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因為
到 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 神，且信祂賞賜那
尋求祂的人。 



詩103：13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  
   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祂的人！   

弗6：2-3「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父推四肢癱瘓的腦性麻痺兒
子，從年輕跑到老 

父親狄克霍伊特（Dick Hoyt） 

兒子瑞克（Rick Hoyt） 

父親有清楚的信念和使命
----要讓孩子快樂並幫助
實現夢想，也透過生命鼓
勵身心障礙者勇敢活著。 



 

一、聽！ 神的呼召（創12：1） 
二、信！ 神的應許（創12：2～3） 

三、行！ 神的旨意（創12：４～5，  

                                     22：1～19）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11：1 

那麼，信心是甚麼呢？信心是對所盼望的事
有把握，對不能看見的事能肯定。現代中文譯本 



2司提反說：「諸位父兄請聽！當日我們的 
 祖宗亞伯拉罕在美索不達米亞還未住哈蘭 
 的時候，榮耀的上帝向他顯現， 
3對他說：『你要離開本地和親族，往我所 
 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徒七2～4 





徒七4 他就離開迦勒底人之地，住在哈蘭。他父
親死了以後，上帝使他從那裏搬到你們現在所住
之地。                             
創11:31他拉帶著他兒子亞伯蘭和他孫子哈蘭的兒
子羅得，…，出了迦勒底的吾珥，要往迦南地去；
他們走到哈蘭，就住在那裏。 



1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
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2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3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創十二：1～8 



4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羅得也
和他同去。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年七十五歲。
5亞伯蘭將他妻子撒萊和姪兒羅得，連他們
在哈蘭所積蓄的財物、所得的人口，都帶往
迦南地去。他們就到了迦南地…7耶和華向
亞伯蘭顯現，說：「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
裔。」亞伯蘭就在那裏為向他顯現的耶和華
築了一座壇。8從那裏他又遷到伯特利東邊
的山，支搭帳棚；西邊是伯特利，東邊是艾
。他在那裏又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求告耶
和華的名。（ 宣揚 神的名）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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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10因為他
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
經營所建造的。來11：8-10 

前方有什麼危險、路程有多遠、要費時
多久，他一概不清楚；他只知道「誰」
在帶領，他該跟從「誰」，而且為何如
此行！ 

信靠及順服 



原文直譯是「從你本地、本族、父家，你要自己
前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go forth for you from your country, from your 
homeland, and from your father‘s house to a land 
which I will show you）              看見 
「前往、為自己」  只有「方向」  

第一，「為自己」表明亞伯蘭自己要去，別人不能替代 
第二，暗示亞伯蘭要藉着這行動，找到他的真我… 
第三，十三世紀一位猶太釋經者把「為自己」（for you），解為
「去到自己」（to you），要進到自己的深處（根），才可發揮
自己的潛能。  
第四，「前往、為自己」，暗示要割斷前有的「關係」，再建立
新的關係；他要藉着「離開」，脫離原有的一切，才可進到新的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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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pel spread across NW China 

 
  

 

博德恩 
Borden  

石愛樂 
1931 

Schoerner 

海春深 Harris 1916 

福音從沿海、傳到内地、 再傳到西北 

Gospel spread from the coastal to the NW 

馬禮遜  

1807 

Morrison 

 

戴德生 

1854 

Taylor 

 

～主愛穆民 



Gospel reached NW China 

福音傳到中國西北 

博德恩 
William W. Borden 
26岁 1887-1913 

“毫不保留 No Reserves！” 
“永不退縮 No Retreats！” 
“全不后悔 No Regrets！” 



呼召的感覺不見了， 

怎麼辦？ 

基督徒要重拾自己的呼召，沒
有捷徑，只有藉著回到聖經裡
面，從聖經所記載神的國度和
視野，來重新衡量自己的生命，
方能找到出路， 
為自己在神國度裡找到定位。 

唐慕華  Dr. Marva Dawn 



加 3：29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
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一「成為大國」     創十二：2～3  
二「我必賜福給你」 

三「叫你的名為大」 

目的：「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直譯是「要成為祝福」 

          （be a blessing）  

創十二 2，十五1～5 



 第一次命令：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  

 第一次應許：（A）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B）我必賜福給你  

          （A'）叫你的名為大  

第二次命令：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目的句）  

第二次應許：（B）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A）那咒詛你的（小看你的 

                               我必咒詛他  

       （B'）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兩次應許用了交叉、 
           同義、反義三種平行  

