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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靠的旅程 Journey of Trust
Genesis 15:1-12, 17-18, February 21, 2016
很⾼高興再與⼤大家在這裏⼀一同敬拜。︒上週末非常寒冷, 幸好我還在溫哥華避過
了那個寒流。︒ 我⼀一早已對⼤大家講過, 冬天⽉月份要留意牧師何時請假, 牧師放假
可以看作為溫度計。︒ 那時候要及早去超市入貨, 預備異常的天氣。︒ 農曆新年
慶祝過去之後, 教會進入⼀一個新的節期叫做 “⼤大齋節”。︒ “⼤大齋節” 與吃齋無關,
這是⼀一個基督信仰屬靈操練的⽇日⼦子。︒我們進入⼀一個四⼗〸十天的旅程, 主⽇日崇拜
除外, 預備復活節的來臨。︒ “⼤大齋節” 提供信徒⼀一個⼼心路歷程的默想, 這是⼀一個
守望的時候。︒ 在眾多的教會節期之中, 這是最富有調整⼼心靈空間的意味。︒ 這
是邀請信徒進入曠野的時候, 在那裏看⾒見⾃自⼰己身⼼心靈的真相。︒又或者信徒已
經陷入曠野當中, 此刻需要摸索迷宮的出路
今天的經⽂文來⾃自創世記, 上帝與亞伯蘭⽴立約。︒什麼是⽴立約? ⽴立約就是上帝與⼈人
勾⼿手指未。︒ 就好像今⽇日我們簽約或合同⼀一樣, 雙⽅方建⽴立關係, 這並不是第⼀一次
在聖經內看⾒見的事。︒ 挪亞⽅方⾈舟事件過後, 彩虹出現, 上帝保證不再⽤用洪⽔水氾濫
消滅⼈人類, 但今⽇日的經⽂文描述⼀一個更加詳細的約, 涉及民族及國家。︒ 上帝應許
亞伯蘭的後裔好像星那麼多。︒接着來是⼀一些⽴立約的細節。︒ 這些細節我們今天
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當中有涉及不能明⽩白的古代傳統。︒要明⽩白創世
記第⼗〸十五章上帝與亞伯蘭⽴立的約, 就要明⽩白這個故事之前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創世記共有 50 章。︒處理第⼗〸十五章的故事要算是⼈人與神相遇的⼀一個早期的
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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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第⼀一章至到⼗〸十⼀一章記載⼀一個初期⼈人類社會的故事。︒ 但接着的是暴⼒力的
出現, 也有洪⽔水掩蓋⼤大地的記載。︒ 挪亞⼀一家經歷⼤大地洪⽔水氾濫, 另外⼀一個新世
界再次出現。︒ 第⼗〸十⼀一章記載⼈人群起來建造巴別塔, 帶來的是上帝變亂⼈人類⼜⼝口
⾳音。︒ 上帝呼召亞伯蘭離開家鄉吾以前往美好之地, 應許世上萬國會因為亞伯
蘭得到祝福。︒這是⼀一個非常⿎鼓舞的起步, 但事情的發展就是亞伯蘭經歷饑荒,
需要下到埃及尋找糧食, 後期更加與親屬羅得發⽣生爭執, 需要分離。︒地上出現
戰爭, 亞伯蘭出來救回羅得的性命。︒這些事情都是在第⼗〸十五章之前發⽣生的。︒
你們覺得⼈人類社會發展得井井有條, 或是非常混亂 ?
