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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17:1-9
1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
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
面前作完全人，2 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後
裔极其繁多。」3 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
他说：4 「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
5 从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
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



创世记17:1-9
6 我必使你的後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7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
後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
和你後裔的神。8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後裔永远为
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9 神又对亚伯拉
罕说：「你和你的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
的约。」



创世记28:13-15
13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作：站在他旁
边），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
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
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後裔。14 你的後裔必像
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15 我也
与你同在。你无论往那里去，我必保佑你，
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
了向你所应许的。」



出埃及记3:5-6
5 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
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6 又说：
「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
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
怕看神。



出埃及记3:16
16 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
『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
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
待你们。



出埃及记4:4-5
4 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
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5 如此好叫
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
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
现了。」



一、我是亞伯拉罕的 神、
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



為什麼 神一再提及：『我是亞伯拉
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屬靈上各代
表什麼意思？在現今和我們有什麼關
係？



〄路20/37-38

〄37.至於死人復活、摩西在荊棘
篇上、稱主是亞伯拉罕的 神、
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就指示
明白了。

〄38.神原不是死人的 神、乃是活
人的 神〃因為在他那裡、人都是
活的。



二、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三代所敬拜的 神



〄「三」是完全的數字，

〄「三代」代表世世代代，千代萬
代一直到永遠祂是 神.

〄（詩九十：2 ）諸山未曾生出，
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
永遠，你是 神。



〄三代表: 神是遠古丶現今丶將來
的 神.

〄三代表: 神是昔在丶今在丶永在
的 神.

〄三代表: 神是完全的丶世世代代
丶永遠不改變的 神.



1、他們所敬拜的是活人的 神

〄我們的 神不但是活人的 神、也是永
活的 神。

〄在亞伯拉罕時祂是 神，在以撒時祂
是 神、在雅各時祂也是 神。



2、他們所敬拜的是賜福的 神

〄神恩待亞伯拉罕、 神恩待以撒、 神
恩待雅各，相信 神也要恩待你我。

〄保羅說：我們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
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加三7、9）
。



3、他們所敬拜的是個人的 神

請你們注意,聖經沒有說「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 神」，而是說「
亞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
的 神」。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們每一人都
是單獨與 神有關係的.

〄以撒不是因為亞伯拉罕與 神有關係而
與 神有關係的.

〄雅各也不是因他父親以撒、更不是因
為祖父亞伯拉罕與神有關係而與 神有
所關係。



4、他們所敬拜的是悅納的 神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三個人的特性
是截然不同的.



〄彼後三:9 說: 我們的 神是悅納的
神，祂願人人都悔改，祂甚至不
願一人沈淪. 

〄不管亞伯拉罕也罷、以撒也罷、
甚至狡詐的雅各，他們都不完美,
且各有失敗軟弱,但 神都願意拯
救接納。



5、他們所敬拜的是家族的 神

*為何要說：亞伯拉罕的 神、以撒
的 神、雅各的 神？

*從聖經可以看見 神的心意不僅是
揀選一個人、一個家庭、甚至是一
個民族、一個國家。



〄神不僅要呼召一個家庭來服事祂
、服事這個世代。

〄在詩篇讓我們看見, 神更是期盼
萬國萬民都起來敬拜衪、讚美衪
、服事祂.



6、他們所敬拜的是國家的 神

〄以色列國的根基是建造在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身上，

〄如果沒有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就
沒有 神的子民。

〄如果沒有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就
沒有以色列國.



〄1、我們所敬拜的是活人的 神

〄2、我們所敬拜的是賜福的 神

〄3、我們所敬拜的是個人的 神

〄4、我們所敬拜的是悅納的 神

〄5、我們所敬拜的是家族的 神

〄6、我們所敬拜的是國家的 神



三、神願萬人得救

神的心意乃世上萬國萬民全家世世
代代皆歸主.

1.挪亞帶領全家八口得救-創7章

2.哥尼流百夫長,領全家受洗 - 徒10章

3.呂底亞, 她和她一家都受洗 -徒16章



4.禁卒帶領他們全家受洗-

徒16章25-34提到保羅和西拉被關在牢
房裡,他們半夜禱告唱詩讚美神,眾囚犯
也側耳而聽,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的
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禁卒
以為他們逃跑欲自殺,…



二位先生,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
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
都必得救。」 徒16/31



「他們就把主的道講給他們聽,當夜
就在那時候,禁卒把他們帶去洗他們
的傷,他和屬乎他的人立時都受了洗
。於是禁卒就領他們上自己家裡去,
給他們擺上飯,他和全家因為信了上
帝都很喜樂」 徒16/25-34



四、我自己家族的神

見証分享:
第一代-鍾亞妹的 神
(曾外祖父,係長老會首位客家族牧師,被稱
為客家宣教之光及客家宣教之先鋒.)

〄他活到91歲,一生在桃園以南,竹南以北
幾個客家人群聚的縣市,間接直接為主建
立十幾間教會.



〄第二代-游鐘福音的神
(外婆,資深助產士,外公與她皆作長
老 ) 我外婆有一子四女皆信主.

〄我有兩個舅公兩個姨婆都信主.



第三代-何游秀英的神

(母親,資深助產士,曾在台北中和開
設一診所,名為--- 福音婦產科診所
為紀念外婆.











〄台北靈糧堂周神助牧師是我
的表舅,他有幾兄弟也是牧師,
他的兩個兒子也是牧師.

〄我的阿姨及舅舅有許多個兒
女當牧師、師母和傳道及長老
、執事 )



〄第四代-何俊明的神

〄曾在宣道會台中堂及台北堂各牧會
8年,美國田納西州府12年,北卡州3
年半,芝加哥新光1年半.





〄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全家都信主,
大弟的兒子何志文-係台中霧峰和
睦中心牧師.

〄二弟現在帶職進修神學中.

〄妹妹的兒子在磐石佈道團服事.







〄第五代-何宣愛、何宣恩的 神

〄(宣愛與Tony Chon在活水教會事
奉.

〄宣恩在台南聖教會擔任女傳道,先
生就讀高雄聖光神學院.)







〄第六代-(外孫女丶外孫)          
Hope Chon丶Hosea Chon、
Hudson Chon、Eliana Hsieh   
的神.



〄何師母-洪瑞芳第三代基督徒.

〄父母及六個弟兄姊妹皆信主.

*何師母的妹妹、妹夫高敏智牧師(台
南聖教會主任牧師,會友約1500人),高
牧師祖父高進元是聖教會創始人.

*父母親兄弟姊妹有多位獻身傳道.母兄
-劉瑞賢牧師.



*有三個兒子,皆為碩士研究所
畢業,有二個現在華神受造就,另
一個聽說明年也要去考華神.



















〄想不到一個平凡的家族,竟然如此
代代蒙主厚恩賜福,我們豈能忘恩
負義?

〄願一切的一切皆歸榮於 神.



〄約書亞24/15

〄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
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
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
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
耶和華。



〄既然我們所相信所跟隨所事奉的
神,是又真又活又奇妙的 神,既然
我們所得著的國是不能震動的國,
我們就該堅定我們的信仰,極力持
守我們的信仰.

〄請問世上還有什麼事比這更重要
? 更寶貴? 更永恆?



*盼望我們效法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以及約書亞世世代代信靠 神
、事奉 神, 傳承這真實寶貴的信仰
.

*使 神無限的恩典一代一代不斷的
延續下去…………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