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世的應許，今日的成就 
（三十一） 得買應許之地的亞伯拉罕 《創世記廿三章一節至 

廿節》 
 

 

：撒拉享壽一百二十七歲，這是撒拉一生的歲數。 撒拉死在迦南地的基列亞巴, 就是希伯

崙，亞伯拉罕為他哀慟哭號， 後來亞伯拉罕從死人面前起來, 對赫人說, 我在你們中間是外人, 

是寄居的, 求你們在這裏給我一塊地, 我好埋葬我的死人, 使他不在我眼前。 赫人回答亞伯拉罕

說, 我主請聽。你在我們中間是一位尊大的王子, 只管在我們最好的墳地裏, 埋葬你的死人, 我

們沒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墳地裏埋葬你的死人、、、亞伯拉罕聽從了以弗崙, 照着他在赫人面前

所說的話,把買賣通用的銀子,平了四百舍客勒給以弗崙。於是麥比拉、幔利前, 以弗崙的那塊田, 

和其中的洞,並田間四圍的樹木, 都定準歸與亞伯拉罕, 乃是他在赫人面前,並城門出入的人面前

買妥的…

 
   在全世界裏, 再沒有一地區, 是比"迦南地"帶着更深厚意義的。迦南地, 是神使亞伯拉罕的孫子

雅各(以色列)的75家人遷移到埃及之後,用400年的歲月使他們成為幾百萬巨大的民族,經過埃及裏

的10個神蹟，逾越節夜裏出埃及的神蹟，紅海的神蹟，曠野40年的神蹟，約但河倒流的神蹟，征服

迦南地7種族31王的神蹟,賜給以色列的應許之地; 也是神又在那地區的周圍, 安排非利士、亞蘭等

幾個相當有勢力的種族, 以及埃及、亞述、巴比倫、波斯、希臘、羅馬等的大帝國, 藉着周圍列强

國家的興衰, 繼續不斷地訓練以色列的地方;又是透過祭司、先知、君王所帶領以色列的信仰歷史, 

向列邦萬民顯明神的救恩的地方了，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 彌賽亞耶穌將在那裏會出生，事奉，死

而復活，昇天，將來又再來臨於那地，到了五旬節的時候,聖靈降臨在基督門徒身上,門徒們起來傳

福音,開起祝福萬民列邦的傳福音運動的地方也是那地;一直到如今在整個2000年敎會歷史裏,繼續

不斷地引起各樣宗敎戰爭的發火地點也是那裏了，神呼召亞伯拉罕,叫他離開本地， 本族，父家,到

神所指示之地去,就是迦南地這擁有特別意義的地方，神給他應許說, 要將要迦南地賜給亞伯拉罕和

他的後裔,說神永遠國度，子民，君王的計劃藉着那地成就出來，亞伯拉罕深信了神的應許,一生都

寄居在那裏, 天天與神同行,漸漸將自己生命的影響力擴展在那地上,將自己和後裔的基業逐漸在那

地上面了，亞伯拉罕一生的目標和禱告題目就是神的應許成全在自己的生命裏,一直到離開這世界的

最後一刻,他忠心地完成神賜給他的使命，今天的經文記錄着:亞伯拉罕的妻子撒拉去世了, 所以他

為死人買一塊埋葬地的事，聖經異常地用第23章整章的篇幅詳細地說明這事是為甚麼？原來, 這事

件不是單純購買一塊墳地的事,乃是亞伯拉罕一生的禱告題目就是得取應許之地得着成全的意義非

常深厚的事，從中,我們要學習:為了得取神賜給他的應許之地,他那認眞迫切辨事的態度，更重要的

敎訓,就在於亞伯拉罕 不是一生中一次，兩次特別的事情來得取了應許之地,乃是用他一生裏所遇

見的所有的場合和事件來逐漸得取了那應許之地了，今日, 神所賜我們的應許之地在那裡？ 我們該

用什麼樣的方法來得取那流與蜜之地呢？ 

 

1、購買應許之地的亞伯拉罕 

   "多國的母"撒拉去世了，雖然"死"是個非常悲哀的, 但是對擁有應許的聖徒來講, "死"是一生的

賽跑, 終於切紙帶而進入終賽點的精彩刹那,也是得着冠冕而享受永遠福樂生活的開始， 所以《詩篇

116:15>說:"在耶和華眼中看聖民之死, 極為寶貴"， 聖徒的生命一生所結的果子,藉着他所留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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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孫和門徒會繼續發展下去,將要無限地長出新的枝子和果子，被稱為"多國的母"的撒拉,雖然只留

