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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知道我是耶和華』 

讀經：結三六11、23、38，三七6、13～14、28，三八23，三九6～7、22、28 

結36:11 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們上面增多；他們必增多繁衍；我要使你們有人居住，像先前一樣，並

要使你們比起初更亨通。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36:23 我要使我的大名顯爲聖別；這名在列國中已被褻瀆，就是你們在他們中間所褻瀆的。我在列

國的人眼前，在你們身上顯爲聖別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結36:38 聖別作祭物的羊羣怎樣多，耶路撒冷在所定的節期羊羣怎樣多，照樣，荒涼的城邑必被人羣

充滿；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37:6 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皮遮蔽你們，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

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37:13 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上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37:14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就知道我耶和華如

此說，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結37:28 我的聖所在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列國就必知道我是使以色列分別爲聖的耶和華。 
結38:23 我必顯爲大，顯爲聖別，在多國人的眼前讓人認識，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39:6 我要降火在瑪各和那些安居於眾海島的人身上，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39:7 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使人認識我的聖名，也不容我的聖名再被褻瀆；列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

華以色列中的聖者。 
結39:22 這樣，從那日以後，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 
結39:28 因我使他們被擄到列國中，後又聚集他們歸回自己的地，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

我必不再留他們一人在列國那裏。 

壹 『伊羅欣』是神在與造物之關係上的名，而『耶和華』是神在與人之關係上的

名—創一1，二4，賽一2、4： 
創1:1 起初神創造諸天與地， 
創2:4 諸天與地創造的來歷，乃是這樣。在耶和華神造地造天的日子， 
賽1:2 天哪，要聽；地阿，要側耳聽；因爲耶和華說，我養育兒女，將他們養大，他們竟背

叛我。 
賽1:4 嗐，犯罪的國民，罪孽深重的百姓，作惡的種類，行事敗壞的兒女！他們離棄耶和

華，藐視以色列的聖者，與祂生疏而退後。 

一 神—『伊羅欣』—這名意卽『那強有力者』；這名是指神與造物的關係說的。 

二 『神』含示神的能力，以及祂與受造之物的關係；『耶和華神』表明神和人發生關

係： 

1 『神』是普通的名字，『耶和華』是親密和愛的名字。 

2 耶和華神不只是有能力的，且是和人親近的—創二4、8、15～16、18～19、21～
22。 

創2:4 諸天與地創造的來歷，乃是這樣。在耶和華神造地造天的日子， 
創2:8 耶和華神在東方的伊甸栽植了一個園子，把所塑造的人安放在那裏。 
創2:15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耕種看守。 
創2:16 耶和華神吩咐那人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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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2:18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爲他造一個幫助者作他的配偶。 
創2:19 耶和華神把祂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甚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牠的名。 
創2:21 耶和華神使那人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了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在原處合起

來。 
創2:22 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那人跟前。 

貳 『耶和華』的意思是『我是那我是』，指明耶和華是自有永有的永遠者，就是

那昔是今是以後永是者—出三14，啓一4： 
出3:14 神對摩西說，我是那我是；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我是差我到你們這裏

來。 
啓1:4 約翰寫信給在亞西亞的七個召會：願恩典與平安，從那今是昔是以後永是的，從祂寶

座前的七靈， 

一 『我是』這神聖的名稱，指神是自有永有的一位，祂不倚靠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出

三14： 
出3:14 神對摩西說，我是那我是；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我是差我到你們這

裏來。 

1 『自有』這辭是指一樣東西是自己存在的，是沒有開始的。 

2 那我是的神，是自有的，是無始的。 

二 『永有』這辭是指一樣東西是永存的；神永遠存在，直到永遠，是無終的。 

三 惟有耶和華是那是的一位—來十一6： 
來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爲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祂賞賜

