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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三: 第 11: 27-12:20 节组长版:  

 亚伯拉罕循環⼀: 伩⼼回应呼召 

 

敬拜时间: 15-20 min. 

诗歌: 3-4 ⾸  

祷告:  为⼩组聚会 

 

前⾔: 15-20 min 

破冰: 分享⼀个离乡别井的个⼈经历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5 min 创世记 11:27–12:20 

背景介绍: 5 min 

12 和 13 章有⼀个相对倒⾏排列(Chiastic Structure): 

A 12:1-3 应许和祝福 

 B 12:10-20 冲突 1 (埃及) 

 B’13:1-13 冲突 2 (罗得) 

A’13:14-18 应许和祝福 

我们会将 12-13 章这⼀⼤段分成第⼗三和第⼗四课来讨论. 12 章开始描述亜伯兰蒙召憑伩⼼离

家到神所指⽰的地⽅,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楝選, 亜伯兰的伩⼼, 和两次神的应许和祝福 (12:1-3, 

12:14-18), 间夹着两次的试验与磨练. 

 

1. 第⼀次磨练: 遇饥荒下埃及險失妻, 亜伯兰軟弱, 为了求⽣以妻为妹骗法⽼, 神仍履⾏祂的应

许祝福他. 

A. 考古学在提格理斯河附近发掘 Nuzi 铭版有称妻⼦姐妹乃代表尊敬的记录, 显⽰中東 2000BC

的习俗.  



創世记查经资料 潘柏滔, 赵任君 2015 

   	

	 2	

B. 在徒 7:4 史提反说亜伯兰是在⽗亲他拉死后才抵达迦南地, 他时年 75 亗(12:4), 但他拉 70 亗

才⽣他(11:26), 因此他拉死时应是 145 亗, 但是 11:32 说他拉 205 亗才死.可能是旧约原⽂抄写的

不同, 或是史提反时代可能有引⽤其他与希伯来⽂和希腊⽂(LXX)版本之外的流⾏舊约圣经如

撒玛利亚摩西五经(Samaritan Pentateuch), 记录他拉死时是 145 亗. 

 

2. 第⼆次磨练: 罗得仆⼈与亚伯兰仆⼈之争. 亚伯兰在此试验中得胜了. 

两次试练后, 神再次祝福亚伯兰. 

  

经⽂讨论: 

 (可分最多四組討論下列題⽬, 按時間許可每組討論 3 或 4 ⼤題, 45 分鈡後合組報告與討論; 若

不分組則可⽤ 60 分鈡把下列⼤題全部⼀起討論, 省去合組時間, 由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

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參考). (观察, 解释和应⽤的问题，

顺序可调整，答案仅提供思路, 开始前可简单的回顾下前⼀章的内容，也可⽤提问的⽅式让⼩

组的成员回答.) 

 

1. 11:27-32 亚伯兰的家族: 请替亚伯兰寻根劃出他的族谱: 这⾥记戴亜伯兰的⽗亲他拉有⼏个⼉

孫和媳妇? 他们的原居地是那⾥? 对他们有些什么特殊描述? 与创 12 和下⽂有何连续的关系?  

 

11:27-32 这⾥记戴他拉有三个⼉⼦哈兰, 拿鹤, 亚伯兰, 两个媳妇, 拿鹤的妻密迦, 亚伯兰的妻撒

萊,  原居地是迦勒底的吾珥, 哈兰⽣了⼉⼦罗得, ⼥⼉密迦和亦迦后来死在吾珥. 他拉族谱似乎

对应挪亚都是以⽗亲的三个⼉⼦结束 (⾒上课), ⽽且也可能与巴别塔的故事(11:1-9)关連: 两个

记戴都是⼀羣⼈由東徃西迁徙, 然后在西部定居, 他拉后裔成为神的選民, 巴别塔族群被神分散.  

他拉(terah - yerah:⽉)密迦(milcah - malkatu:⽉神之⼥)撒萊((sarai - sarratu: ⽉神之⼥伴)名字都

可能与⽉亮有关, 他们当时的宗教背景可能是⼀个拜⽉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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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拉带了亚伯兰夫妇和罗得离开吾珥, 到达哈兰, 也死在哈兰, 亚伯兰从哈兰迁徃迦南, 亚伯兰

的妻撒萊不⽣育, 是下⽂神应许⼦孙的伏笔. 

 

2. 12:1-5 神呼召亚伯兰 

(a) 亚伯兰聽神呼召離開吾珥時神有什麼命令? 

(b) 亚伯兰聽神呼召離開吾珥時神有什麼應許? 

(c) 亚伯兰聽神呼召離開吾珥時神有什麼指引?  

(d) 亚伯兰要听从神, 在信⼼上有什么考验? 他作了什麼决定? (参 12:4-5, 22:2, 徒 7:2-7).  

(e) 假如是你, 你会回应这呼召吗? 请解释. 

