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對亞巴郎的許諾 (15 1 21)

個許諾 後裔 (1 6) 一個兒子續許多後
亞巴郎的反應起初是悲嘆
經天主答覆 疑慮變 信仰
到認可

土地 (7 8) 一塊土地至整個國家的
展

立約初型儀式 (9 21)        準備 -宣誓禮



節的格式

1. 天主許諾

2. 亞巴郎疑慮

3. 標記確認

天主命 亞巴郎執行 宣誓禮儀作基礎 如背
約 是自 詛咒的 場 這個許諾的確定引伸
為 鄭 的契約



統繼權 (16 1 16)

(16 1 6)      撒辣不育 婢女懷孕引起 人的衝突
(16 7 14)   逃到曠 哈加爾遇見天主的使者 並
許諾一個兒子的誕生

主的許諾與恩寵
兒子誕生 預測孩子日後的命運 他的後裔將是一個

曼而强悍的部族
命 依市瑪耳 意思是 天主聽到 哈加爾

在極度 傷中懇切祈禱所得的 果
在水泉旁: 曾看見天主 可活 去
且表達讚美和感恩



這許諾 親生的兒子作標記 數盡
的星星是擴大後裔的族群 反眏着天
主創造的無限 與亞巴郎的憂心狹窄
强烈對比 也是天主對 人類許諾
的標記 們參與 的歴史 其實
就是參與這個 展過程

(創 15;5)



亞巴郎行割損禮 :鄭 契約 (創 17;1-27

天主與亞巴郎立約延伸至後裔 亞巴郎的回
應 俯伏在地且執行命 身體 的標記
亞巴郎生活在天主臨在之 無條件地依賴天
主 便得到昌盛 許諾 表 色列與天主的關
係 並且持至永遠 天主改他 亞巴辣
罕 意即一大群人 出的吼叫聲 後裔繁
多 他被 升至新的身份: 萬民之父
盟約就是鄭 的保證 ;  盟約公式
要作你的天主 你要作 的人民
所有男子 割損禮



盟約的標記 (創 17;9 – 14)

割損是 聖的法 了附
予天主子民尊嚴地位 他們
執行細節時 表達了遵 盟
約, 了天主與子民之間的互
動 而割損禮 為整個 色
列人緊繫於 大家庭



心靈冒險 (創 18 16 33)

主願意和亞巴郎對話 進入他計劃的一部
份 並在靜默中 預備好聽 亞巴郎祈求

討價還價中 每一個數目 前都有一段謙遜
的說辭 一個願意藉 恕而救眾人的天主

即為了一人而 恕 民族

亞巴郎是一位偉大的默觀者 他的祈禱是
熟的 負有責任的 有社會 擔的 自 意
識到擔負民族前途的 任 他在祈禱中靜
聽 自 心的祈求 是有信德親切感的人

到達更深度 為天主的朋



阿巴郎献子 (創 22 ; 1 – 14 )

適當時 主介入人的行動
主自會照料 , 主看見 , 詞

與 事件相連 証實了 看見 ,亞巴郎
在沉默中忍 痛苦 天主來拯救他出離
黑暗 他從絕望中獲救的喜悅﹔

在家庭的父子情 天主也一 苦
(希 4;14 – 16)



天主 誓言的形式向亞巴郎許 諾言
(創 22 15 - 19)

許諾是無條件的 核心是 福後裔
昌盛 如天 星星和海岸沙粒
許諾包括向 色列子民和普世萬民

天主考 亞巴郎 是 行程起懷着
焦慮 最後 到在天主 的 福平



極限挑戰 (創 22 1 20)

亞巴郎的心靈深處 接納許諾的天主 他的
生命完 交在天主手裡 在不可能中 仍然
堅持信德 加強望德與愛德

有時 們對天主的觀念 生了危機 天主是
許諾救援 們本能 所願意天主給予
按照 們的尺度作計畫 為 考 是危

險的 完 不可理解 當 明 它時 考
經結束 (希 11;17-22)



投資永恆 創 23 1-20 ，25 9-10

撒辣死於外邦地 許諾為她並沒有實
現 但是亞巴郎很在意 有那塊 地
山洞 然後開始商討購地 謙遜的動
作進行 在當地人民前 拜 願給你
地價 你收 後 才在那裡埋葬 的
死者 這協定是一項真 的土地 記証
明 面 了購買的物 坐落 方

和購買人。
亞巴郎滿足於一片小土地 一個兒子，
作為許諾的記號與保證 為他卻是無限

的 慰



對話契約 (dialogue contracts)         (創 23 1 20)

這次購地 與整個團體有關 因
整個交易 要在團體的所有 表面
前進行 在塲的居民是見證入 包
含了一種文化結構 使買賣的行
為 厄斐龍出價 亞巴郎購得 在
族譜的報告是一塊作為 葬用的
地 這一次交易是合情理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