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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微微起了南風，他們

以為得意，就起了錨，貼近

克里特行去。使徒27:13 

不多幾時，狂風從島上撲下

來；那風名叫「友拉革羅」。

船被風抓住，敵不住風，我

們就任風颳去。V.14,15 

恐怕撞在石頭上，就從船尾

拋下四個錨，盼望天亮。 

V.29 



一. 悔改的錨 The anchor of repentance 
 

1.1.「悔改」--原文是 Μετανοεῖτε  Metanoia ---

to change one's mind 
 

2.Meta 改變 + Noia 心思,  

是由「轉變」和「心」兩個字所組成的，它的意思是

指「一個人心意的改變」，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知罪」而「悔罪」意志改變離開罪惡, 乃是重在回

轉過來向著神。  

 



3. 認罪悔改，是一種回轉過來的力量，有了這力量，

才能像錨一樣，產生穩定作用，把整個人生的局面扭

轉過來。 
 

4.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與心靈痛悔謙卑的

人同居；要使謙卑人的靈甦醒，也使痛悔人的心

甦醒。我必不永遠相爭，也不長久發怒，恐怕我

所造的人與靈性都必發昏。(以賽亞書Isaiah 

57:15-16) 



3.「悔改」--不單是一次的經歷, 乃是一個進行式, 一
個過程,  一條旅程, 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

我在你們那裏，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裏，更是順服

的，就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腓力比書

Philippians 2:12) 
12 Therefore, my dear friends, as you have always obeyed—

not only in my presence, but now much more in my 

absence—continue to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一個悔改的心是一個重要的錨, 

 hold 住我們的心叫我們不至於被罪迷惑心裏剛硬

而把神離棄。 

上帝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上帝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詩51:17) 

 

但我所看顧的，就是虛心( - 原文是貧窮)痛悔、 

因我話而戰兢的人。(賽66:2) 

 



二. 指望的錨 The anchor of Hope 

 1) Fear --   expectation of evil       

      懼怕是 – 期望壞事到來 

   2) Hope -----   expectation of good     

      指望 盼望是 --期望好事到來 

神給了亞伯拉罕一個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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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神在亞伯拉罕75 歲時向他第一次顯現, 創12:1-2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
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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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神二次向亞伯蘭顯現:創12:7a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
說：“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  
 

3. 神三次向亞伯蘭顯現:創13:14-16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從你所在的地方,你舉目向東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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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塵沙那樣多,人
若能數算地上的塵沙才能數算你的後裔。 



4. 第四次顯現與亞伯拉罕立約 創15:18, 
這事以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話對亞伯蘭說：「亞伯蘭

，你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賞賜你。」亞

伯蘭說：「主耶和華啊，我既無子，你還賜我甚麼呢？

並且要承受我家業的是大馬士革人以利以謝。」 亞伯

蘭又說：「你沒有給我兒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

的後嗣。」 

耶和華又有話對他說：「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嗣；你本
身所生的才成為你的後嗣。」 
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能
數得過來嗎？」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86歲生以實瑪利那時亞伯蘭在迦南已經住了十年。

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亞伯蘭年八十六

歲。創16:16 
 

5.第五次顯現亞伯拉罕99 歲, 神沉默了13 年神再次

向他顯現,  
上帝又對亞伯拉罕說：「你的妻子撒萊不可再叫撒萊，

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賜福給她，也要使你從她得一

個兒子。我要賜福給她，她也要作多國之 母；必有百

姓的君王從她而出。」 



亞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裏說：「一百歲的人還

能得孩子嗎？撒拉已經九十歲了，還能生養嗎？」 

亞伯拉罕對上帝說：「但願以實瑪利活在你面前。上
帝說：「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給你生一個兒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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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明年這時節，撒拉必給你生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
立的約。」17:15-21 
 

上帝和亞伯拉罕說完了話，就離開他上升去了。

17:22 

 