那尋求祂的人。 

1 惟有祂是存在的那一位，是偉大的『是』；動詞『是』只適用於神，不適用於我

們。 

2 一切都將不再是，惟獨神要一直的是；祂，那我是，乃是偉大的『是』。 

3 神是宇宙的『是』，是真正存在的；只有神是『我是』—惟有祂是存在的。 

叁 就著供應和應許來說，『伊勒沙代』是神的名；就著存在和成就應許來說，

『耶和華』是神的名—創十七1，二八3，三五11，出三14，六6～8： 
創17:1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我是全足的神；你要行在我面

前，並且要完全； 
創28:3 願全足的神賜福給你，使你繁衍增多，成爲多族； 
創35:11 神又對他說，我是全足的神；你要繁衍增多，將來有一國，有多民從你而生，又有君

王從你腰中而出。 
出3:14 神對摩西說，我是那我是；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我是差我到你們這裏

來。 
出6:6 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我要把你們從埃及人所加的重擔下領出來，我

要拯救你們脫離他們的奴役；我要用伸出來的膀臂，並用極重的刑罰，救贖你們。 
出6:7 我要取你們歸我作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是把你們從埃及人所加的重擔下領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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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6:8 我要把你們領到我起誓要賜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將那地賜給你們爲業。

我是耶和華。 

一 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經歷神是伊勒沙代，卻沒有經歷祂是耶和華，因爲他們存著信

心死了，並沒有得著神關於美地之應許的成就—來十一13，參創十五13～16。 
來11:13 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並沒有得着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

又承認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創15:13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確實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

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 
創15:14 但他們所要服事的那國，我要懲罰，後來他們必帶着許多財物從那裏出來。 
創15:15 至於你，你要享大壽數，被人埋葬，平平安安的歸到你列祖那裏。 
創15:16 到了第四代，他們必回到此地，因爲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 

二 在出埃及六章六至八節，神不是來應許摩西，祂乃是來成就祂從前給亞伯拉罕、以撒

和雅各的應許；因此，祂臨到摩西不是作伊勒沙代，乃是作耶和華，就是那我是，並

要成就祂一切應許的一位。 
出6:6 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我要把你們從埃及人所加的重擔下領出

來，我要拯救你們脫離他們的奴役；我要用伸出來的膀臂，並用極重的刑罰，救

贖你們。 
出6:7 我要取你們歸我作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是把你們從埃及人所加的重擔下領出來的。 
出6:8 我要把你們領到我起誓要賜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將那地賜給你們爲

業。我是耶和華。 

三 因耶和華永遠長存，而且祂是動詞『是』的實際，凡祂所說的祂必成就。 

四 今天在主的恢復裏，我們不是在應許的階段，乃是在應驗的階段；我們經歷的神不僅

是伊勒沙代，更是耶和華，那偉大的我是。 

肆 耶和華—自有永有者—乃是三一神；祂是獨一的神，卻又是三一的—三6、14
～16，瑪二10，林前八4、6，林後十三14，太二八19： 
出3:6 又說，我是你父親的神，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遮住臉，因爲

怕看神。 
出3:14 神對摩西說，我是那我是；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我是差我到你們這裏

來。 
出3:15 神又對摩西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我到你們這裏來。這是我的名，直到永遠；這也是我的記

念，直到萬代。 
出3:16 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長老，對他們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罕、以撒、雅

各的神，向我顯現，說，我實在眷顧了你們，也看見了你們在埃及受到甚麼樣的對

待。 
瑪2:10 我們豈不都有一位父麼？豈不是一位神所造的麼？我們各人怎麼以詭詐待弟兄，瀆犯

了神與我們列祖所立的約呢？ 
林前8:4 關於喫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偶像在世上算不得甚麼，也曉得神只有一位，再沒有別

的神。 
林前8:6 在我們卻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祂，我們也歸於祂；並有一位主，就是耶

穌基督，萬物都是藉着祂有的，我們也是藉着祂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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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3: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 
太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將他們浸入父、子、聖靈的名裏， 

一 耶和華是三個人—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這含示祂是三一神—出三14～16。 
出3:14 神對摩西說，我是那我是；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我是差我到你們這

