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撒格的傷痛



• 聖經上描述依撒格的歷史，沒有像其他聖
祖那麼詳盡，這可能是因為他是一位安
靜 忍耐 聽命守 的人的原故

• 他是亞巴郎及雅各伯之間的中間人物，是
上主祝福的繼承者，故此新約中，不時將
三位聖祖並列在一起 瑪8：11; 宗3：13
等

• 並稱讚他偉大的信德 希4：9 ，以他為
教友們的預象，因為他生自一位自由的女
人 迦4：28; 羅9：7-13 亦是耶穌祭
獻自 拯救人類的預象 羅8：23; 希11：
19



依撒格尚未在母體成胎

是天主所指定的

盟約承繼人



• 亞巴郎 依撒格和雅各伯三位聖祖，
性格和際遇，各有不同，但也有相似
的地方

• 最重要的，他們是整個盟約的開端，
是天主許諾的核心



對於依撒格的傷痛

我們可從兩個角度去探討

↓

天主與人之間的事件

人與人之間的事件



• 亞巴郎雖然得到天主的眷顧，擁有很
多產業，但心仍有隱憂

• 無論天主的什麼賜予，如果沒有兒子
來延續自 的宗族，也就沒有多大的
價值

• 因為沒有兒子承繼，亞巴郎惟恐自
的產業，要傳給生於家族中的僕人─
大馬士革人厄里厄則爾



創15：1-6

•這些事以後，有上主的話在神視中對亞巴郎
說：

• 亞巴郎，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得
的報酬必很豐厚！

•亞巴郎說： 我主上主！你能給我什麼？我
一直沒有兒子；繼承我家業的是大馬士革人
厄里厄則爾

•亞巴郎又說： 你既沒有賜給我後裔，那麼
只有一個家僕來作我的承繼人



• 有上主的話答覆他說： 這人決不會是你
的承繼人，而是你親生的要做你的承繼
人

• 上主遂領他到外面說： 請你仰觀蒼天，
數點星晨，你能夠數清嗎？

• 繼而對他說： 你的後裔也將這樣

• 亞巴郎相信了上主，上主就以此算為他的
正義



這 是天主第三次應許亞巴郎，

要使他的後裔繁多，

可是至今他和撒辣依尚無一子

創12：2 13：16 15：5



• 撒辣依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荒胎婦女，懷孕
的機會渺茫

• 為了有後裔去繼承家業，撒辣依用了自
的意念和方法，將自 的婢女給亞巴郎做
妾，去實現天主的許諾

• 所以由婢女哈加爾所生的依市瑪耳並不是
來自天主的旨意，而是出自人的自作主
張

創16：1-15



依市瑪耳並非天主所許諾的

盟約承繼者



創17：1-9

•亞巴郎九十九歲時，上主顯現給他，對他
說： 我是全能的天主，你當在我面前行
走，作個成全的人 我要與你立約，使你極
其繁盛

•亞巴郎遂俯伏在地；天主又對他說：

• 看，是我與你立約：你要成為萬民之父；

•以後，你不要再叫亞巴郎，要叫做亞巴辣
罕，因為我 立定你為萬民之父，

•使你極其繁衍，成為一大民族，君王要由你
而出



• 我要在我與你和你歷代後裔之間，訂立我
的約，當作永久的約，就是我要做你和你
後裔的天主

• 我必將你現在僑居之地，即客納罕全地，
賜給你和你的後裔做永久的產業；我要作
他們的天主

• 你和你的後裔，世世代代應遵守我的
約



過往 是天主對人單方面的諾言

↓

現在 是天主與人之間

↓

一個雙方的諦約

↓

這個諦約的責任

是世世代代的後裔 要遵行



天主與人立約的目的

一如召叫亞巴郎的目的

↓

就是使人類保 惟一真天主的信仰

