 年提出「整體痛 Total Pain」

的觀念: 

是形容病人與家屬在生命末期、臨終、死亡、悲

傷時期所經歷強烈的痛苦。 

  

末期病人會遭遇所謂「整體痛」的痛苦,包含下列

四方面:  

1、生理(身體)疼痛: 包含全身各處的疼痛、喘氣、

呼吸困難、嘔吐、失眠等。  

2、心理(精神)痛苦: 如憤怒、憂傷、焦慮、牽掛、

沮喪、恐懼等。 

3、社會痛苦: 與愛的人生離死別、人之間的溝通困

難、經濟保險壓力、家庭問題等。 

4、靈性痛苦: 尋找人生生存意義、探索死亡真相、

尋求心靈依歸、宗教信仰是否帶來安慰等。 

上述四種不同的痛苦會彼此互相影響, 造成病人

有更大的痛苦，他們在交纏的痛苦中盼望身心靈

得到寧靜安適。 

 

臨終患者在面對死亡時, 內心的反應是複雜的, 研

究臨終患者的先驅庫柏勒•羅斯（Elisabeth Ku-

bler-Ross）曾指出，臨終患者知道患上不治之症

的事實後, 會經過六個重要階段：否認與孤立、生

氣與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或憂鬱、接納事實、 

心情寧靜安適。 

 

1、否認與孤立（ Denial and Isolation）： 

「不可能是我，你們弄錯了！」「不，那不是真

的！」「我不相信！」 

 

2、生氣與憤怒（Anger）： 「為什麼是我？不

公平!」患者會怨天尤人，內心充滿怨怒不平、

生活無意義。 

(上) 
Tiffany Chen 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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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討價還價（Bargaining） 「設法活久一點，慢

一點死」，「神啊，醫好我，我以後一定要如何？」

心中祈求奇蹟出現。 

 

4、沮喪或憂鬱（Depression） 患者要面對殘酷的

事實，就會悲傷、畏縮、哭泣、意志消沈。 

 

5、接納事實（Acceptance） 「我已經準備好！」

患者心平氣和接受事實、面對死亡。 

 

6、心情寧靜安適（Emotion Serenity) 乃是最後的

盼望。 

 

臨終關懷（安寧療護）的目標，正如中國人所謂的

「善終」，希望能夠做到內心衝突恐懼的消除，人

際怨恨的改善, 未了心願得以實現, 未竟事務的安

排, 親朋好友的道別。使臨終的病人在最後的日子

中，保有尊嚴、減輕痛苦、身體舒適、過程平和、

靈魂得勝。 

 

大家都認識的臨終關懷最佳典範— 德蕾莎修女, 

她在印度加爾各答的貧民窟，收留那些被遺棄在

水溝旁、垃圾堆、馬路邊、無法走動乞討、奄奄一

息的可憐人, 他們的身體組織潰爛發出惡臭。德蕾

沙修女拖著板車, 拉回收容所名稱為「垂死之家」。

修女盡心盡力服侍照顧這些垂死的病人, 在他們

的眼中德蕾沙修女就是神派的天使，他們在修女

的溫柔慈愛細心照顧中, 平靜安詳、有尊嚴地離開

人世。 

 