下一個兒子以撒而已,但她離世之後,由於以撒的生命和他所擁有的應許,却繼續生出以色列一切的

榮光和基督榮美的事,又繼續發展到列邦萬民的蒙恩，應許之民去世之後,神加倍的恩典會臨到他的

家族和所留下來的遺業上，從妻子撒拉離世之後, 亞伯拉罕趁着自己還在世的時候,作好了三件非常

重要的事。其一,是在迦南地裏買一塊地,而豫備自己夫婦，兒子夫婦，孫子夫婦的遺體將要被安葬

的墳地;其二,是娶來蒙恩的女子利百迦為兒媳,而繼承應許的血統;其三,是將神永遠的應許和自己

一生的遺業留給應許之子以撒,把財物分給他庶出的衆子,趁着自己還在世的時候,打發他們離開以

撒, 而要保存純全的信仰血統。 
 

   特別,今天本文所記亞伯拉罕從赫人那裏買起墳地的事件,並不是單純地為自己妻子豫備一塊埋

葬地的事,乃是將神所賜迦南應許之地刻在自己後裔心中的事,也是在迦南地居民面前,明確地要確

定自己和自己的後裔必有迦南地所有權的事,  是以色列征服迦南地的第一個脚步的非常重要的事

件了，原來擁有這塊墳地所有權的赫人,是個迦南地居民中其勢力最强的種族。當時他們的勢力已經

擴張到整個小亞細亞地帶,已被稱為是個大帝國的種族了,因此亞伯拉罕從那種勢力最强大的種族手

裏,能領取一塊墳地的這事件所帶着的象徵性意義就是特別了，並且他所領取的這塊希伯崙幔利麥比

拉田地和麥比拉洞,就是亞伯拉罕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時常敬拜神，與神交通的那"希伯崙幔利的橡

樹那裏"《創世記13:18和18:1》, 也是在整個迦南地的中心地, 將來大衛城被建立而成為猶大首府的地

方,是耶穌基督將要出生的伯利恒那裏，這塊麥比拉洞墳地,將要帶出繼續提醒以色列民不要忘記神

所賜迦南應許之地的非常重要角色，當亞伯拉罕的孫子雅各帶着75家人離開這地,而遷移到埃及,他

的後裔以色列在埃及過400年蠻長歲月的時候,因為有這塊墳地以色列民總是不忘記應許之地而終於

回來這地了。亞伯拉罕夫婦和兒子以撒夫婦安葬在這墳地裏,雅各還未遷移到埃及之前將自己妻子利

亞安葬在這裏,當雅各死在埃及的時候囑咐兒子們說:"我要死了,但神必與你們同在, 領你們回到你

們列祖之地、、、 你們要將我葬在赫人以弗崙田間的洞裡,與我祖我父在一處,就是在迦南地幔利

前麥比拉田間的洞和田,是亞伯拉罕向赫人以弗崙買來為業,作墳地的、、、"《創世紀48:21和49:29》,

而使他的後裔以色列民不要忘記那神所賜迦南應許之地;後來約瑟亦當他離世的時候留下遺囑說:"

我要死了, 但神必定看顧你們, 領你們從這地上去, 到衪起誓所應許給亞伯拉罕、以撒、雅各之地，

約瑟叫以色列的子孫起誓說,神必定看顧你們, 你們要把我的骸骨從這裏搬上去、、、"《創世記50:24-25》, 

所以以色列子孫用香料將約瑟的遺體薰了,暫時把他收殮在棺材裏,停在埃及,過400年之後, 當摩西

出埃及的時候將約瑟的骸骨帶着出來《出埃及記13:19》，亞伯拉罕在他晩年仍然抓住神的應許,為後

裔所豫備的禱告和事工不落空地繼續發效功能成全了如此美好的事了，亞伯拉罕因為知道買起這塊

墳地事情的重要性,所以買起的整個過程裏,他的態度是那麼的謹愼而迫切。透過今天經文"亞伯拉罕

就起來, 向那地的赫人下拜、、、 "《創世記23：7》"亞伯拉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創

世記23：12》等的記錄,我們可以看見亞伯拉罕那種迫切的表現，雖然,那地主人以弗崙不要收錢,那麼

慷慨地將那塊地要送給亞伯拉罕叫他盡管用,但是亞伯拉罕必要用地値四百舍客勒銀子來買下來,並

且又要在赫人面前，和城門出入的人面前,使他們作為證人而買下來的理由,就在於他要那塊地的所

有權正式歸在自己和後裔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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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62年蠻長的歲月得取的地 