這些凌亂的局勢, 使⼈人困擾的經驗, 若在上帝應許亞伯蘭之前發⽣生, 通常我們並
不覺得奇怪。︒ 但上帝的應許在第⼗〸十⼆二章已經出現了, 困擾便隨着⽽而來。︒ 你們
⾒見過凌亂的局勢沒有? 我相信你們⾒見過。︒ 在那個時候要相信上帝仍然坐着為
王是困難的, 放棄信念是容易的。︒ 當應許與現實並不相乎的時候, ⼈人便會懷疑
應許的實在。︒ 困難的經驗不是我們通常認為是被上帝祝福後的證據。︒ 我們
通常認為靈命增長接着⽽而來的並不應該是⾯面對⽣生⽼老病死的痛楚, 或⾯面對⼈人與
⼈人之間的紛爭。︒ ⼈人群湧入教會, 通常是希望得到喜樂與祝福。︒ 在不知不覺之
間忘記跟隨上帝要付出的代價。︒
所以聖經去到創世記第⼗〸十五章的時候, 我們看⾒見⼀一個現象, 就是發現信靠之路
原來不是平坦⼤大道, 反⽽而是充滿崎嶇及試驗的⼩小徑。︒若耶穌也被魔鬼試探的
話, 為何我們認為可以因著信, 能夠繞過試煉之路 ? 聖經去到創世紀第⼗〸十五章,
⼈人與神相遇的經驗仍然是膚淺的。︒ 亞伯蘭問上帝, 為何沒有給他兒⼦子, 他問上
帝還可以給他什麼證據證明他是受被祝福的⼀一位。︒ 亞伯蘭所表達的是⼀一個很
⼤大的信⼼心問號。︒ 雖然聖經不是這樣寫, 但透過他的問題我們可以體會亞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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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惑。︒ 他可能懷疑為何要離開家鄉 ? 為何應許還沒有變成事實 ? 為何他與
妻⼦子會經歷饑荒 ? 還有很多為何他找不到答案。︒ 他所經歷的並不容易忘記。︒
他的信⼼心遇⾒見試驗, 在與神同⾏行的路上究竟如何發展下去, 亞伯蘭想知道。︒
弟兄姊妹, 若在信⼼心的路上我們從未懷疑過, 失望過, 或放棄過, 我們便不知道
我們今天要堅持些什麼 ? 什麼是信仰真正的內涵能使我們為此⽽而活。︒ ⼀一個未
曾經過鍛煉的信仰看似有堅固的外表及話語, 其實離不開⼀一個幼稚的幻想。︒
在此我要讓⼤大家想起亞伯蘭被稱位⼀一位信⼼心之⽗父並不因為他為⼈人完美。︒ 他曾
下到埃及, 因為懼怕的原因要妻⼦子撒萊來說她只不過是亞伯蘭的妹妹。︒ 當他
看⾒見⾃自⼰己沒有後裔, 便希望僕⼈人夏甲帶給他男孩。︒我們看⾒見亞伯蘭有⾃自⼰己的
意⾒見, ⽤用⾃自⼰己的想法, 與我們很多⼈人⼀一樣。︒但上帝在亞伯蘭的身上有其他的作
為。︒ 信⼼心之⽗父並不是說他為⼈人完美。︒亞伯蘭得着這個稱號是因為每⼀一次當他
經歷上帝調整他的⼼心路歷程之時, 他再次堅定相信上帝。︒不過由懷疑到相信
會經過多重的考驗。︒ ⼈人⽣生經歷各式各樣的風暴, 最後能以上帝的話語作為指
標, 以謙卑的⼼心再次進入⼀一條似曾相識的信⼼心道路, 以愛過活的話, 便要明⽩白這
是⼀一條迂迴曲折的山路。︒ 再且, 信⼼心之⽗父這個稱號不是亞伯蘭⾃自⼰己講的, 乃是
上帝對亞伯蘭的描述。︒ 這描述不是基於⾏行為完美, ⽽而是亞伯蘭與上帝有⼀一個
不能拆毀的關係。︒⼈人⽣生渺茫, 凡認識信, 望, 愛的道理來過活的⼈人, 若不拆毀這
個關係, 上帝就算這⼈人為義。︒
在聖經中有不少⼈人物曾經經過這個⼼心路歷程。︒ 摩西, 約拿, 彼得, 多⾺馬及保羅,
在他們不同的處境當中⾯面對過內⼼心的掙扎, 曾經懷疑上帝的美善, 這並不是什
麼羞家的⾒見證。︒ 在這些個案當中, 聖經沒有責罵⼈人在迷惘時所發出的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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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馬說他要摸耶穌的傷痕才能夠相信復活的主。︒ 復活的耶穌對多⾺馬說, 你要