所以這個真天主的信仰

在他的後裔中，將不至失掉

↓

直至我們的世代



依撒格就是這雙方諦約的繼承者



創17：15-21

•天主又對亞巴郎說： 你的妻子撒辣依，你
不要再叫她撒辣依，而要叫她撒辣

•我必要祝福她，使她也給你生個身兒子

•我要祝福她，使她成為一大民族，人民的君
王要由她而生

•亞巴郎遂俯伏在地笑起來，心想： 百歲的
人還能生子嗎？撒辣 九十歲，還能生
子？

•亞巴郎對天主說： 只望依市瑪耳在你面前
生 就夠了！



• 天主說： 你的妻子撒辣確要給你生個兒
子，你要給他起名叫依撒格；我要與他和
他的後裔，訂立我的約當作永久的約

• 至於依市瑪耳，我也聽從你；我要祝福
他，使他繁衍，極其昌盛

• 他要生十二個族長，我要使他成為一大民
族

• 但是我的約，我要與明年此時撒辣給你生
的依撒格訂立



天主在這裡讓亞巴郎知道一個

很重要的事件

↓

不是與亞巴郎由婢女

所生的兒子依市瑪耳立約

↓

而是與他不育的妻子撒辣依

將生的兒子立約

↓

天主許下明年依撒格要誕生

並且要同他立約



為什麼亞巴郎聽了上主的話，

俯伏在地笑起來？



亞巴郎只看到眼前的事實，

有依市瑪耳繼承 萬事足矣

天主看的是

將來對人類的救贖工程

祂有權及自由去選擇誰是

盟約的承繼者



創21：1-3

•上主照所許的，眷顧了撒辣；上主對撒辣實
踐了他所說的話

•撒辣懷了孕，在天主所許的時期，給年老的
亞巴郎生了一個兒子

•亞巴郎為撒辣給他所生的兒子，起名叫依撒
格



因著依撒格的誕生

亞巴郎的家庭有了巨大的變化

↓

依市瑪耳由愛子變成威脅者

↓

依市瑪耳被淘汰了



天主要藉著依撒格

下傳天主救援的工程，

繼承亞巴郎的香火，

組成未來強大的天主子民，

由這個民族中

將有人類的救主默西亞出生



依市瑪耳是亞巴郎年老及無計可施時，費了
許多的周折才獲得的兒子， 給老父親不
的安慰

所以亞巴郎非常愛慕這個孩子

如今在撒辣的要求及天主的指示之下，只有
割愛忍心地將他們母子逐出家門

亞巴郎雖於心不忍，仍然遵守上主的指示，

使上主的計劃得以圓滿的兌現 見希11：18



我們可以想像亞巴郎的心

是如何的傷痛！

可是他仍然依恃和信賴天主，

知道天主自會照顧他們兩母子



創22：1-14

•這些事以後，天主試探亞巴郎說： 亞巴
郎！ 他答說： 我在這裡

•天主說： 帶你心愛的獨生子依撒格往摩黎
雅地方去，在我所要指給你的一座山上，將
他獻為全燔祭

•亞巴郎次日清早起來，備好驢，帶了兩個僕
人和自 的兒子依撒格，劈好為全燔祭用的
木柴，就起身往天主指給他的地方去了



• 第三天，亞巴郎舉目遠遠看見了那個地
方，就對僕人說：

• 你們同驢在這裡等候，我和孩子要到那
邊去朝拜，以後就回到你們這裡來

• 亞巴郎將為全燔祭用的木柴，放在兒子依
撒格的肩上，自 手中拿著刀和火，兩人
一同前行

• 路上依撒格對父親亞巴郎說： 阿爸！

• 他答說： 我兒，我在這裡



• 依撒格說： 看，這裡有火有柴，但是那
裡有作全燔祭的羔羊？

• 亞巴郎答說： 我兒！天主自會照料作全
燔祭的羔羊

• 於是二人再繼續一同前行

• 當他們到了天主指給他的地方，亞巴郎便
在那裡築了一座祭壇，擺好木柴，將兒子
依撒格捆好，放在祭壇上的木柴上

• 亞巴郎正伸手舉刀要宰殺自 的兒子時，

• 上主的使者從天上對他喊說： 亞巴郎！
亞巴郎！



他回答說： 我在這裡

• 使者說： 不可在這孩子身上下手，不要
