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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18章1-15節)

耶和華在幔利橡樹那裏向亞
伯拉罕顯現。天正熱的時候，
亞伯拉罕坐在帳棚門口。他
舉目觀看，看哪，有三個人
站在他附近。他一看見，就
從帳棚門口跑去迎接他們，
俯伏在地，說：「我主，」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請不要
離開你的僕人走過去。容我
拿點水來，請你們洗腳，在
樹下休息。既然你們來到僕
人這裏了，我再拿點餅來，
讓你們恢復心力，然後再
走。」他們說：「就照你說
的去做吧。」



亞伯拉罕急忙進帳棚到撒拉
那裏，說：「你趕快拿三細
亞細麵，揉麵做餅。」亞伯
拉罕又跑到牛群裏，牽了一
頭又嫩又好的牛犢來，交給
僕人，僕人就急忙去預備。
亞伯拉罕取了乳酪和奶，以
及預備好了的牛犢來，擺在



他們面前，自己在樹下站在
旁邊，他們就吃了。
他們對亞伯拉罕說：「你妻
子撒拉在哪裏？」他說：
「看哪，在帳棚裏。」有一
位說：「明年這時候 ，我一
定會回到你這裏。看哪，你
的妻子撒拉會生一個兒子。」



撒拉在那人後面的帳棚門口
也聽見了。亞伯拉罕和撒拉
都年紀老邁，撒拉的月經已
停了。撒拉心裏竊笑，說：
「我已衰老，我的主也老了，
怎能有這喜事呢？」耶和華
對亞伯拉罕說：「撒拉為甚
麼竊笑，說：『我已年老，



果真能生育嗎？』耶和華豈
有難成的事嗎？到了所定的
時候，我必回到你這裏。明
年這時候，撒拉會生一個兒
子。」撒拉因為害怕，就不
承認，說：「我沒有笑。」
那人說：「不，你的確笑
了。」



(創世記 21章1-7節)

耶和華照著他所說的眷顧撒
拉，耶和華實現了他對撒拉
的應許。亞伯拉罕年老，到
上帝對他說的那所定的時候，
撒拉懷了孕，給他生了一個
兒子。亞伯拉罕給撒拉所生
的兒子起名叫以撒。



以撒出生後第八日，亞伯拉
罕遵照上帝所吩咐的，為以
撒行割禮。他兒子以撒出生
的時候，亞伯拉罕年一百歲。
撒拉說：「上帝使我歡笑，
凡聽見的人必與我一同歡
笑」，又說：「誰能預先對



亞伯拉罕說，撒拉要乳養孩
子呢？因為在他年老的時候，
我為他生了一個兒子。」



(羅馬書 5章1-8節)

所以，我們既因信稱義，就
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以
與上帝和好。我們又藉著他，
因信得以進入現在所站立的
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
望上帝的榮耀。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



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落空，因為上帝
的愛，已藉著所賜給我們的
聖靈，澆灌在我們心裏。我
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在
特定的時刻為不敬虔之人死。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



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
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
向我們顯明了。」



(馬太福音 9章35-10章8節)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他們
的會堂裏教導人，宣講天國
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他看見一大群人，就憐憫他
們；因為他們困苦無助，如
同羊沒有牧人一樣。於是他
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



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要
求莊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
去收他的莊稼。」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
他們權柄，能驅趕污靈和醫
治各樣的疾病。這十二使徒
的名字如下：頭一個叫西門
（又稱彼得），還有他弟弟



安得烈，西庇太的兒子雅各
和雅各的弟弟約翰，腓力和
巴多羅買，多馬和稅吏馬太，
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和達太，
激進黨的西門，還有出賣
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耶穌差遣這十二個人出去，
吩咐他們說：「外邦人的路，



你們不要走；撒瑪利亞人的
城，你們不要進；寧可往以
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要
邊走邊傳，說『天國近了』。
要醫治病人，使死人復活，
使痲瘋病人潔淨，把鬼趕出
去。你們白白地得來，也要
白白地給人。



講道

王家輝牧師

上帝應許，突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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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季汶女士

神學生分享







默禱片刻
彼此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