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獻上獨生愛子 
希伯來書 11:17-19 

 
    「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這便是那歡喜領受應許的，將自己獨生的
兒子獻上。論到這兒子曾有話說，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裏復
活，他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 (來 11:17-19) 
 
    聖誕節期間許多人忙著選禮物送人，所有的禮物中最貴重的禮物就是神將祂的獨生子
賜給我們。舊約以賽亞書 9:6 中豫言:「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這
是舊約記載救主基督將要來到地上的應許。這一位救主是神將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使
我們可蒙救贖。神不但讓我們知道我們因信基督，罪得赦免，成為神的兒女，也成為神
所愛的兒女。現在讓我們得以成聖，出死入生，並且能豫嚐天恩，與聖靈有份。將來還
要在基督再來時，使我們身體變化，從死裏復活，並且率領眾子進入永遠的榮耀，讓得
勝者得長子的尊榮與祝福，享受永恆裏神位愛祂之人所預備的豐盛產業。我們一同禱
告。 
 
一、 獻上獨生的兒子 (來 11:17)  
 
    獨生子不是惟一的兒子，獨生子是特殊的意思。獨生子在父親心目中佔有最重要的地
位。甚麼占我們心中最重要的地位? 剛來美國在窮學生時代，選對象要 3P。 Ph.D. (博士
學位), Permanent Residency (美國居留權),  Property (財產)。 稍微立足後，五子登科是許
多人共同的夢想，「車子」、「房子」、「銀子」、「妻子」、「兒子」。現在胃口越
來越大，車子要幾輛，還要名牌。房子要大，座落在好校區外，還有好幾棟投資的房子
可租人。工作要有令人羨慕的高薪，還要被人尊重，有美好升遷的機會。財力不但資產
豐富，還要擁有回收豐厚的投資。身體不但要健康，還要青春永駐。妻子要年輕、貌
美、才德、能幹、溫柔、順服、體貼、謙遜、有事業、會賺錢、願省錢、談得來。兒子
要成績好、進名校，選最有前途的科系、中英文俱佳、才貌出眾。這些不是不好，但是
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有一個人，以上所說的差不多都有了，兒子也剛拿到駕駛執照，
功課也好，快要進大學了，作父母的心中喜樂。多年栽培，鋼琴、小提琴、運動都具相
當的水準，買了一輛車讓他開。沒有想到一個清晨，忽然一通電話將他們從睡夢中驚
醒，是警察的通報。他們的獨生愛子早上車禍身亡了。消息傳到，夫婦二人立刻趕到汽
車出事的現場，親眼看見車毀人亡的慘劇，痛不欲生。只要能從死中得回自己心愛的兒
子來，他們寧願以所擁有的一切來交換兒子的性命，但是這是不可能的事。我打電話去
安慰他們的時候，大家的心中都極其傷痛。 
 
    從以上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四千兩百年前聖經中記載了一段父親獻上獨生愛子感
人的事蹟。創世記第二十二章記載亞伯拉罕這一位父親，因為聽從神的話，竟然將他的
獨生愛子甘心地獻給神，作為燔祭，並親手築壇，拿刀將他的獨生子獻為燔祭。我們來
深入思想這一段神與人愛與生命交織的過程。我們從三方面來看，1.啟示， 2.行動， 3.
豫表。 
 
1. 啟示: 神向人說話 
 
    神向亞伯拉罕說話，這不是第一次，神向亞伯拉罕說話時，他每次都聽神的話。在這
以前，神已經九次向亞伯拉罕說話。 



(1) 出迦勒底的吾珥。 
(2) 在他救回羅得，心中害怕時，神應許賜下後裔，多如天上的星。 
(3) 神將他的名字從亞伯蘭改為亞伯拉罕時。 
(4) 神要他守割禮時為立約的憑據時。 
(5) 改他妻子撒萊名字為撒拉時。 
(6) 應許撒拉生以撒時。 
(7) 告訴他所多瑪和蛾摩拉毀滅命運時。 
(8) 為羅得代求時。 
(9) 夏甲和以實瑪利被逐出家門時。 
   