  亞伯拉罕能得取迦南地中的最重要之地為自己與後裔的基業,並不只藉着一時的誠實和財物來得

的,乃藉着62年蠻長的歲月裏向當地居民顯明出"神與他同在的證據"來得的。在經文的記錄裏,我們

就能看到當地居民何等地敬重亞伯拉罕， 他們始終都稱亞伯拉罕為"我主",並把他當作"一位尊大的

王子(原文的意思較靠近'偉大神的方伯')",也說:"請你只管在我們最好的墳地裏埋葬你的死人"，亞

伯拉罕還未買下那塊地之前,就已經完全買好了那地居民的心， 當他年齡75歲的時候像一個客旅一

樣來到那裏寄居於外邦族中間的亞伯拉罕,已經到了137歲,其間62年時光裏的他的思想、言語、生活

和證據, 就使他得取那應許之地了。亞伯拉罕深信了神賜給他的應許"從你所在的地方, 你擧目向東

西南北觀看,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創世記13:14-15》， 所以他

就搬了帳棚, 來到希伯崙 利的橡樹那裏居住, 在那裏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創世記13:18》, 藉此祭

壇他時常遇見神, 與神對話, 而看透了神那為他豫備永遠的美意《創世記18:1-33》,並在每天生活裏,

更細密地察驗而跟從神的帶領,而時常享受而作見證神的同在、引導、賜福的證據。因為亞伯拉罕深

信神對他所講的話"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為你祝

福的, 我必賜福與他, 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世記12:2-3》"我與你立

約,你要作多國的父、、、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創世記17:4-7》,

而知道了自己的生命是何等蒙愛、蒙福的,所以他看重了自己的生命所擁有的一切背景、條件，以及

自己所站的場所。遇見的人和事件,而從中努力要尋找了神所安排美好的旨意和計劃，更是因為他確

信了神的話"你不要懼陌,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賞賜你"《創世記15:1》,所以他在各樣的苦難、危機、

問題、矛盾中, 却更能加倍地享受了神所賜安慰和賞賜,也能得着更有能力的見證,而能成為那地和

隣國的諸王和居民都認定的"偉大神的方伯"。亞伯拉罕,他在他的生年裏已經都得着了在迦南地裏他

應該得的一切而享受了,並將自己所得一切基業好好兒傳授給後代了，亞伯拉罕一生所享受的勝利和

祝福,不由於他的熱心或聰明,就由於他那種堅持到底的"信心"，有信心的人, 必在凡事上,按自己所

信的看,按自己所信的判斷,按自己所信的行,按自己所信的得着! 
 

   凡蒙召為神民的,都擁有着與亞伯拉罕完全一樣的生命、應許和未來，蒙召的聖民所用的時光，

所站的地方,帶着特別重要的意義，神絶不會沒有意義地將聖徒的生命放在地上，一直到離世的最後

一刻,聖徒在自己的生命裏擁有着神永遠的計劃， 神將時代的福音工作和祝福就賜給:那些深信"神

賜給亞伯拉罕的一切應許就是今日神賜給自己的應許",而帶着那信心所帶來的眼光,來每日察驗自

己的生命、條件、遇見、現場、努力尋找神的美意而順從的人。 

 

3、 今日聖徒要得的應許之地 

   神賜給亞伯拉罕那麼永遠無限豐富的應許,若單用一句話來歸納則都集中於"我必使你的後裔極

其繁多, 國度從你而立, 君王從你而出"的這一句話，亞伯拉罕的生命所擁有的一切條件、人際關

係、一生的時光、遇到的事件、都為着成就這一句應許而存在的。神呼召他之後,將自己所賜的應許

天天成就在亞伯拉罕的生命裏, 使他生命能成為將能生出"子民、國度、君王"的生命,並他的生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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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的一切事情都幇助神的應許成就在他生命裏的事，亞伯拉罕一生所堅固的生活現場,所建立的人