傷害他！我現在知道你實在敬畏天主，因
為你為了我竟連你的獨子也不顧惜

• 亞巴郎舉目一望，見有一隻公綿羊，兩角
纏在灌木中，遂前去取了那隻公綿羊，代
自 的兒子，獻為全燔祭

• 亞巴郎給那地方起名叫 上主自會照
料

• 直到今日人還說： 在山上，上主自會照
料



天主對待亞巴郎和依撒格

是否太冷酷

太不近人情？



天主要以更冷酷的方式來考驗他們

試探他們的信德及他們的聽命精神

↓

要亞巴郎將他的獨生子

祭獻與天主

要依撒格自 成為全燔祭的祭品



為亞巴郎來說，

長子依市瑪耳 被逐出家門，

只留下獨生子依撒格作為他的依靠

現天主竟要求他將惟一的獨生子奉獻出
來，

將他當作全燔祭的羔羊，祭殺獻給上主

他完全服從上主，但他心裡有沒有想過，

他和撒辣往後會如何活下去？



依撒格 是一個懂事的 年人，

在上山的路上，

看見沒有祭獻的羔羊，

就應明白父親要將自

當作羔羊祭殺作為全燔祭的祭品

當時他的內心有何感想？



這是依撒格的第一個傷痛



依撒格的第二個傷痛

是他兩個兒子加給他的

↓

次子雅各伯欺騙了他的長子祝福

↓

他最鍾愛的長子厄撒烏埋怨了他

創27章



依撒格性情溫良和順

可是人生中却遭遇了

父親和兒子

給他莫大的傷痛



從現代的處境去想像：

亞巴郎為了聽從天主，不惜祭殺

獨生子依撒格獻作全燔祭

這殺子行動，

有沒有做成了父子之間心理上的鴻溝，

傷了親子的感情？

依撒格是撒辣的命根兒，

亞巴郎的祭殺行為，雖然沒有成功，

但有沒有傷害了夫妻之間的感情？



我們不妨做一個比照：

天主 vs 亞巴郎

耶穌 vs 依撒格

聖母 vs 撒辣



亞巴郎是聽從天主的旨意，

將自 鍾愛的獨生子祭殺作全燔祭

天主是為了愛，

願意將自 的獨生子交付出來

作全燔祭，救贖人類



• 依撒格能夠將木柴放在肩上，這表示
他 經是一個有力的 年了，他絕對
有能力反抗年老的父親，可以逃跑，
但他選擇了服從，任由父親將他捆
綁

• 耶穌一降生成人，就知道自 將要受
難致死的命運，是他自願地去背負十

架，是他自願被人釘在十 架上，
是他自願吐出最後的一口氣，為救贖
人類的罪而死











• 對於天主的許諾，撒辣會自 出主意去促
成，使亞巴郎有後裔

• 上主在瑪默勒橡樹林那裡顯現，撒辣聽見
自 一年後要生一個兒子，竟偷笑起來，
覺得自 經年紀老邁，亦 過了生育
期，認為沒有希望，所以笑起來

• 瑪利亞從天使加俾額爾口中聽到自 要未
婚懷孕，雖然覺得不可能，但仍說：

• 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話成就於我
罷！



天主將最最好的賜給了亞巴郎，讓他滿
足，讓他感恩

• 可是祂却又要求亞巴郎將最最好的祭
獻給祂，亞巴郎毫不猶疑地回應天主
並即時行動了

• 今天，天主將最最好的賜給了我們，
讓我們獲得永生，我們又是否願意和
捨得將最最好的奉獻給祂，以愛還
愛？



若3:16-17

•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
的獨生子，

•凡信他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

•因為天主沒有派遣子到世界上來審判世
界，

•而是為叫世界藉著他而獲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