裏來。 
出3:15 神又對摩西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我到你們這裏來。這是我的名，直到永遠；這也是

我的記念，直到萬代。 
出3:16 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長老，對他們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罕、以

撒、雅各的神，向我顯現，說，我實在眷顧了你們，也看見了你們在埃及受到甚

麼樣的對待。 

二 『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耶和華伊羅欣，三一神—父、子、靈—15
節，太二八19： 
出3:15 神又對摩西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我到你們這裏來。這是我的名，直到永遠；這也是

我的記念，直到萬代。 
太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將他們浸入父、子、聖靈的名裏， 

1 亞伯拉罕的神表徵父神呼召人、稱義人、裝備人，使人憑信而活，且活在與祂的交

通裏—創十二1，十五6，十七～十八，十九29，二一1～13，二二1～18。 

創12:1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親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創15:6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算爲他的義。 
創17:1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我是全足的神；你要行

在我面前，並且要完全； 
創17:2 我要與你立約，使你的後裔極其增多。 
創17:3 亞伯蘭面伏於地；神又與他談話，說， 
創17:4 我與你立的約是這樣：你要成爲多國的父。 
創17:5 你的名不要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爲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 
創17:6 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我必使多國從你而立，多王從你而出。 
創17:7 我必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爲要作你和你後裔的

神。 
創17:8 我要將你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爲業，我也必作他

們的神。 
創17:9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至於你，你和你的後裔當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 
創17:10 你們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禮；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所立的約，是你們所當

遵守的。 
創17:11 你們都要受割禮，這是我與你們立約的記號。 
創17:12 你們世世代代的男子，無論是家裏生的，或是在你後裔之外用銀子從外人買

的，生下來第八日，都要受割禮。 
創17:13 你家裏生的和你用銀子買的，都必須受割禮。這樣，我的約就立在你們肉體上

作永遠的約。 
創17:14 但不受割禮的男子必從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約。 
創17:15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至於你的妻子撒萊，不可再叫撒萊，她的名要叫撒拉。 
創17:16 我必賜福給她，也要使你從她得一個兒子。我必賜福給她，她也要作多國之

母，必有多民的君王從她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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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17:17 亞伯拉罕就面伏於地笑了，心裏說，一百歲的人還能得孩子麼？撒拉已經九十

歲了，還能生孩子麼？ 
創17:18 亞伯拉罕對神說，但願以實瑪利活在你面前。 
創17:19 神說，不然，你妻子撒拉必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以撒。我要與他

堅定所立的約，作他後裔永遠的約。 
創17:20 至於以實瑪利，我也應允你；我已賜福給他，使他繁衍，極其增多。他必生十

二個首領；我也要使他成爲大國。 
創17:21 到明年這約定的日期，撒拉必給你生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 
創17:22 神和亞伯拉罕談完了話，就離開他升上去了。 
創17:23 正當那日，亞伯拉罕遵着神對他所說的，給他的兒子以實瑪利和家裏的一切男

子，無論是在家裏生的，是用銀子買的，都行了割禮。 
創17:24 亞伯拉罕受割禮的時候年九十九歲。 
創17:25 他兒子以實瑪利受割禮的時候年十三歲。 
創17:26 正當那日，亞伯拉罕和他兒子以實瑪利一同受了割禮。 
創17:27 家裏所有的男人，無論是在家裏生的，是用銀子從外人買的，也都與他一同受

了割禮。 
創18:1 耶和華在幔利橡樹那裏向亞伯拉罕顯現。那時天正熱，亞伯拉罕坐在帳棚口。 
創18:2 他舉目觀看，見有三個人在對面站着。他一看見，就從帳棚口跑去迎接他們，

俯伏在地， 
創18:3 說，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離開僕人往前去。 
創18:4 讓我拿點水來，你們洗洗腳，在樹下歇息歇息。 
創18:5 我再拿一點餅來，你們可以加添心力，然後往前去。你們旣到僕人這裏來，理

