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知道我是耶和华”
读经：结三六11、23、38，三七6、13～14、28，三八23，三九6～7、22、28
结36:11
结36:23
结36:38
结37:6
结37:13
结37:14
结37:28
结38:23
结39:6
结39:7
结39:22
结39:28

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们上面增多；他们必增多繁衍；我要使你们有人居住，象先前一样，并
要使你们比起初更亨通。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别；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列
国的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别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圣别作祭物的羊群怎样多，耶路撒冷在所定的节期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
充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上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
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列国就必知道我是使以色列分别为圣的耶和华。
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别，在多国人的眼前让人认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要降火在玛各和那些安居于众海岛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使人认识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
华以色列中的圣者。
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列国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自己的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列国那里。

壹 “伊罗欣”是神在与造物之关系上的名，而“耶和华”是神在与人之关系上的
名—创一1，二4，赛一2、4：
创1:1
创2:4
赛1:2
赛1:4

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
诸天与地创造的来历，乃是这样。在耶和华神造地造天的日子，
天哪，要听；地啊，要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
叛我。
嗐，犯罪的国民，罪孽深重的百姓，作恶的种类，行事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
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祂生疏而退后。

一

神—“伊罗欣”—这名意即“那强有力者”；这名是指神与造物的关系说的。

二

“神”含示神的能力，以及祂与受造之物的关系；“耶和华神”表明神和人发生关
系：
1 “神”是普通的名字，“耶和华”是亲密和爱的名字。
2 耶和华神不只是有能力的，且是和人亲近的—创二4、8、15～16、18～19、21～
22。
创2:4
创2:8
创2:15
创2:16

诸天与地创造的来历，乃是这样。在耶和华神造地造天的日子，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栽植了一个园子，把所塑造的人安放在那里。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耕种看守。
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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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2:18
创2:19
创2:21
创2:22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作他的配偶。
耶和华神把祂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
耶和华神使那人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了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在原处合起
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贰 “耶和华”的意思是“我是那我是”，指明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永远者，就是
那昔是今是以后永是者—出三14，启一4：
出3:14
启1:4

一

神对摩西说，我是那我是；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我是差我到你们这里
来。
约翰写信给在亚西亚的七个召会：愿恩典与平安，从那今是昔是以后永是的，从祂宝
座前的七灵，

“我是”这神圣的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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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对摩西说，我是那我是；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我是差我到你们这
里来。

1 “自有”这辞是指一样东西是自己存在的，是没有开始的。
2 那我是的神，是自有的，是无始的。
二

“永有”这辞是指一样东西是永存的；神永远存在，直到永远，是无终的。

三

唯有耶和华是那是的一位—来十一6：
来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祂赏赐
那寻求祂的人。

1 唯有祂是存在的那一位，是伟大的“是”；动词“是”只适用于神，不适用于我
们。
2 一切都将不再是，唯独神要一直的是；祂，那我是，乃是伟大的“是”。
3 神是宇宙的“是”，是真正存在的；只有神是“我是”—唯有祂是存在的。

叁 就着供应和应许来说，“伊勒沙代”是神的名；就着存在和成就应许来说，
“耶和华”是神的名—创十七1，二八3，三五11，出三14，六6～8：
创17:1
创28:3
创35:11
出3:14
出6:6
出6:7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足的神；你要行在我面
前，并且要完全；
愿全足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繁衍增多，成为多族；
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足的神；你要繁衍增多，将来有一国，有多民从你而生，又有君
王从你腰中而出。
神对摩西说，我是那我是；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我是差我到你们这里
来。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所加的重担下领出来，我
要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并用极重的刑罚，救赎你们。
我要取你们归我作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是把你们从埃及人所加的重担下领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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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6:8

一

我要把你们领到我起誓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我是耶和华。

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经历神是伊勒沙代，却没有经历祂是耶和华，因为他们存着信
心死了，并没有得着神关于美地之应许的成就—来十一13，参创十五13～16。
来11:13
创15:13
创15:14
创15:15
创15:16

二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
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但他们所要服事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至于你，你要享大寿数，被人埋葬，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
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在出埃及六章六至八节，神不是来应许摩西，祂乃是来成就祂从前给亚伯拉罕、以撒
和雅各的应许；因此，祂临到摩西不是作伊勒沙代，乃是作耶和华，就是那我是，并
要成就祂一切应许的一位。
出6:6

出6:7
出6:8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所加的重担下领出
来，我要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并用极重的刑罚，救
赎你们。
我要取你们归我作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是把你们从埃及人所加的重担下领出来的。
我要把你们领到我起誓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将那地赐给你们为
业。我是耶和华。