義務推廣英文新韋氏音標 

       主耶穌説:「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你們

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

父。」（馬太福音 5:16）此篇文章

轉載於世界日報，是我們教會的張

德匡弟兄接受記者採訪，談論有關

於他義務在華人及其他族裔推廣語

言交流、促進社區族群融合的一篇

報導，張弟兄秉持基督愛人如己、

博愛樂群的精神和善意來關懐並服

務於社區，作出美好的見證, 並彰

顯主的榮耀。 

    為了讓華人及其他族裔移民快速準確掌握美

語發音, 學好語言交流, 盡快融入美國社會, 華裔張

德匡在南加華人聚居城市推廣美語「新韋氏音標」

十餘年, 各族裔學員約萬餘人。 

       他説, 目前在社區推廣「新韋氏音標」的人不多, 

自己不僅是受益者, 也是不遺餘力積極推動者。推

廣「新韋氏音標」原因, 張德匡表示, 他受益良多, 也

要讓其他人獲益。 

       張德匡是北美作家協會主要成員, 自 2005 年起, 

開始義務輔導新移民美式英語發音, 他採用新教學

法, 讓很多學員在較短時間内掌握美語讀音, 而且

他還將教學心得撰寫成册,  完成「英語新音標

PHONICS 及字母的自學」一書。 

       他説, 通過學習「新韋氏音標」, 不同族裔背景移

民克服美式英語發音障礙, 較快掌握美語交流。為

推廣「新韋氏音標」, 他曾赴祖籍貴州師範大學為數

千學生授課, 獲得肯定。他也因為從事義務教學, 多

次被授予傑出義工獎, 比如洛杉磯縣圖書館最佳義

工獎等。 

        張德匡説, 他推廣的「新韋氏音標」對他學習美

式英語發音幫助很大, 徹底解決了他最初學習英語

張德匡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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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發音困擾 , 後來他曾撰寫文章, 發表在世界日

報。 

       他是退休後才開始深入研究,  新移民如何學習

美式英語發音, 曾到洛杉磯市圖書館查遍 22 本收

錄字數最多的英文大字典, 發現至少有 15 本大字

典標註單字發音時, 使用了有「模糊音」的韋氏音

標。這些發現也令他找到了美語發音關鍵, 就是要

快速準確掌握美語發音, 需要增加「模糊音」, 他將

增加模糊音的韋氏音標, 稱為「新韋氏音標」。 

       他舉例, 比如「American」發音就有兩個模糊音. 

「Pacific」有一個模糊音, 如果發音中模糊音被忽

視, 發音就不夠美語化。張德匡並將美語發音學習

體會, 寫進他曾出版的「豆情集」一書。 

       張德匡推廣「新韋氏音標」, 完全是出於提高

新移民美語學習能力的熱情。他並非英語專業, 他

於 1970 年代自北愛荷華州立大學留學, 專業是物

理, 年近 50 歲時才嚐試文學創作。 

 

《聖靈的話》 

靈修心得 
趙國英 姊妹 

羅馬書10:17「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

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回應：世界上有很多的聲音和道理，我要

聽什麼？「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我

要聽的是基督的話。整本聖經都為耶穌基

督做見證，都是神的話，都要好好去讀去

思想。求神饒恕，許多時候我在讀神的話

時卻是用挑三揀四的態度在讀，愛這個、

輕那個。每一次讀到利未記就想跳過，或

是直接跳過，覺得這卷書就想以色列人在

曠野裡繞行一樣，又長又無趣。求神幫助

我愛祂的話語、渴慕神的話語，改變我的

心思意念和態度，不憑自己的喜好選擇性

的讀祂的話。 

                 《新生命家訊》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新生命家訊編緝小

組竭誠歡迎大家踴躍投稿，一起分享您

在主裏所領受的恩典，無論是得救、信

仰生活見證、靈修心得、感恩讚美、時

勢分析感言、節日感言、教㑹事奉有

感、傳揚福音、宣教、牧養、生活點

滴、教會活動感言、社區服務都歡迎，

共同為新生命家園耕耘、灌溉。若有與

主題相關的圖片，也請隨同投稿時一併

附上。 

來稿請交楊榮國弟兄 謝謝！

（rongdavisya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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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莎拉 姊妹 
十架之路 四十 天 

回應        專欄 

回應第十五天: 約壹一書第 3 章 16-20 節 

楊榮國 弟兄 

彼此相愛建立在神聖生命, 世上一般的愛可以説

是發自人性，見於人情，人與人之間不僅充滿愛，

也充滿了恨，所謂「愛之欲其生 ；恨之欲其死」

而主耶穌的愛才是真愛、神聖的愛，他甘願被釘

十字架爲我們捨命。神就是愛，「神愛世人，甚

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

亡，反得永生。」（約 3:16）主也曾對門徒説：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

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約

13:34）。 約翰強調，兄弟相愛，不要在言語和舌

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行為和言語相對，

真誠與舌頭對比，言語和舌頭只是玩弄虛假空洞

的言論，真誠是指神的真實，神聖的美德，而行

為是要有捨己的行動。當我們接受了主，得著神

聖的生命，我們就憑著這生命，用神聖的愛來愛

弟兄，這神聖的生命就是我們愛弟兄的能力。 

 

