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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害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亞伯拉罕  以信立國 

引⾔ 

u 挪亞在旱地建⽅⾈，以敬畏神、不疑惑的⼼建立神的國。⽽摩⻄則以⾃由建立神的國

(Freedom Fighter)，還有⼤衛和其他信⼼偉⼈…… 

u 救贖的⾼峰是由舊約開始，是由神吩咐亞當管治⼤地開始，祂透過⼈類展開在地上的 

治權。 

u 可惜亞當墮落，到挪亞也失敗了，⽽挪亞其中⼀個兒⼦含的後代寧祿，發動巴別塔事件，

他們雖然是⼀樣的⼈⺠和⾔語，卻⾏出⼀樣的邪惡。 

u 神不想勉強⼈類順服祂，渴望他們⾃發地愛祂、順服祂，⼈類卻濫⽤⾃由作惡和反叛， 

祂使⽤挪亞進⾏祂立國的計劃，⼜再被邪惡中斷了。神非常擔⼼要再⼀次滅世，於是祂再

尋找順服的⼈，再啟動立國計劃。 
 

主題內容 

神找到亞伯蘭 

Ø 神國：原來是由夢想開始。夢想，是由順服神的不可能開始。 

Ø 最後，神國會取締地上的國。神要求亞伯蘭相信祂、順服祂。 

創世記 15:5-6 CUV 

5 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能數得過來嗎？」又對他說：

「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6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羅馬書 4:16-24 CUV 

16 所以人得為後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屬乎恩，叫應許定然歸給一切後裔；不但歸給那

屬乎律法的，也歸給那效法亞伯拉罕之信的。 17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

使無變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作我們世人的父。如經上所記：「我已經立你作多國的

父。」18 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國的父，正如先前所說：

「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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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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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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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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們這信神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人。 

Ø 我們得以成為亞伯拉罕後裔，全是信⼼和恩典。 

Ø 信⼼：相信耶穌從死裡復活，就能接上亞伯拉罕的信⼼，成為後裔。亞伯拉罕⾯對越

來越差、越來越不可能的環境，他卻有不軟弱的信⼼（Strong Faith v.19），全是神的

恩典。他不是相信環境，乃是相信神的應許。 

Ø 神應許香港成為公義之城，我們相信無論香港變得多敗壞，這應許都要成就，⽽應許

成就的關鍵，在於⼀群對神有堅固信⼼的⼈。 

Ø 「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v.22）：神將義加給亞伯拉罕的⼾⼝（credited to him as 

righteousness），亞伯拉罕被神接納，永遠被稱為義，他與神立約，並擁有所賦予的

應許。這義也加給我們相信耶穌的⼈，叫我們與亞伯拉罕(數星星的始祖)和眾屬靈偉

⼈的應許連線，叫我們與神國有份。若神國是這如此強⼤和⻑遠，我們還有甚麼懼怕。 

Ø 亞伯拉罕的信⼼：「神將義加給亞伯拉罕的⼾⼝」，因為他完全信任神的應許，他的

信⼼是真實的。這並非亞伯拉罕個⼈的經歷，⽽是具有廣泛的意義的。如果「因信稱

義」對他是真確的事實，那麼對所有的⼈都適⽤。  

（Abraham’s faith was “credited to him as righteousness” because it was true faith, i.e., 
complete confidence in God’s promise. Abraham’s experience was not private or individual 
but  had broad implications. I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was true for him, it is universally true.） 

 

聖經的核⼼觀念：建立神的國 

Ø 聖經的核⼼觀念：不是傳福⾳(⽅法)，最重要的是建立神的國(⽬的) 