   亞伯拉罕信神，信神是賞賜他的神。 
 
2. 行動: 信心的表現 
 
    亞伯拉罕將兒子獻上不是一時的衝動，他所要去的地方不在附近，乃在摩利亞的山
地，他要走了三天的路，才能來到那地方。這三天是一個長期的考驗，他想到自己和妻
子老年得子，從這孩子身上他們得到許多的安慰和喜樂。但是，這次將孩子帶出溫暖富
足的家，要獻給神作燔祭，亞伯拉罕竟然沒有和他的妻子商量，他知道他的妻子一定不
明白，也捨不得將孩子如此被獻上。所以他清早就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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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舉目遠遠的看見
那獻祭的地方，他吩咐他的兩個僕人和驢子在那裏等候，他和他的獨生兒子一起到那地
去敬拜神，他將柴放在他兒子的身上，自己手裏拿著火與刀，於是父子二人同行。那時
兒子對父親說:「父親哪」，他說，「我兒，我在這裏。」兒子說:「請看，火與柴都有
了，但燔祭的羊羔在那裏呢?」他回答說:「我兒，神必自己豫備作燔祭的羊羔。於是二
人同行。」他真的知道神必自己豫備作燔祭的羊羔嗎? 他知道神要他將獨生子獻為燔
祭，他如何能告訴他的兒子，「兒子阿，你就是燔祭的羊羔呢?」 他們二人同行。我若
是他我也許會想到，回頭還來得及。神阿，我相信祢一定不會真的要我將我的獨生子獻
在壇上。也許我聽錯了，請主原諒我聽錯的罪。兒子，我們拜一拜就下山去吧，僕人正
等著我們回去，母親也在家裏等候你。 
 
3. 豫表: 獻上獨生的兒子豫表神要獻上自己的獨生子 
   
    我們如何能明白天父對世人的愛呢? 天父的愛是從祂將自己的獨生子賜給世人。(約
3:16) 我們怎能知道神愛我們呢?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
此向我們顯明了。(羅 5:8) 我們怎能感受到神的愛呢? 藉著神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
愛澆灌在我們心裏。(羅 5:5) 
 

豫表: 獻上獨生的兒子豫表神要獻上自己的獨生子 
 

 舊約 基督 我們 
獻祭者 亞伯拉罕 聖父 信徒 
祭物 以撒為燔祭的羊羔 聖子 最好的 
時間 三日行程 三日復活 隨時 
地點 摩利亞山地 耶路撒冷 隨地 
柴 以撒背著柴 基督背著十字架 背十字架 



壇 獻燔祭牲 獻上基督 獻上自己 
特徵 父子同心、甘心順服 父的旨意、子的順服 順服 
信心 漸進 完全 加強 
預備 耶和華以勒 救贖大工完成 聖靈的幫助 
結局 亞伯拉罕得應許 萬民因亞伯拉罕得福 我們都蒙福 

 
二、 承受應許的愛子 (來 11:18) 
    
    亞伯拉罕是一位深深認識神的人，他相信神絕對不會錯。神既然在他妻子沒有懷孕的
時候應許他將要得到這個兒子，並且應與必有百姓的君王從他而出。(創 17:15-16) 神又
應許從這個兒子生的才算為他的後裔，而且這些後裔要極其繁多。(創 17:16) 既然有這
樣的應許，而且到了所應許的時候，他的妻子果然懷孕生下兒子，這兒子的誕生是一件
神蹟，在他以前母親沒有生孩子，在他以後也沒有再生孩子。現在以撒尚未娶妻生子，
以撒怎能死去呢? 雖然當時還沒有任何人能從死裏復活，但是亞伯拉罕相信神既然如此
吩咐，也必如此成就。要獻上以撒，這是神的吩咐。然而，以撒必然活著，那是神的應
許。以頭腦來分析，這是不可能兩全的，惟一的可能就是神能讓以撒從死裏復活。但是
人死了後，怎麼能夠復活呢? 這就是亞伯拉罕的信。 
 
    亞伯拉罕願意信神就有行動的表現，他獻上獨生子以撒後，經歷神蹟。我們今日也應
憑著信心，加上行動的表現，讓愛心激發熱心。現在我們一同來看一生獻給中國的慕拉
第。她將自己獻給中國人，如今千萬人因此得以聽見福音。 
  
    一位曾經坐在羅斯福總統的轎車裡，與美國總統交談過的淑女，一位在講壇上教導福
音真理，而中國的名人袁世凱就是她的通常聽客的女傳道士，竟然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中
國鄉間最不為人所知的村民，在崎嶇泥濘的小路上奔走，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傳給山村婦
女、農夫，在荒野開墾福音良田，建立基督的教會。這一位有幾個僕人伺候的大家閨
秀，受過當時最高等教育的闊小姐，卻遠航半個地球，來到中國與最窮困的乞丐為伍，
把自己的錢財與飢餓的人分享，最後卻餓死在聖誕夜。這位天父上帝的好女兒，耶穌基
督的好僕人，就是慕拉第（Lottie Moon）女傳道。 
 