當如此。他們說，就照你說的行罷。 
創18:6 亞伯拉罕急忙進帳棚見撒拉，說，你快快拿三細亞細麵調和作餅。 
創18:7 亞伯拉罕又跑到牛羣裏，牽了一隻又嫩又好的牛犢來，交給僕人，僕人急忙豫

備好了。 
創18:8 亞伯拉罕又取了奶酪和奶，並豫備好的牛犢來，擺在他們面前，自己在樹下站

在旁邊，他們就喫了。 
創18:9 他們問亞伯拉罕說，你妻子撒拉在那裏？他說，在帳棚裏。 
創18:10 其中一位說，到明年這時候，我必回到你這裏；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個兒子。

撒拉在那位後邊的帳棚口也聽見了這話。 
創18:11 亞伯拉罕和撒拉年紀老邁，撒拉的月經已經停了。 
創18:12 撒拉心裏暗笑，說，我旣已衰敗，我主也老邁，豈能有這樂趣呢？ 
創18:13 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撒拉爲甚麼笑，說，我旣年邁，果真能生孩子麼？ 
創18:14 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麼？到了約定的日期，明年這時候，我必回到你這裏，撒

拉必生一個兒子。 
創18:15 撒拉就害怕，不承認，說，我沒有笑；那位說，不然，你實在笑了。 
創18:16 三人就從那裏起身，向所多瑪觀望；亞伯拉罕也與他們同行，要送他們一程。 
創18:17 耶和華說，我所要作的事，豈可瞞着亞伯拉罕麼？ 
創18:18 亞伯拉罕必要成爲又大又強的國，並且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 
創18:19 我眷顧他，爲要叫他吩咐他的子孫和他以後的家屬，遵守我耶和華的道，秉行

公義和公理，使我論到亞伯拉罕的話，都成就在他身上。 
創18:20 耶和華說，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甚重，聲聞於我。 
創18:21 我現在要下去，察看他們所行的，果然盡像那達到我耳中的聲音麼？若是不

然，我也會知道。 
創18:22 二人轉身離開那裏，向所多瑪走去；但亞伯拉罕仍舊站在耶和華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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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18:23 亞伯拉罕近前來，說，你真的要將義人與惡人一併剿滅麼？ 
創18:24 假若那城裏有五十個義人，你還剿滅麼？不爲城裏這五十個義人寬容那地方

麼？ 
創18:25 你絕不會將義人與惡人同殺，將義人與惡人一樣看待；這絕不是你所行的。審

判全地的主豈不公平行事麼？ 
創18:26 耶和華說，我若在所多瑪城裏見有五十個義人，我就要爲他們的緣故寬容那地

方。 
創18:27 亞伯拉罕回答說，我雖然是塵土爐灰，還敢對主說話。 
創18:28 假若這五十個義人缺了五個，你就因爲缺了五個毀滅全城麼？祂說，我在那裏

若見有四十五個，也不毀滅那城。 
創18:29 亞伯拉罕又對祂說，假若在那裏見有四十個怎麼樣？祂說，爲這四十個的緣

故，我也不作這事。 
創18:30 亞伯拉罕說，求主不要動怒，容我說，假若在那裏見有三十個怎麼樣？祂說，

我在那裏若見有三十個，我也不作這事。 
創18:31 亞伯拉罕說，我還敢對主說話，假若在那裏見有二十個怎麼樣？祂說，爲這二

十個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 
創18:32 亞伯拉罕說，求主不要動怒，容我再說這一次，假若在那裏見有十個呢？祂

說，爲這十個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 
創18:33 耶和華與亞伯拉罕說完了話就走了；亞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創19:29 當神毀滅平原諸城的時候，祂記念亞伯拉罕，正在傾覆羅得所住之諸城的時

候，就打發羅得從傾覆之中出來。 
創21:1 耶和華按先前的話眷顧撒拉，便照祂所應許的給撒拉成就。 
創21:2 當亞伯拉罕年老的時候，撒拉懷了孕；到神和亞伯拉罕約定的日期，就給亞伯