際關係,所得的産業,更將那在他的身上所成就出來的生命,都傳授給應許之子以撒一個人的身上，以

撒生了以色列,以色列生了12支派,他們的後裔極其繁多了, 建立了以色列國,藉着他們的血統那位

君王耶穌也來世了,並藉着道成肉身，死而復活，寶座掌權的奧秘,成全了那位君王為自己的聖民要

成就的一切事,而掌握了天上、地上、永遠的權柄了，從那時候開始,以前大部分局限於以色列民的

救恩工作, 擴張到列邦、萬民、普天下，地極一直到耶穌基督再來，耶穌基督設立12使徒,又給他們

權柄和神聖的使命而差派他們說:你們到列邦、萬民、普天下，一直到地極去,作我(君王)的見證,召

聚我的(子民),繼續建立擴張天國(國度) 一直到最後蒙召的一個人得救使得救的人數得到滿足為

止。  
 

   《加拉太書3:29》說: "你們旣屬乎基督, 就是亞伯拉罕的後裔, 是照着應許承受産業的了"，凡聽

見基督福音而相信接納的,都是蒙召的神的子民，基督的肢體， 聖靈的聖殿,都擁有着與亞伯拉罕、

以色列、使徒同樣的應許和神聖的使命了，那麼, 今日神賜給今日的亞伯拉罕的應許之地是指那裏？

並且用什麼方法能得取那地？ 今日的應許之地不再指地上任何特別的地方,乃是指擁有神的話、基

督、聖靈的聖徒所站着的生活現場;並得取那流與蜜之地基業的秘訣,都在於他們每天所遇見的人際

關係和事件裏，已經擁有《羅馬書1-11章》所講福音的奧秘的人,將要得取的應許之地,就在於《羅馬書

12-16章》所講的各樣生活現場,並且每天能得取基業的秘訣都在於《羅馬書12:1-2》所講在生活現場裏,

帶着活祭的生命和眼光,時常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凡擁有着《以弗所書1:1-14》

所講三位一體神的奧秘聖徒, 都已經得着了神所賜《以弗所書1:15-23》所講永遠無限的指望、基業、

能力;同時神所賜給他們的應許之地不在於別的地方,就在於他們每天所接觸的敎會現場《以弗所書

4:1-16》，個人現場《以弗所書4:17-5:21》，家庭現場《以弗所書5:22-6:4》事業現場《以弗所書6:5-9》，

屬靈戰爭的現場《以弗所書6:10-18》，世界福音化的現場《以弗所書6:18-24》, 並且得取那基業的秘訣

就在於《以弗所書3:14-21》所講: "按着衪豐盛的榮耀,藉着衪的靈,叫你們心裏的力量剛强起來",在聖

徒所擁有的一切條件和遇見的一切事情裏,"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 叫你們的愛心有根

有基,能以和衆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便叫神一切

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又在於《以弗所書5:15-21》所講:時常成為智慧人,要愛惜光陰,維持聖靈充滿,

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讚美主的生活裏，不但《羅馬書》《以

弗所書》的啓示是如此,其實新約聖經每卷書的啓示都是一律地講這一個的奧秘了， 若我們在多引用

《腓立比書》來講,則可以說: 聖徒應該在凡事上察驗要喜樂，感恩的理由,而保守心懷意念《腓立比

書4:4-7》,得着秘訣在任何的情況裏都能知足而享受神豐盛的供應,靠着從上頭來的能力,凡事都能作

《腓立比書4:12-13》,在生活現場裏所遭遇的一切事都要叫福音興旺《腓立比書1:12》;得着那秘訣的一

切秘訣就在於"無論是生是死, 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腓立比書1:20》;那秘訣又在於"常以基

督耶穌的心為心"《腓立比書2:5》， "以認識耶穌基督為至寶"《腓立比書3:8》，凡事上"得着基督耶穌

得着我的"《腓立比書3:12》， "到了什麼地步,就當照着什麼地步行"《腓立比書3:16》，當一個聖徒眞

正地看透這奧秘而享受的時候,那些時常與他同在的和遇見他的人是有福的，藉着他的生命，所講的

信息和見證,遇見他的人能聽到又眞又活的基督福音,而得着重生的生命,得醫治而成聖,得能力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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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有能力有果子的生活,這有生命的福音工作藉着奇妙的生命連絡線,個人藉着個人、家庭藉着家

庭、敎會藉着敎會,一直到地極會興旺時代的福音事工，一個偸了主人財物而逃走的奴隸"阿尼西母

",在羅馬的監獄裏遇見了傳福音者"保羅",結果原來完全無益的一個人變為對天國福音有益的人

了，外一個生長在基督信仰家庭,而從小學習神的話而長大的靑年人"提摩太",則因遇見了福音人"保

羅",成為世界福音化的主角能勝任了拯救時代的大事工了。 
 

   因為神時常同在，賜能力，安排貴人賜福,聖徒隨時隨地無論遇到什麼事,都能得勝而得着冠冕了!

亞伯拉罕藉着妻子撒拉去世的哀喪之事,却得取了迦南應許之地,能成全了永遠祝福信心後裔的非常

重要的事,而得着了永遠的冠冕了，唯有那些像亞伯拉罕一樣,能相信神所賜絶對的話語和應許,每天

從早到晩帶着這信心的眼光,能發現神同在、引導、賜福的證據的人,才能享受已在自己生命、生活、

現場裏所隱藏無限的福份,而能祝福一個時代,也能將豐盛屬靈的遺産能傳授給自己的後代和後來的

時代! 
 

 

 

 
 
 
 
 
 

銘言錄: 就在那你所站着的生活現場和遇見裏, 每天,神所豫備的"奶與蜜"無限豐

盛地流着出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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