回應第 16 天- 羅馬書 第 8 章 31-39 節  

Phoebe Wu 姊妹 

阿們!  感謝 神 ,基督徒在主的恩典裡，靠聖靈的

帶領活出基督的新生命，這就是榮耀 神。「既是

這樣，還有甚麼說的呢？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

擋我們呢？」(羅 8:31) 我們既接受了 神的幫助，

那麼撒旦對我們的控告、世人對信徒嫌棄的目光, 

這一切都不能阻擋我們與 神和好，因為我們是被 

神揀選的，神的愛子已經為我們承受罪的代價，

父神又使祂復活了，這是証明父神接納了耶穌基

督為我們成就的贖罪祭，使我們與父神之間不因

罪隔絕。在奔跑天路的過程中縱使會遇到各式各

樣的逼迫、環境的影響、肉體與心靈上的試探；

這些都不足以讓我們擔心害怕，因為我們有聖靈

在我們裡面嘆息呼求，基督耶穌也在父神的右邊

為我們禱告，祂們同工為我們向天父代求，還有

什麼能抵擋我們與 神隔絕呢。任何困難都不會改

變 神對我們的愛，祂帶領我們出黑暗，入光明；

我們要堅定意志靠著主耶穌基督的幫助，便能得

勝還有餘。感謝 神愛我們。 

 

回應第十七天: 約翰福音第 1 章 29-34 節  

Tracy Tzong 姊妹 

耶穌用水和聖靈為信徒施洗，也宣告應許的時代

來臨！只要我們的祈求是合乎神心意的，我們只

需帶著信心，來到神的面前獻上感謝和讚美就够

了！「且滿心相信 神所應許的，必能做成。」

（羅 4:21） 

趙立普 姊妹 

感謝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兒子，唯有藉着神羔

羊的寶血，我們才可以得潔淨，罪得赦免！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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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be Ho 姊妹 

阿們!  感謝主 「我先前不認識他，只是那差我來

用水施洗的、對我說：『你看見聖靈降下來，住

在誰的身上，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約 1:33) 

主耶穌基督是受聖靈施洗的。我們接受主成為基

督信徒的當下也受了聖靈的洗。因聖靈感動人

心；使我們敞開心門接受 神的愛，從此我們就

是住在 神裡面，神也住在我們裡面。不要只是讓

聖靈暫時停留而已，而是要讓聖靈「長住」在我

們裡面，接受祂成為我們的保惠師，指引我們正

確的方向走在真道上。 

 

回應第十八天: 創世紀 第 22 章 1-8 節  

Tracy Zhong 姊妹 

「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可 9:23）

信心之父亞伯拉罕可以把他的獨生愛子獻上，就

是因着全然地信。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祈求神

將同樣的信心加給我們, 讓我們一同來經歷神的

信實！ 

Tiffany Chen 師母 

亞伯拉罕雖被稱為信心之父, 但天父仍給他極大

的考驗, 要他全然犧牲獻上他的摯愛兒子成為獻

祭，這是多麼殘酷且令人不捨！ 但是亞伯拉罕

全然順服天父，以撒也全然順服父親。 如果這麼

大的艱難考驗，臨到軟弱的我身上時，我能做到

嗎? 想到天父稱竟將獨身愛子耶穌基督，道成肉

身來到人間，受盡嘲諷、忍受鞭傷、承受酷刑，

擔當眾人的罪孽，為要贖回世上的罪人， 這是多

麼偉大的恩典與愛啊！ 求天父原諒我時常專注

在自己的孩子們的照顧上，而忽略天父的心意！ 

在我的生命中，天父也會給我不同的挑戰、難關

來磨練我，是為雕塑我，使我成長，更加堅韌。 

我深信當挑戰試煉來臨時, 愛我的天父必賜給我

夠用的恩典去面對克服。 懇求天父栽培教導我

的孩子們，使他們有像以撒的孝順品格，順服尊

重長輩，並有一顆敬畏神的心，在這敗壞墮落、

邪淫強暴的年代, 能夠定睛仰望神、不隨波逐流，

依靠主的同在，勝過一切困境，埾守基督信仰，

子孫代代相傳。 

 

Alice Wang 姊妹 

神有時候實在令人難以明白。祂在亞伯拉罕 75

歲時應許賜給他後裔，他等了 25 年，撒拉才生

下以撒。好不容易以撒被拉拔長大，年輕力壯可

以揹燔祭的柴上山的時侯，神卻要”試驗亞伯拉

罕“，要求他：「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

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把他獻為燔祭。」（創

22:2）燔祭是全部燒成灰，而神要的祭物是亞伯

拉罕的獨生愛子，也是亞伯拉罕的最愛以撒，這

是什麽樣的“試驗”呀？實在太不合乎邏輯了。  

 