拉罕生了一個兒子。 
創21:3 亞伯拉罕爲撒拉給他生的兒子起名叫以撒。 
創21:4 以撒生下來第八日，亞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給他的兒子以撒行了割禮。 
創21:5 他兒子以撒出生的時候，亞伯拉罕年一百歲。 
創21:6 撒拉說，神使我歡笑，凡聽見的必與我一同歡笑； 
創21:7 又說，誰能豫先對亞伯拉罕說，撒拉要乳養兒女呢？然而在他年老的時候，我

竟給他生了一個兒子。 
創21:8 孩子漸長，就斷了奶。以撒斷奶的日子，亞伯拉罕設擺盛大的筵席。 
創21:9 當時，撒拉看見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戲笑， 
創21:10 就對亞伯拉罕說，你把這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因爲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我的

兒子以撒，一同承受產業。 
創21:11 亞伯拉罕因他兒子的緣故甚是愁煩。 
創21:12 神對亞伯拉罕說，你不必爲這童子和你的使女愁煩。凡撒拉對你說的話，你都

要聽；因爲從以撒生的，纔要稱爲你的後裔。 
創21:13 至於使女的兒子，我也必使他成爲一國，因爲他是你的後裔。 
創22:1 這些事以後，神試驗亞伯拉罕，對他說，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裏。 
創22:2 神說，你帶着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爲燔祭。 
創22:3 亞伯拉罕清早起來，備上驢，帶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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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22:4 到了第三日，亞伯拉罕舉目遠遠的看見那地方。 
創22:5 亞伯拉罕對他的僕人說，你們和驢在這裏等着，我與童子往那裏去敬拜，然後

回到你們這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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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22:6 亞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兒子以撒身上，自己手裏拿着火與刀；於是二人同

行。 
創22:7 以撒對他父親亞伯拉罕說，父親哪。亞伯拉罕說，我兒，我在這裏。以撒說，

請看，火與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那裏？ 
創22:8 亞伯拉罕說，我兒，神必自己豫備作燔祭的羊羔。於是二人同行。 
創22:9 他們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亞伯拉罕在那裏築壇，把柴擺好，就捆綁他的兒子

以撒，放在壇的柴上。 
創22:10 亞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 
創22:11 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裏。 
創22:12 使者說，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

了，因爲你沒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 
創22:13 亞伯拉罕舉目觀看，不料，在他後面有一隻公羊，兩角扣在樹叢中，亞伯拉罕

就去取了那隻公羊來，獻爲燔祭，代替他的兒子。 
創22:14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

豫備。 
創22:15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從天上呼叫亞伯拉罕，說， 
創22:16 耶和華宣示說，你旣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指着

自己起誓： 
創22:17 論福，我必賜福給你；論繁增，我必使你的後裔繁增，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

沙；你的後裔必得着仇敵的城門； 
創22:18 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爲你聽從了我的話。 

2 以撒的神表徵子神祝福人，使人承受祂一切的豐富，過享受祂豐盛的生活，並活在

平安中—二五5，二六3～4、12～33。 

創25:5 亞伯拉罕將一切所有的都給了以撒。 
創26:3 你寄居在這地，我必與你同在，賜福給你，因爲我要將這些地都賜給你和你的

後裔；我必堅定我向你父亞伯拉罕所起的誓。 
創26:4 我要使你的後裔繁增，如同天上的星那樣多，又要將這些地都賜給你的後裔；

並且地上萬國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創26:12 以撒在那地撒種，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華賜福給他， 
創26:13 他就昌大，越發昌盛，成了巨富。 
創26:14 他有羊羣、牛羣，又有許多僕婢，非利士人就嫉妒他。 
創26:15 當他父親亞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親的僕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

填滿了土。 
創26:16 亞比米勒對以撒說，你離開我們去罷，因爲你比我們強盛得多。 
創26:17 以撒就離開那裏，在基拉耳谷支搭帳棚，住在那裏。 
創26:18 當他父親亞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亞伯拉罕死後塞住了，