  慕拉第彰顯了主的愛。她是美國南方浸信會的早期宣教士，在孔夫子的故鄉-----中國山
東省宣傳福音。她的故事激發了成千上萬的人，很多人記憶她的名字就像是記憶天上的
一顆明亮的星。美國浸信會的姐妹們為了紀念慕拉第領導他們第一次成功的支持美國國
外宣道事工聖誕節奉獻，也把每年的聖誕奉獻稱為慕拉第聖誕奉獻。慕拉第聖誕節期間
來到中國，又是聖誕節期她最後一次離開了她所深愛的中國。這位從美國來的天才女
子，可說是上帝賜給中國人民的珍貴禮品，她自己更是獻給父神的最佳聖誕禮物。在慕
拉第所事奉、教導過的中國鄉間，人們對她的回憶常存。隨著農村教會的增長，她的名
字被留傳下來。她傚法了主耶穌的榜樣，她也是信徒的榜樣。她發現了永生之道，也用
一生來帶領別人進入永福之門。 
 
 慕拉第於 1840 年 12 月 17 日生於 Vermont 最富有的家庭。她的母親給她安排了當時
最舒適的生活，也把她送進了當時最好的學校。在她的大學年代裡，她把自己獻給了救
主耶穌。她是個出類跋萃的高才生，她的法文、希臘文、西班牙文、德文等都是班上的
第一名。作為一個富貴的女天才，她本可以為自己選擇一個榮華富裕的人生，但是她卻
選擇了最需要福音的中國，作為她們終生為主作工的地方。 



  
    1873 年 12 月，慕拉第到了中國山東的登州府（煙台市），那是北方饑荒最嚴重的一
年，她第一次親眼看到有人餓死在街頭，心中激起強烈的同情心。她向家人和朋友要錢
來救援災民。關於其中一份禮品，她寫了這樣一封信給 Tugger 博士：「您給我的五元
五角錢是這樣使用的：我把五元錢給了二年來一直分發食物給災民的 Richards 先生，剩
下的五角我給了街頭飢餓的乞丐。」  
 
 慕拉第學會了中文，她為沒有讀書機會的女孩子辦了一所學校。到了農村，很多人出
於好奇心圍觀她，她抓住機會向眾人傳福音。每天都有回答不完的問題，都有走不完的
村落，天天都要講的口乾喉啞，真是工作艱辛，然而婦女們對她教導的回應，耶穌福音
的廣傳，又使她感到無比的歡欣。 
 
  1885 年 12 月，慕拉第決定到平度縣去作拓荒工作。那裡的婦女兒童們沒有一個敢跟
她接近的，她的手中總是拿著一合糕餅，分給孩子們吃，但是愚蠢的鄉人卻怕她用毒藥
害死他們。一天，一個非常飢餓的男孩忘了懼怕，竟把糕餅接過來吃了一口，一嘗到味
道，整個糕餅就很快地下到了肚裡。男孩並沒有中毒，大家立即在平度縣城中傳揚：
「那個白女人是個好人，而不是個壞蛋！」慕拉第給鄰居的孩童們禮物，鄰居們也幫助
她擔水、掃地、洗衣服，她與平度人建立了友誼，平度縣布道所隨即成立。  
 
 每逢節日，村民到縣城的廟裡燒香，慕拉第就請婦女們到自己家中作客，出於好奇
心，她們就去，並邀請慕拉第到她們村裏去，就這樣她終於得到了向各個村莊傳揚耶穌
的機會。在義和團爆發之前，袁世凱（後來當了民國大總統職位）常到登州禮拜堂聽
道，一次他坐到了婦女們那邊的席位上，慕拉第卻好言請他坐到男士們的位上。 
 
 1902 年初，城鄉興起了福音熱潮，教會大復興，聖靈在眾教會中動大工，整個春天都
充滿了喜樂的消息。一次，慕拉第在五十里鋪講了一整天，婦女們都專心地聽她講解聖
經，認真地學習詩歌，她把全部心意都放在了帶領人歸主的幸福工作中，而忘記了美南
浸信會已沒錢支持她的宣道工作，拒絕派人幫助她傳福音的要求。教會會員是她的親
人，若是沒有她，這些人永遠不知道基督的愛。  
 