創十二： 

    1～3 

Gen 

 12:1-3 



  C. S. Lewis(1898-1963)  納尼亞傳奇3：黎明踏浪號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The Voyage of the Dawn Treader  

 Lucy Reepicheep 



17 如經上所記：「我已經立了你作萬國的
父。」他所信的，是叫死人得生命，使無變
為有的上帝。18 在他沒有盼望的時候，仍
然懷著盼望去信，因此便成了 萬國的父，正
如上帝所說：「你的後裔將要這樣眾多。」
19 他快到一百歲的時候，想到自己的身體
好像已經死了， 撒拉也不能生育，他的信心
還是不軟弱，20 也沒有因著不信而疑惑上
帝的應許，反倒堅信不移，把榮耀歸給上帝，
21滿心相信上帝所應許的，上帝必能成就。
22 因此，這就算為他的義。（羅四17～22） 
 



1.肯定 神的能力（祂是否有能力實現應許） 
  a.復活的 神（叫死人復活） 
  b.創造的 神（使無變為有）--- 
             叫不存在成為存在（REB) 
V.19 ：「撒拉的子宮亦已死亡」直譯 
 

2.相信 神的信實（可否信任祂是否必會如此行） 

亞伯拉罕知道 神能夠遵守諾言（因為祂有能力）， 

           也相信 神必會成就應許（因為祂的信實）。 



創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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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大大地賞賜你。」 

希伯來文：                             

主動指  神的拯救和施與 

被動指  神的防衛和保護 

詩 28:7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我的心倚靠祂， 

我就得到幫助； 

所以我的心歡樂。 

我要用詩歌頌讚祂。 



馬禮遜之墓。中國澳門 

馬禮遜( Ma Lixun ,  

Robert Morrison ) 

 1782 ~ 1834 

1807年1月28日，馬禮遜肩負著
宣教使命，啟程前往中國… 

開設醫療診所 

他們忠心地把骸骨留在戰場上，他們盡忠於救主的大業，
直到最後一天。 

馬禮遜毫不猶
疑地回答說:"
我不能，但我
相信上帝能做
成這一切"。 
 



來 11:8 因著信，亞伯拉罕在蒙召的時候 

      就聽命往他將要承受為業的地方去 

 
雅各也說：「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 

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雅二21～22）                                                   



365 Days with E. Stanley Jones  
士史丹利‧鍾斯(1884–1973) 

生命，包含靈性、心智和身體，是人 

生暫歇的旅棧，也是承裝寶貝的器皿。 
把生命帶回到基督裡，表示願意學會放下自我中心，
轉以創造生命的上帝為中心。 

期待看見上帝一點一滴改造我們的生命，…… 

希望看見自己以及周圍的朋友和世界， 

因為耶穌基督的福音而突破既有的格局…… 

我們可以決定今天也要踏踏實實地在基督裡。 



      每一天表明自己是枝子，擁有樂意連結於葡萄樹的
心意。願意敞開聆聽的耳朵，仔細辨認前人跟隨耶穌基
督的足音，然後也勉力走在其中，每天一點點的步伐，
穩定而有節奏。 
    鍾斯說：「上帝正在打擾你……這份永恆的憐憫追趕
我們，讓我們與低劣的自我交戰，打擾我們到一個程度，
讓我們只想求祂放過，寧可獨自一人死去。但是，愛當
然不會讓我們死去。我們所感受到的真實劇痛，都是祂
的戳記──激勵我們成為被改變的人。」 
    跟隨耶穌久了，不只是越發謙卑順服，也會忍不住會
想要挽起袖子跟從耶穌，一起去完成充滿創意的事情。 



 

 
 

「禱告、前去、差派」 

（Pray, Go and Send） 

弗6：18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19

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膽
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祕，  

太28： 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
權柄都賜給我了。 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 」 20 凡我所吩
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     



多元認識穆斯林 愛與瞭解開啟宣教 
 



啟5：9  

他們唱新歌，說：  

祢配拿書卷，  

配揭開七印；  

因為祢曾被殺，  

用自己的血 從各族、各方、 

             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  

叫他們歸於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