三

因耶和华永远长存，而且祂是动词“是”的实际，凡祂所说的祂必成就。

四

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是在应许的阶段，乃是在应验的阶段；我们经历的神不仅
是伊勒沙代，更是耶和华，那伟大的我是。

肆 耶和华—自有永有者—乃是三一神；祂是独一的神，却又是三一的—三6、14
～16，玛二10，林前八4、6，林后十三14，太二八19：
出3:6
出3:14
出3:15

出3:16

玛2:10
林前8:4
林前8:6

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遮住脸，因为
怕看神。
神对摩西说，我是那我是；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我是差我到你们这里
来。
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记
念，直到万代。
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
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也看见了你们在埃及受到什么样的对
待。
我们岂不都有一位父么？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么？我们各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渎犯
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
关于吃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晓得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
的神。
在我们却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祂，我们也归于祂；并有一位主，就是耶
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祂有的，我们也是借着祂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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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后13:14
太28:19

一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耶和华是三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含示祂是三一神—出三14～16。
出3:14
出3:15

出3:16

二

神对摩西说，我是那我是；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我是差我到你们这
里来。
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
我的记念，直到万代。
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
撒、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也看见了你们在埃及受到什
么样的对待。

“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耶和华伊罗欣，三一神—父、子、灵—15
节，太二八19：
出3:15

太28:19

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
我的记念，直到万代。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1 亚伯拉罕的神表征父神呼召人、称义人、装备人，使人凭信而活，且活在与祂的交
通里—创十二1，十五6，十七～十八，十九29，二一1～13，二二1～18。
创12:1
创15:6
创17:1
创17:2
创17:3
创17:4
创17:5
创17:6
创17:7
创17:8
创17:9
创17:10
创17:11
创17:12
创17:13
创17:14
创17:15
创17:16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足的神；你要行
在我面前，并且要完全；
我要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增多。
亚伯兰面伏于地；神又与他谈话，说，
我与你立的约是这样：你要成为多国的父。
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必使多国从你而立，多王从你而出。
我必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为要作你和你后裔的
神。
我要将你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
们的神。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至于你，你和你的后裔当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
遵守的。
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
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或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
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
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
作永远的约。
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至于你的妻子撒莱，不可再叫撒莱，她的名要叫撒拉。
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必赐福给她，她也要作多国之
母，必有多民的君王从她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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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17:17
创17:18
创17:19
创17:20
创17:21
创17:22
创17:23
创17:24
创17:25
创17:26
创17:27
创18:1
创18:2
创18:3
创18:4
创18:5
创18:6
创18:7
创18:8
创18:9
创18:10
创18:11
创18:12
创18:13
创18:14
创18:15
创18:16
创18:17
创18:18
创18:19
创18:20
创18:21
创18:22

亚伯拉罕就面伏于地笑了，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么？撒拉已经九十
岁了，还能生孩子么？
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必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
坚定所立的约，作他后裔永远的约。
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已赐福给他，使他繁衍，极其增多。他必生十
二个首领；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
到明年这约定的日期，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神和亚伯拉罕谈完了话，就离开他升上去了。
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对他所说的，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
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
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九十九岁。
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十三岁。
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
家里所有的男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与他一同受
了割礼。
耶和华在幔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天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棚口。
他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看见，就从帐棚口跑去迎接他们，
俯伏在地，
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
让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
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
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
亚伯拉罕急忙进帐棚见撒拉，说，你快快拿三细亚细面调和作饼。
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
备好了。
亚伯拉罕又取了奶酪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
在旁边，他们就吃了。
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棚里。
其中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撒拉在那位后边的帐棚口也听见了这话。
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停了。
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乐趣呢？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笑，说，我既年迈，果真能生孩子么？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么？到了约定的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
拉必生一个儿子。
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
三人就从那里起身，向所多玛观望；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
耶和华说，我所要作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么？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又大又强的国，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子孙和他以后的家属，遵守我耶和华的道，秉行
公义和公理，使我论到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在他身上。
耶和华说，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罪甚重，声闻于我。
我现在要下去，察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象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么？若是不
然，我也会知道。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所多玛走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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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18:23
创18:24
创18:25
创18:26
创18:27
创18:28
创18:29
创18:30
创18:31
创18:32
创18:33
创19:29
创21:1
创21:2
创21:3
创21:4
创21:5
创21:6
创21:7
创21:8
创21:9
创21:10
创21:11
创21:12
创21:13
创22:1
创22:2
创22:3
创22:4
创22:5