 

12:1-4 耶和華对亞伯蘭說:  

(a)三重命令: 你要離開(1)本地, (2)本族, (3)⽗家 (从地=>族=>家更个⼈化), 往我所要指⽰你的地

去. [对应 22:2 : (三重命令从亲密到更亲密) 神說、你帶著(1) 你的兒⼦, (2) 就是你獨⽣的兒⼦, (3)

你所愛的以撒, 往摩利亞地去, 在我所要指⽰你的⼭上, 把他獻為燔祭] 

 

(b) 七重應許: (1)我必叫你成為⼤國, (2)我必賜福給你, (3)叫你的名為⼤, (4)你也要叫別⼈得福,   

(5)為你祝福的, 我必賜福與他, (6)那咒詛你的, 我必咒詛他, (7)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c) 指引: ⽗随⼰意离开吾珥, 到达哈兰, 死在哈兰, 神要引领亞伯蘭到应许地迦南(5) 

 

(d) 他离乡别井到⼀个全新的环境, 要⾯對未知的因素: 徒 7:5: “在这地⽅神并没有给他产业, 连

⽴⾜之地也没有给他, 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 那时他还没有⼉⼦.” 但是亞伯

蘭憑伩⼼带了家⼈, 拔根⽽起跟从神 (4,5) 

 

(e) 答案不⼀. 神可能⽤⼈或环境帯领和指引伩徒, 最要紧的是找紧神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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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 4-7: 亞伯蘭起⾏. 

(a) 亞伯蘭⾸先到达何処? 

(b) 谁住那⾥? 

(c) 神对那地有什么应许? 

(d) 亞伯蘭有什么回应?   

 

(a) 亚伯兰⾸先到了⽰剑地⽅摩利橡树那⾥. 

 

(b) 那时迦南⼈住在那地.  

 

(c)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d) 亚伯兰敬拜神: 就在那⾥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座坛.  

 

4. 12:8-9 (a) 亞伯蘭所到达的第⼆処是何⽅?  

(b) 他在这⾥作了什么与上⼀处类似的事?  

(c) 从上述⼆事 (12:4-9)我们可以看到亞伯蘭有何特⾊值得我们学习? 

 

(a) 从那⾥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 ⽀搭帐棚, 西边是伯特利, 东边是艾. 

 

(b) 他尋求神的带领才继续前⾏:他在那⾥又为耶和华筑了⼀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 后来亚伯兰

又渐渐迁往南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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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亞伯蘭每到⼀処必筑坛敬拜神 (2) 他全⼼投⼊跟随神: 将他妻⼦撒萊, 和侄⼉罗得, 连他们

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 所得的⼈⼜, 都带往迦南地去. (3) 不冒犯当地⼈, 与他们和平共処.  (4) 我

们要敬拜神, 尋求神的带领才晓得怎样活. 

 

5. 12:10-15 亚伯兰下埃及. 

(a)亚伯兰为什么要徃埃及?  

(b)从他和撒萊与埃及⼈的应对可看到他有什么⼈性的軟弱?  

(c) 撒萊当时巳经 65 亗 (参创 12:4, 17:17), 为何还被認为是 “极其美貌”(12:14)?  

 

(a) 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暂居. 此⾏没有记戴是神的带

领, 似乎出于亚伯兰的私意. 

 

(b) 亚伯兰為了保存⾃⼰性命, 将近埃及就对他妻⼦撒萊说, “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 埃及

⼈看见你必说, 这是他的妻⼦, 他们就要杀我, 却叫你存活. 求你说, 你是我的妹⼦, 使我因你得

平安, 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撒萊並⽆反对他的要求. 及⾄亚伯兰到了埃及, 埃及⼈看见那妇⼈极

其美貌. 法⽼的⾂宰看见了她, 就在法⽼⾯前夸奖她, 那妇⼈就被带进法⽼的宫去.  

 

亚伯兰: 说⼀半真话, (20:12 “她也实在是我的妹⼦. 她与我是同⽗异母”), 企图欺骗⼈, 不惜冒犠

牲妻⼦之險以救⼰命. 撒萊: 顺命妻⼦, ⽆主见. ⼈性的軟弱: 在急难中忘记尋求神, 以⼀⼰权宜

之计企图应付危险. 

 

(c) 撒萊 65 亗 还被認为是 “极其美貌”, ⼀⽅⾯可能是神好像对摩西⼀样的特别恩寵(申 34:7), 另

⼀⽅⾯因当时⼈的寿命是今天的両倍 (列祖都活了百多亗). 撒萊当时可能像今天美貌的三四⼗

亗的少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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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2:16-20 神怎样解决亚伯兰撒萊的困境?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 

 

(1) 法⽼因这妇⼈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骆驼，公驴，母驴，仆婢. 

(2) 耶和华因亚伯兰妻⼦撒萊的缘故，降⼤灾与法⽼和他的全家.  

(3) 耶和华攔阻法⽼娶撒萊为妻: 19 “法⽼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作的是什么事呢？为

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 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以致我把她取来要作我的妻⼦？但

根据创20:6相似事件中神拦阻亚⽐⽶勒不容他沾污撒萊, 神也拦阻法⽼不容他沾污撒萊. 

(4) 法⽼请亚伯兰隽妻和所有的離开埃及. 19-20,“现在你的妻⼦在这⾥，可以带她⾛吧. 于是法

⽼吩咐⼈将亚伯兰和他妻⼦，并他所有的都送⾛了.”  

神憐悯⼈的軟弱, 但亚伯兰还要继续学习同样的功课, 因他以后再犯此错.(创20) 对我们的⽣活

功课: (1) ⼈性軟弱 (2) 神有恩惠憐悯保护属衪的⼏⼥! 

 

合組總結: 15 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部份,作整体性總結) 

 

祷告:  15 min 为查经应⽤, 组员需要等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