以撒就重新挖出來，仍照他父親所起的，叫那些井的名字。 
創26:19 以撒的僕人在谷中挖掘，得了一口活水井。 
創26:20 基拉耳的牧人與以撒的牧人爭鬧，說，這水是我們的。以撒就給那井起名叫埃

色，因爲他們和他相爭。 
創26:21 以撒的僕人又挖了一口井，他們又爲這井爭鬧，因此以撒給這井起名叫西提

拿。 
創26:22 以撒離開那裏，又挖了一口井，他們不爲這井爭鬧了，他就給那井起名叫利河

伯。他說，耶和華現在給我們寬闊之地，我們必在這地繁衍。 
創26:23 以撒從那裏上別是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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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26:24 當夜耶和華向他顯現，說，我是你父親亞伯拉罕的神，不要懼怕，因爲我與你

同在，必賜福給你，並要爲我僕人亞伯拉罕的緣故，使你的後裔繁增。 
創26:25 以撒就在那裏築了一座壇，呼求耶和華的名，並且支搭帳棚；他的僕人便在那

裏挖了一口井。 
創26:26 亞比米勒同他的謀士亞戶撒、和他的軍長非各，從基拉耳來見以撒。 
創26:27 以撒對他們說，你們旣然恨我，打發我走了，爲甚麼到我這裏來？ 
創26:28 他們說，我們明明看見耶和華與你同在；所以我們說，我們不如兩下彼此起

誓，讓我們與你立約， 
創26:29 使你不侵害我們，正如我們未曾觸犯你，一味的善待你，並且打發你平平安安

的走了。你是蒙耶和華賜福的了。 
創26:30 以撒就爲他們設擺筵席，他們便喫了喝了。 
創26:31 他們清早起來彼此起誓。以撒打發他們走，他們就平平安安的離開他走了。 
創26:32 那一天，以撒的僕人來，將挖井的事告訴他說，我們找到水了。 
創26:33 他就給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名叫別是巴，直到今日。 

3 雅各的神表徵靈神使萬有互相効力，叫愛祂的人得益處，變化人，並使人在神聖的

生命裏成熟—二七41，二八1～三五10。 

創27:41 以掃因他父親給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裏說，爲我父親居喪的日子近

了，到那時候，我要殺我的弟弟雅各。 
創二八1～三五10 從畧。 

三 耶和華—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乃是復活的神，就是使人復活的三一神—出四

5，太二二31～32。 
出4:5 這樣，就叫他們信耶和華他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

神，已經向你顯現了。 
太22:31 關於死人復活，神向你們所說的，你們沒有念過麼？祂說， 
太22:32 『我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並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

神。 

伍 約翰福音啓示，耶穌乃是那偉大的我是—八24、28、58，十八4～8： 
約8:24 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死在你們的罪中；你們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你們的罪中。 
約8:28 所以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並且知道我不從自己作甚麼；

我說這些話，乃是照着父所教訓我的。 
約8:58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我就是。 
約18:4 耶穌知道將要臨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來，對他們說，你們找誰？ 
約18:5 他們回答說，拿撒勒人耶穌。祂說，我是。出賣祂的猶大也同他們站在一起。 
約18:6 耶穌一說，我是，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 
約18:7 祂又問他們說，你們找誰？他們說，拿撒勒人耶穌。 
約18:8 耶穌回答說，我已經告訴你們，我是；你們若找我，就讓這些人走罷。 

一 耶穌不僅是人—祂是那我是—八24。 
約8:24 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死在你們的罪中；你們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你們的罪

中。 

二 『耶穌』這名的意思是『耶和華救主』，或『耶和華救恩』—太一21： 
太1:21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因祂要親自將祂的百姓從他們的罪裏

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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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穌』這名包括『耶和華』這名，意思是『我是那我是』—出三14。 