更不可思議的是亞伯拉罕的順服，沒有抱怨、沒

有懷疑，馬上行動。「亞伯拉罕清早起來，備上

驢，帶著兩個僕人和他兒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

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 

三日，亞伯拉罕舉目遠遠地看見那地方，亞伯拉

罕對他的僕人說：『你們和驢在此等候，我與童

子往那裡去拜一拜，就回到你們這裡來。』」(創 

22:3-5) ,當以撒問父親「燔祭的羊羔在哪裡

呢？」(創 22:7) 亞伯拉罕說：「我兒，神必自己

預備做燔祭的羊羔。」(創 22:8) 看起來亞伯拉罕

真的相信他只是與以撒往那裡去拜一拜, 就會回

到僕人那裏。這是多大的信心呀！  

 

當亞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時，故事有一

個大轉折， 天使攔阻亞伯拉罕說：「你不可在這

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可害他! 現在我知道你是

敬畏 神的了; 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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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創 22:12）原來神要

試驗亞伯拉罕“是敬畏神的”；而亞伯拉罕通過

了試驗。「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 就生

忍耐。 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

無缺欠。」（雅 1:3-4） 

 

 天父，你獻上你的獨生愛子耶穌，來成就你的救

贖計劃。你也要我們獻上我們的最愛，來跟隨你。

求你赦免我愛世界的心；求你賜給我如亞伯拉

罕的順服與信心，知道信心的試驗是使我“成

全、完備，毫無缺欠”；求你保守我家世世代代

都是敬畏神的人。阿們！ 

 

Phoebe Wu 姊妹 

感謝主的救恩, 亞伯拉罕承受了獻獨生愛子的終

極考驗、三日上山的煎熬這都是 神預定之中的

事。天父也藉此䂊表了祂將要讓耶穌基督為世人

的罪犧牲成為贖罪祭。與亞伯拉罕不同的是，耶

穌走上各各他山時並沒有羊羔替代祂的死，耶穌

本身就是那頭被扣著荊棘的公羊。天父沒有將祂

的兒子就是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們。天父自己

預備作燔祭的羊羔。感謝天父的預備，珍惜基督

耶穌的犧牲，因此我們從此都要穿戴屬靈的聖

裝，背負 神賦予的使命，為主活出基督新生命。 

 

回應第十九天: 創世紀 第 22 章 9-18 節  

楊榮國 弟兄 

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故事，不僅是一段有意義的歷

史，並且也是彰顯神慈愛的一幅美麗的圖畫，更

讓我們學習到很重要的功課，也清楚看見神的信

實，「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

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

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 10:13）亞伯拉

罕藉著神的呼召、神的顯現，從神經歷一切，而

使信心大增，神才把亞伯拉罕放在這高難度的試

驗中，而愛子以撒則是他的試金石，亞伯拉罕的

信心乃是基於神堅定的應許，在他一生的信心道

路上，神讓他學習四次捨棄，學習愛神超過愛神

所賜的恩典（約 21:15）。 從這個例子，幫助我

們如何面對明天種種的試煉和考驗，也讓我們如

何操練我們的信心，接受明天各樣的挑戰，也唯

有不斷的經歷神、尋求神的智慧、明白神的心意，

我們的信心才能日益堅定茁壯。 

 

Tracy Zhong 姊妹 

「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撒上

15:22), 求主幫助我從早到晚, 都很留意去做一個

順服的人。順服就是竭力追求神！ 

 

趙國英 姊妹 

沙和星 因著亞伯拉罕和以撒的順服，神祝福他並

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

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

邊的沙。」(創 22:17) 感謝天父，我們因他那一位

子孫耶穌基督的救贖，使我們以信為本的人，成

為亞伯拉罕的子孫。 我們是神所應許給亞伯拉罕

的沙和星。 

 

趙立普 姊妹 

主啊，賜我們有行動的信心，真的信心，活出來

的信心, 我們所有的, 包括生命都是從神來的...赦

免我, 憐憫我的小信或疑惑，求聖靈的真光照耀

在我們所行的路上，使我們能勇敢前行。「信是

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希 11:1)，

主耶穌基督就是實底就是確據。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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