6. 神第六次向亞伯拉罕顯現 18章 
三人中有一位說：「到明年這時候，我必要回到你這
裏；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個兒子。」撒拉在那人後邊
的帳棚門口也聽見了這話。亞伯拉罕和撒拉年紀老邁，
撒拉的月經已斷絕了。撒拉心裏暗笑，說：「我既已
衰敗，我主也老邁，豈能有這喜事呢？」 
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撒拉為甚麼暗笑，說：『我
既已年老，果真能生養嗎？』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
到了日期，明年這時候，我必回到你這裏，撒拉必生
一個兒子。」 
 



撒拉就害怕，不承認，說：「我沒有笑。」那位說：

「不然，你實在笑了。」 

 

耶和華按著先前的話眷顧撒拉，便照他所說的給撒

拉成就。21:1,5 

 

他兒子以撒生的時候，亞伯拉罕年一百歲。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
上帝，他在主面前作我們世人的父。如 經上所記：
「我已經立你作多國的父。」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
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國的父，正如先前所說：
「你的後裔將要如此。」(羅馬書4:17-18) 
 



當初神應許亞伯拉罕的時候，因為沒有比自己更大
可以指著起誓的，就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
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這
樣，亞伯拉罕既恆久忍耐，就得了所應許的。 
 

神願意為那承受應許的人，格外顯明祂的旨意是不
更改的，就起誓為證。 
 

 
 



• 藉這兩件不更改的事，神決不能說謊，好叫我們
這逃往避難所、持定擺在我們前頭指望的人可以
大得勉勵。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
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內。 

 

1.神的應許不更改（來六13） 
這「應許」是表示神將祂對人的好處，恩典，旨意，
和所喜悅的事，事先明白的啟示宣告出來。 
 



2.神以起誓來堅定祂的旨意  
 

神的應許是依祂的定旨而來的，這樣神的起誓是堅
定兩樣事情，對人是堅定祂的應許決不更改，對祂
自己，是堅定顯明祂的旨意永不更改。 
「不更改」Unchangeable， 
 

 



神兒女最寶貴的盼望: 

 

活潑的盼望，就是屬天的盼望， 

這盼望叫我們可以得到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

衰殘，為我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我們有了這盼望，就會看輕世界上至暫至輕的苦楚，

自然得著喜樂。 



三.信心的錨 The anchor of Faith 
 

1.為何憑信而行是如此的重要？ 

失喪之人得以進入神的國，是因信靠耶穌，不是靠善

行，也不是憑眼見。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

（林後五7） 

 

 



(羅馬書4:19-22) 
 

他將近百歲的時候，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
撒拉的生育已經斷絕，他的信心還是不軟弱；並且
仰望上帝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心裏起疑惑，反倒
因信心裏得堅固，將榮耀歸給上帝，且滿心相信上
帝所應許的必能做成。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 
 



2.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

尋求他的人。來 11:6 
 

祂詫異拿撒勒人的不信（可六6） 

希奇贊許百夫長和迦南婦人的信心（太八10；十五

28） 

耶穌在尋找有信心的人「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

得見世上有信德嗎？」(路18:8) 



3. 信心是禱告蒙應允的主要因素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甚麼、

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可11:24) 

 

基督徒的盼望，是建立在對神的信心上。對神話語

的信心上。信心和盼望是相輔相成。 

 

 



四. 禱告的錨 The anchor of Prayer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

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

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太7:7~8） 

 

1. 只要我們肯認罪、悔改、相信，我們的禱告，就

能達到神面前，作我們隨時的幫助。 

2.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路18:1) 

 

 



3. 禱告是神的命令,不是建議 

要常常喜樂， 不住地禱告，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上

帝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5:16-18) 
 

1).每天禱告- 使我們有機會與神分享我們生活的方 

     方面面。  

2).每天禱告- 讓我們有機會表達對他所提供事物的 

     感謝 。 

3). 每天禱告- 為我們提供了認罪並尋求幫助來戰勝 

      罪的平台。  



4).每天禱告- 是一種敬拜和順服的行為。 
 

5).每天禱告- 是承認主真正掌管我們生活的一種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