亚伯拉罕近前来，说，你真的要将义人与恶人一并剿灭么？
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么？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宽容那地方
么？
你绝不会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绝不是你所行的。审
判全地的主岂不公平行事么？
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要为他们的缘故宽容那地
方。
亚伯拉罕回答说，我虽然是尘土炉灰，还敢对主说话。
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缺了五个，你就因为缺了五个毁灭全城么？祂说，我在那里
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又对祂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祂说，为这四十个的缘
故，我也不作这事。
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祂说，
我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我也不作这事。
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怎么样？祂说，为这二
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祂
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祂记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得所住之诸城的时
候，就打发罗得从倾覆之中出来。
耶和华按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祂所应许的给撒拉成就。
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和亚伯拉罕约定的日期，就给亚伯
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为撒拉给他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
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他的儿子以撒行了割礼。
他儿子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一百岁。
撒拉说，神使我欢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欢笑；
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儿女呢？然而在他年老的时候，我
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盛大的筵席。
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
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
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
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甚是愁烦。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愁烦。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
要听；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的后裔。
这些事以后，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
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
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里等着，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敬拜，然后
回到你们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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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22:6
创22:7
创22:8
创22:9
创22:10
创22:11
创22:12
创22:13
创22:14
创22:15
创22:16
创22:17
创22:18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
行。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哪。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
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就捆绑他的儿子
以撒，放在坛的柴上。
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使者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
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在他后面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树丛中，亚伯拉罕
就去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
预备。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宣示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指着
自己起誓：
论福，我必赐福给你；论繁增，我必使你的后裔繁增，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
沙；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2 以撒的神表征子神祝福人，使人承受祂一切的丰富，过享受祂丰盛的生活，并活在
平安中—二五5，二六3～4、12～33。
创25:5
创26:3
创26:4
创26:12
创26:13
创26:14
创26:15
创26:16
创26:17
创26:18
创26:19
创26:20
创26:21
创26:22
创26:23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
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我要使你的后裔繁增，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
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以撒在那地撒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就昌大，越发昌盛，成了巨富。
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婢，非利士人就嫉妒他。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
填满了土。
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
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耳谷支搭帐棚，住在那里。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
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起的，叫那些井的名字。
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掘，得了一口活水井。
基拉耳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闹，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
色，因为他们和他相争。
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闹，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
拿。
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闹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河
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繁衍。
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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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26:24
创26:25
创26:26
创26:27
创26:28
创26:29
创26:30
创26:31
创26:32
创26:33

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
同在，必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增。
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呼求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棚；他的仆人便在那
里挖了一口井。
亚比米勒同他的谋士亚户撒、和他的军长非各，从基拉耳来见以撒。
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
他们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如两下彼此起
誓，让我们与你立约，
使你不侵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触犯你，一味地善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
地走了。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
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
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地离开他走了。
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找到水了。
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名叫别是巴，直到今日。

3 雅各的神表征灵神使万有互相效力，叫爱祂的人得益处，变化人，并使人在神圣的
生命里成熟—二七41，二八1～三五10。
创27:41

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
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弟弟雅各。
创二八1～三五10
从略。

三

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乃是复活的神，就是使人复活的三一神—出四
5，太二二31～32。
出4:5
太22:31
太22:32

这样，就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
神，已经向你显现了。
关于死人复活，神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么？祂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并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
神。

伍 约翰福音启示，耶稣乃是那伟大的我是—八24、28、58，十八4～8：
约8:24
约8:28
约8:58
约18:4
约18:5
约18:6
约18:7
约18:8

一

耶稣不仅是人—祂是那我是—八24。
约8:24

二

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你们的罪中。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并且知道我不从自己作什么；
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
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
他们回答说，拿撒勒人耶稣。祂说，我是。出卖祂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一起。
耶稣一说，我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
祂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走吧。
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你们的罪
中。

“耶稣”这名的意思是“耶和华救主”，或“耶和华救恩”—太一21：
太1:21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祂起名叫耶稣，因祂要亲自将祂的百姓从他们的罪里
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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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稣”这名包括“耶和华”这名，意思是“我是那我是”—出三14。
出3:14

神对摩西说，我是那我是；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我是差我到你们
这里来。

2 耶稣是耶和华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救恩—罗十12～13，五10，参腓一19。
罗10:12
罗10:13
罗5:10
腓1:19

三

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众人同有一位主，祂对一切呼求祂的人是
丰富的。
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在
祂的生命里得救了。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
救。

耶稣是伟大的我是，这含示祂是永远的一位—约八58：
约8:58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

1 耶稣就是耶和华，那我是；祂的名字是“我是”—24、28节。
约8:24
约8:28

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你们的
罪中。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并且知道我不从自己作
什么；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2 在园子里被捉拿的那一位不仅仅是个拿撒勒人；这一位乃是伟大的我是，是无限、
永远的神；被捉拿的那一位就是耶和华神—十八4～8。
约18:4
约18:5
约18:6
约18:7
约18:8