  1912 年春天，傷心的事情臨到慕拉第，饑荒臨到了她心愛的平度縣基督徒。她的心破
碎了，她把僅有的一切都送給了農民。在區聯會會議上，大家捐錢回應平度縣，所有的
宣道士都全盡力奉獻，慕拉第把最後一元錢都獻上了。但是，對於饑荒的需求，真是少
的可憐。  
 
 十二月一日，慕拉第也餓昏倒在床上，如果她的平度會友餓死，她寧願不吃飯，如果
美國國外宣道部沒錢支持她，她也不再靠借錢過日子。慕拉第的身體虛弱，當她搭船從
中國回到美國，經過日本的途中，到了聖誕夜，這一位主基督耶穌的使女永遠安息在天
父的懷裏。她沒沒死在生長的美國，也沒有死在她深愛的中國。美國的親人和教會紀念
她，中國的信徒為她悲哀。慕拉第過世的消息傳從登州傳到平度，悲傷籠罩了天真的孩
童和駝背老人的面孔。慕拉第在中國撒下了福音的種子，這些種子長成結實，又使福音
廣傳，直到今天。  
 
 看了慕拉第這位美國女子的見證，又想起英國少年戴德生，他為中國人接受基督福音
獻上了一生，他有一句名言：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部支取，假如我有千條性



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作為中國生長的人何等慚愧，面對十多億同胞的靈魂，你
可曾為他們作了些什麼？可曾為他們天天懇切祈求？求神賞下悔改的心與赦罪的恩！求
神興起預備差遣千百萬個體會神心合用的工人，去收割熟透的莊稼！也紀念一切為福音
為真理被苦害的同工弟兄姐妹，願主的膏油充滿一切熬煉爐中的祭物。 
 
三、 死裏復活的長子 (來 11:19)   
 
    最後，我們一同來思想，亞伯拉罕的信心，亞伯拉罕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他
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 (來 11:17-19) 在這事以前，神尚未將死人復活的道理啟
示出，但是要藉著亞伯拉罕獻獨生子的事顯明基督將要從死裏復活。不但是基督復活，
我們在基督裏也要復活。 
 
    將來基督這為神的長子要領許多的兒子進入榮耀裏去。求主讓我們不要為了貪戀世
俗，用一碗紅豆湯就奪走了我們長子的名份和祝福。 
 
    請大家為德國的宣教士和學生們禱告。我們教會過去在金錢上支持柏林教會十年，現
在支持繼續在萊比錫教會和德東各城勞苦傳道的洪立民牧師夫婦。他們所用的聖餐盤跟
我們所用的是一樣的，是我們教會上次託我帶去送給他們的。感謝主給我機會參與宣教
的事奉，下週我將要去德國探望洪立民牧師，和在德國東部的弟兄姊妹和慕道的朋友
們。這次是我第二次去德國東部與劉同蘇牧師一同擔任德東中國教會冬令會的主題講
員。去年我和孫師母一同去德國服事，那是他們第一次德東的營會。我是營會唯一的主
題講員，講題是「活出生命的色彩」。參加的學生們非常渴慕神的話語，每天傳信息，
領人歸主，與他們一同流淚禱告到半夜。他們中間大多數人的經濟都很困難，但是他們
願意放棄打工賺錢的機會，自己花路費，住宿費，遠道而來參加營會。他們打工賺錢不
多，有一位弟兄在打工時受傷，忍痛繼續工作，另有一位弟兄聖靈感動他來參加，他所
有的積蓄只能買一張單程的火車票，他不知道如何回去。在見證分享時許多人大受感
動，我們大家捐出一些歐元，有一些自己也是缺乏的弟兄姊妹竟然憑愛心將他們血汗打
工賺來的錢支持這位連車票都沒有的弟兄的路費和生活費。這是基督的愛，是死裏復活
能力的彰顯。這讓我們想到，「主為我們捨命，從此我們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
捨命。」（約一 3：16）「祂是愛我，為我捨己。」（加 2：20） 
 

短短幾天的營會中，慕道友幾乎都決志了。後來還有幾位決志後，願意受洗。也有認
罪悔改，決定結束同居生活，按著聖經的教導結婚，全家從此跟隨主，其中有 16 位獻
身願意裝備自己，日後作全時間的傳道人。會後洪牧師為 26 位施洗。其中絕大多數都
是洪牧師，洪師母勞苦所結的果子。今年雖然我是一個人去，但是需要教會弟兄姊妹的
禱告。今天講道結束後，我要跪在主的面前，請教會的宣道部的同工一同來為我按手禱
告。讓我們在今年聖誕節紀念神將祂的獨生愛子賜給我們，讓我們信祂的人，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求主祝福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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