Ø 聖經的核⼼是王國，這才是最終的信息。 

Ø 但神國的建立是由⼀個⼈開始。⼀個⼈的信⼼：相信神的應許在個⼈，之後在⼀個家、

⼀個族、⼀個國。到新約，我們相信耶穌從死裏復活！ 

Ø 神是萬王之王，祂是我們的王，我們跟隨祂，向祂獻上忠誠和愛。祂來建國，祂的國，

永無窮盡！ 

Ø 羅 4:24：也是為了我們。亞伯拉罕相信⼀位能叫⼈從死裡復活的神⽽被稱義，所以 

我們因相信「那位叫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被稱義。（參 10：9）。 耶穌

活了，祂仍然活著。 

（4:24 but also for us. As Abraham was justified because he believed in a God who brought 
life from the dead, so we will be justified by believing “in him who raised Jesus our Lord from 
the dead” (see 10:9 and note). Jesus lived and he still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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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之約的重點 

1. 呼召 （創 12） 

Ø 神主動呼召亞伯蘭，是⽩⽩的恩典。 

Ø 這是王家立約的⽅式，祝福⾂僕，充滿恩典。  

創世記 12:1-4 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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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亞伯蘭就

照着耶和華的吩咐去了；羅得也和他同去。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年七十五歲。 
 

2. 立約 （創 15）：神應許亞伯蘭會有很多的後代及實質的地⼟ 

創世記 15:5-7 CUV 

5 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能數得過來嗎？」又對他說：

「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6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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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確定 （創 17）：割禮為記 

Ø 神吩咐亞伯蘭他世世代代都要⾏割禮。但感謝主，在徒 15 章，耶路撒冷⼤會要求外邦

信徒只需有信⼼，在⼼中⾏割禮。 

創世記 17:9-10 CUV 

9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和你的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 10你們所有的男子都

要受割禮；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所立的約，是你們所當遵守的。 
 

4. 經過考驗之後再確認 

Ø 亞伯拉罕獻上兒⼦以撒，原來他相信神能叫兒⼦能復活，也相信神也能叫所有死了的

⼈和事復活。亞伯拉罕以信⼼開啟建國的道路。 

創世記 22:16-18 CUV 

16「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着自

己起誓說：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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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子孫必得着仇敵的城門， 18 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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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呼召⼈、與⼈立約、確定、經過考驗之後再確認應⽤在我們⾝上 

Ø 神對我們發出⼀⽣的呼召，與我們立約，施⾏記號，容讓考驗臨到。 

Ø 與神立約是神國擴展的關鍵。 

Ø 在⼈類歷史上，宗教所製造出來的問題多於所解決的問題。可能基於這個原因，數以

千萬計的⼈感到困倦，摒棄了各種制度化的宗教，選擇接受⼈本主義、共產主義、 

法輪功和不同的哲學等等。 

Ø 聖經的第⼀卷書「創世紀」，寫出了我們被造的⽬的，不是為了建立宗教，乃是要 

管治⼤地！ 

創世記 1:26 CUV 

26 神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像、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

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Ø 「管理」：神國的最⾼統治，是神的王權。基本上，⼈類被造，是要管理地球。 

Ø 聖經，不是以救恩為主，是以承受救恩的⼈在地上建立⼀個從天上進⾏統治的國度。 

Ø 耶穌的信息、任務、熱情、⽬標，就是要重新引入⼀個王國，⽽不是建立⼀個宗教。 

馬太福音 4:17 CUV 

17 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結語：擴展神的國 

u 耶穌遠超過⼀切⼈認為的信息和⾓⾊： 

- 回教徒誤解耶穌：偉⼤先知 

- 印度教徒誤解耶穌：偉⼤教師 

- 無神論者、資本主義誤解耶穌：是⼀個歷史⼈物 

- 有些基督徒：宗教創立者，為上天堂的保險單 

彼得前書 2:9 CUV 

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

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u 我們是天地連線的關鍵橋樑，要傳揚這福⾳，神的⼦⺠沒有分成不的同國藉，只有天國⼈。

我們只有⼀個任務，就是去宣揚神的美德。 

u 當所有宗派⼀同為神國夢想，明⽩我們只屬於不同的兵種、職能，帶著這樣的觀念，神⼦

⺠就有完全合⼀的可能。  
 

〖由 Vicky 筆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