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
他们回答说，拿撒勒人耶稣。祂说，我是。出卖祂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一起。
耶稣一说，我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
祂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走吧。

3 耶稣就是自有永有的神；祂是完整的神，三一神—十四9～10、16～18。
约14:9
约14:10
约14:16
约14:17
约14:18

四

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么？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
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
我要求父，祂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实际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祂，也不认识祂；你们却认识
祂，因祂与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正往你们这里来。

基督是那我是，对我们乃是一切，给我们经历并享受；祂是那我是，意思就是“你需
要什么，我就是什么”—六35，八12，十11，十一25，十四6：
约6:35
约8:12
约10:11

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永远不饿；信入我的，必永
远不渴。
于是耶稣又对众人讲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行，必要
得着生命的光。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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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1:25
约14:6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1 耶和华这名的长阔高深，是够包括一切的；我们所需要的无论是什么—一切属灵的
实际—都可以凭信心加在“我是”之后。
2 在出埃及三章十四节，神只说祂是，而不说祂是什么，好让信祂的人自己加上他们
所需要的，然后经历祂作那实际—约八32。
出3:14
约8:32

神对摩西说，我是那我是；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我是差我到你们
这里来。
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3 主耶稣就是实际，因为祂是那我是—十四6，八32、36：
约14:6
约8:32
约8:3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a 主这“我是”进到我们里面作生命，在我们里面作光来照耀，这光便将这实际的
神圣的成分带进我们里面—一4，八12。
约1:4
约8:12

生命在祂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于是耶稣又对众人讲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
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b 叫我们得以自由的实际就是这我是；那永远的“是”叫我们得以自由—32、36、
58节。
约8:32
约8:36
约8:58

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

陆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来十
一6（直译）：
来11:6

一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直译：神是），
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

神要求我们相信祂是：
1 只有神是，其他的一切都不是。
2 神是，因为祂是真实的；祂所造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传一2。
传1:2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3 除了神以外，其他一切都是虚无；祂是唯一是的那一位，唯一具有存在之实际的那
一位—赛四十1～18。
赛40:1
赛40:2
赛40:3

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要对耶路撒冷的心说话，向她呼喊说，她争战的日子满了，她为罪孽所受的刑
罚已蒙认可；因她为自己的一切罪，已经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修直我们神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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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40:4
赛40:5
赛40:6
赛40:7
赛40:8
赛40:9
赛40:10
赛40:11
赛40:12
赛40:13
赛40:14
赛40:15
赛40:16
赛40:17
赛40:18

二

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曲的要修为直路，崎岖的要改为平
原。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属肉体的人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
的。
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属肉体的人尽都如
草，他一切的荣美都象野地的花；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报好信息的锡安哪，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的耶路撒冷啊，你要极力扬声；扬
声不要惧怕。要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哪，你们的神！
看哪，主耶和华必象大能者临到，祂的膀臂必为祂掌权。看哪，祂的赏赐在祂
那里，祂的报应在祂面前。
祂必象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祂必引导那乳养小
羊的。
谁曾用手心量诸水，用手虎口测诸天，用量器量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
天平称冈陵呢？
谁曾指示耶和华的灵，或作祂的策士指教祂呢？
祂曾与谁商议，谁使祂明白，谁将公平的途径教导祂，又将知识教导祂，使祂
认识通达的道路呢？
万民都象水桶里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看哪，祂举起众海岛，好象极
微之物。
利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作燔祭。
万民在祂面前好象虚无，被祂算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
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像与神比较呢？

信乃是信神是—来十一6：
来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直译：神
是），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

1 信将我们联于神，就是唯一是的那一位—约十四1。
约14:1

你们心里不要受搅扰，你们当信入神，也当信入我。

2 信神是，乃是使神快乐，蒙神喜悦唯一、独一的路—来十一6。
来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直译：神
是），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

柒 至终，所有人都要知道神是耶和华—结三六11、23、38，三七6、13～14、
28，三八23，三九6～7、22、28：
结36:11
结36:23

结36:38
结37:6

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们上面增多；他们必增多繁衍；我要使你们有人居住，象先前一
样，并要使你们比起初更亨通。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别；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
我在列国的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别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
和华说的。
圣别作祭物的羊群怎样多，耶路撒冷在所定的节期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城邑必
被人群充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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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37:13
结37:14
结37:28
结38:23
结39:6
结39:7
结39:22
结39:28

一

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上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
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列国就必知道我是使以色列分别为圣的耶和华。
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别，在多国人的眼前让人认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要降火在玛各和那些安居于众海岛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使人认识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
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
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列国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自己的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
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列国那里。

“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上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三
七13。
结37:13

二

“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使人认识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三九7。
结39:7

三

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上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使人认识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
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

“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约八58。
约8:58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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