摸到才信, 來, 來摸⼀一摸。︒
我們並不知道是否這個原因上帝觸摸到亞伯蘭的⼼心, 決定與他⽴立約。︒上帝要
他⽤用那⼀一類動物又或者需要多少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知道這是⼀一個嚴肅的時
刻。︒ 透過籌備這個類似建祭壇般的⾏行動, 亞伯蘭將會⼀一⽣生不能忘記。︒ 這是另
外⼀一個不能否定的經驗, 上帝重新肯定對亞伯蘭的揀選。︒ 亞伯蘭的⼀一⽣生將會
經歷各樣的風波, 但上帝保證不會離他⽽而去。︒我們都曾經經歷這類型的揀選
。︒ 就是透過⽔水禮, 上帝與我們⽴立約。︒
上帝對亞伯蘭的揀選及⽴立約的過程, 透露⼀一種⼼心靈鍛煉的情操。︒是當教會進
入 “⼤大齋節” 期間默想的對象。︒亞伯蘭信⼼心的對象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
他在⼀一個沒有聖經或其他屬靈導師的環境之下, 決定不過腐敗的⽣生活, 反⽽而確
定天地萬物的主。︒ 這段聖經教導我們明⽩白塑造我們信⼼心⽣生活的元素並不⼀一定
是⽴立時可以經驗到的快慰。︒ 等待, 是信⼼心表達的⼀一部份。︒ ⾃自我反省, 監察⾃自
⼰己的動機是指出他⼈人的問題之先要處理的道德問題。︒ 其實在信仰的路上我們
都是耶穌的學⽣生, 在⼀一條崎嶇的路上學習看⾒見上帝的視野, 也需要看⾒見其實⾃自
⼰己內裏的真空, 需要以愛⼼心切磋及交流。︒ 在信⼼心的路上我們不要比較, 反⽽而要
以忍耐的⼼心⾏行事, 好樣我們靠近那位愛世⼈人的耶穌。︒
在這個 “⼤大齋節” 期間, 我們學習正視我們內⼼心的掙扎, 有時是⼀一些信仰難題。︒
有時我們看⾒見聖經這些所謂信⼼心偉⼈人, 又或者聽⾒見他⼈人的⾒見證, 為何我們總覺
得好振奮, 好似非常容易。︒ 但當⾃自⼰己⾯面對困擾, 總是覺得⾃自⼰己不能應付。︒這是
“⼤大齋節” 帶給我們的問題。︒ 我們可以作什麼? 趁着今年多倫多冬天天氣和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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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多出外到公園散步, 默想我們⾏行過的道路。︒ 我們學習不過埋怨的⽣生
活, 反⽽而感謝上帝同⾏行的恩典。︒
這次回到⾹香港, 有機會找到⼀一位三⼗〸十多年來都沒有聯絡的姊妹的電話。︒她是
我初信主時不斷栽培的好朋友。︒ 她最近身體遇⾒見很多不適之處, 每⽇日要去接
受治療。︒雖然多年沒有聯絡, 我們的友情是建基於基督的福⾳音, 是在上帝無形
的普世教會當中以信⼼心連繫。︒ 我在家中排⾏行最⼤大, 在我之上再沒有其他兄弟
姊妹。︒ 但我慶幸有她成為我的屬靈導師, 所以我稱呼她做 “⼤大家姐”。︒ 我在信
仰的路上能夠成長, 不能忘記她在我起步之時所付出的關懷。︒ 這次回到溫哥
華, 也有機會跟以往在神學院⼀一同同⼯工的⼀一位西⼈人教授交談。︒ 他已經退休了
。︒ 但我們在傾談當中回顧當⽇日教書的⽇日⼦子。︒ 他雖然比我年長, 但他在我初出
道教書的時候所付出的⽀支持也是不可忘記的。︒他邀請我去他現在敬拜的教會
敬拜。︒ 我早到了些少。︒ 他是負責教會的⾳音樂的。︒ 他邀請我與他⼀一起彈奏散
會詩, 他彈奏風琴, 我彈鋼琴。︒ 實在非常難忘。︒這位⽼老教授與我彈什麼歌 ? 就
是剛才⼤大家唱過的「求作遠象歌」。︒這些都是信⼼心路上的伴侶。︒ 我希望你們
身邊有很多這樣的朋友, 又或者你們成為他⼈人屬靈的朋友。︒ 能夠彼此扶持, ⼀一
齊⾏行完這條崎嶇的山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