出3:14 神對摩西說，我是那我是；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我是差我到你們

這裏來。 

2 耶穌是耶和華成爲我們的救主和我們的救恩—羅十12～13，五10，參腓一19。 

羅10:12 因爲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眾人同有一位主，祂對一切呼求祂的人是

豐富的。 
羅10:13 因爲『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羅5:10 因爲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着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旣已和好，就更要在

祂的生命裏得救了。 
腓1:19 因爲我知道，這事藉着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

救。 

三 耶穌是偉大的我是，這含示祂是永遠的一位—約八58： 
約8:58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我就是。 

1 耶穌就是耶和華，那我是；祂的名字是『我是』—24、28節。 

約8:24 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死在你們的罪中；你們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你們的

罪中。 
約8:28 所以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道我是，並且知道我不從自己作

甚麼；我說這些話，乃是照着父所教訓我的。 

2 在園子裏被捉拿的那一位不僅僅是個拿撒勒人；這一位乃是偉大的我是，是無限、

永遠的神；被捉拿的那一位就是耶和華神—十八4～8。 

約18:4 耶穌知道將要臨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來，對他們說，你們找誰？ 
約18:5 他們回答說，拿撒勒人耶穌。祂說，我是。出賣祂的猶大也同他們站在一起。 
約18:6 耶穌一說，我是，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 
約18:7 祂又問他們說，你們找誰？他們說，拿撒勒人耶穌。 
約18:8 耶穌回答說，我已經告訴你們，我是；你們若找我，就讓這些人走罷。 

3 耶穌就是自有永有的神；祂是完整的神，三一神—十四9～10、16～18。 

約14:9 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麼？人看見了我，

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 
約14:10 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不信麼？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我從自己說

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 
約14:16 我要求父，祂必賜給你們另一位保惠師，叫祂永遠與你們同在， 
約14:17 就是實際的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爲不見祂，也不認識祂；你們卻認識

祂，因祂與你們同住，且要在你們裏面。 
約14:18 我不撇下你們爲孤兒，我正往你們這裏來。 

四 基督是那我是，對我們乃是一切，給我們經歷並享受；祂是那我是，意思就是『你需

要甚麼，我就是甚麼』—六35，八12，十11，十一25，十四6： 
約6:35 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永遠不餓；信入我的，必永

遠不渴。 
約8:12 於是耶穌又對眾人講論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絕不在黑暗裏行，必要

得着生命的光。 
約10: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爲羊捨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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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1:25 耶穌對她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約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實際、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1 耶和華這名的長闊高深，是彀包括一切的；我們所需要的無論是甚麼—一切屬靈的

實際—都可以憑信心加在『我是』之後。 

2 在出埃及三章十四節，神只說祂是，而不說祂是甚麼，好讓信祂的人自己加上他們

所需要的，然後經歷祂作那實際—約八32。 

出3:14 神對摩西說，我是那我是；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我是差我到你們

這裏來。 
約8:32 你們必認識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3 主耶穌就是實際，因爲祂是那我是—十四6，八32、36： 

約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實際、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約8:32 你們必認識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約8:36 所以神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a 主這『我是』進到我們裏面作生命，在我們裏面作光來照耀，這光便將這實際的

神聖的成分帶進我們裏面—一4，八12。 

約1:4 生命在祂裏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約8:12 於是耶穌又對眾人講論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絕不在黑暗裏

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b 叫我們得以自由的實際就是這我是；那永遠的『是』叫我們得以自由—32、36、
58節。 

約8:32 你們必認識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約8:36 所以神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約8:58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我就是。 

陸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爲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神是』—來十

一6（直譯）： 
來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爲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直譯：神是），

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 

一 神要求我們相信祂是： 

1 只有神是，其他的一切都不是。 

2 神是，因爲祂是真實的；祂所造的一切，都不是真實的—傳一2。 

傳1:2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3 除了神以外，其他一切都是虛無；祂是惟一是的那一位，惟一具有存在之實際的那

一位—賽四十1～18。 

賽40:1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賽40:2 要對耶路撒冷的心說話，向她呼喊說，她爭戰的日子滿了，她爲罪孽所受的刑

罰已蒙認可；因她爲自己的一切罪，已經從耶和華手中加倍受罰。 
賽40:3 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豫備耶和華的道路，在沙漠修直我們神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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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40:4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曲的要修爲直路，崎嶇的要改爲平

原。 
賽40:5 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屬肉體的人必一同看見，因爲這是耶和華親口說

的。 
賽40:6 有人聲說，你喊叫罷。有一個說，我喊叫甚麼呢？說，凡屬肉體的人盡都如

草，他一切的榮美都像野地的花； 
賽40:7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因爲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百姓誠然是草。 
賽40:8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賽40:9 報好信息的錫安哪，你要登高山；報好信息的耶路撒冷阿，你要極力揚聲；揚

聲不要懼怕。要對猶大的城邑說，看哪，你們的神！ 
賽40:10 看哪，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祂的膀臂必爲祂掌權。看哪，祂的賞賜在祂

那裏，祂的報應在祂面前。 
賽40:11 祂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羣，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祂必引導那乳養小

羊的。 
賽40:12 誰曾用手心量諸水，用手虎口測諸天，用量器量大地的塵土，用秤稱山嶺，用

天平稱岡陵呢？ 
賽40:13 誰曾指示耶和華的靈，或作祂的策士指教祂呢？ 
賽40:14 祂曾與誰商議，誰使祂明白，誰將公平的途徑教導祂，又將知識教導祂，使祂

認識通達的道路呢？ 
賽40:15 萬民都像水桶裏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塵。看哪，祂舉起眾海島，好像極

微之物。 
賽40:16 利巴嫩的樹林不彀當柴燒，其中的走獸也不彀作燔祭。 
賽40:17 萬民在祂面前好像虛無，被祂算爲不及虛無，乃爲虛空。 
賽40:18 你們究竟將誰比神？用甚麼形像與神比較呢？ 

二 信乃是信神是—來十一6： 
來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爲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直譯：神

是），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 

1 信將我們聯於神，就是惟一是的那一位—約十四1。 

約14:1 你們心裏不要受攪擾，你們當信入神，也當信入我。 

2 信神是，乃是使神快樂，蒙神喜悅惟一、獨一的路—來十一6。 

來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爲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直譯：神

是），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 

柒 至終，所有人都要知道神是耶和華—結三六11、23、38，三七6、13～14、
28，三八23，三九6～7、22、28： 
結36:11 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們上面增多；他們必增多繁衍；我要使你們有人居住，像先前一

樣，並要使你們比起初更亨通。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36:23 我要使我的大名顯爲聖別；這名在列國中已被褻瀆，就是你們在他們中間所褻瀆的。

我在列國的人眼前，在你們身上顯爲聖別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這是主耶

和華說的。 
結36:38 聖別作祭物的羊羣怎樣多，耶路撒冷在所定的節期羊羣怎樣多，照樣，荒涼的城邑必

被人羣充滿；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37:6 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皮遮蔽你們，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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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了；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37:13 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上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37:14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就知道我耶

和華如此說，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結37:28 我的聖所在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列國就必知道我是使以色列分別爲聖的耶和華。 
結38:23 我必顯爲大，顯爲聖別，在多國人的眼前讓人認識，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39:6 我要降火在瑪各和那些安居於眾海島的人身上，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39:7 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使人認識我的聖名，也不容我的聖名再被褻瀆；列國人就知道我

是耶和華以色列中的聖者。 
結39:22 這樣，從那日以後，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 
結39:28 因我使他們被擄到列國中，後又聚集他們歸回自己的地，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

的神；我必不再留他們一人在列國那裏。 

一 『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上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三

七13。 
結37:13 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上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二 『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使人認識我的聖名，也不容我的聖名再被褻瀆；列國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華以色列中的聖者』—三九7。 
結39:7 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使人認識我的聖名，也不容我的聖名再被褻瀆；列國人就知

道我是耶和華以色列中的聖者。 

三 『還沒有亞伯拉罕，我就是』—約八58。 
約8:58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我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