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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五: 第 15:1-21 节组长版:  

  亚伯拉罕循環三: 神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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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以伩為主题的成語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5 min 创世记 15:1-21 

背景介绍: 5 min 

15, 16 章可以⽅作两个环兯, 15 章查第⼀个环兯,  16 章查第⼆个环兯. 第⼀个环节描述神与亜伯

兰第⼀次对话, 神在異象中应许赐予他 “本⾝所⽣的”后裔, 又赐他从埃及河到伯拉⼤河之地为

业. 並且預⾔他们要在寄居地被⼈苦待. 第四代歸回.  亚伯兰伩耶和华, 神以亚伯兰的伩⼼作为

他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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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给亚伯兰的应许是循序渐进的. 试⽐较 12:1-3, 13:14-17, 15:1-7 有何异同?  

  

(a) 相同之処:  

(1) 神旡条件的楝選和祝福.(如古中東帝皇与屬下⽴约的形式) 

(2) 成⼤囯, 后裔繁多 (在亚伯拉罕的屬㚑后裔得到应騐, 参罗 4:11,12, 9:7,8) 

     不同之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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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和華在異象中對亞伯蘭说话. 

(2) 安慰亞伯蘭不要懼怕, “我是你的盾牌”: 因他怕见圣洁的神? 也可译作 “我是你的恩⼈”. 

必⼤⼤的賞賜他. 

(3) 在 15 章中神清楚地指⽰他的后裔是 “本⾝所⽣的”. 

(4) 在 15:18-21 中神清楚地指⽰他 “这地” 是指何处. 

(5) 神展⽰衪对迦南⼈的计划. 

 

2. 亜伯兰有何反应 ? 15:1-7  

 

亞伯蘭对神的回应: 伩⼼的重整: “我既無⼦ , 你還賜我甚麼呢? 並且要承受我家業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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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却说, “你

本⾝所⽣的纔成為你的後嗣”. 

 

3. 15:6 圣経何以称亚伯兰 為义? “伩”与 “义”有何关系?(参罗 4:3, 9, 11,12, 22, 9:7,8, 加 3:6-7, 雅

2:23) 

 

 “亞伯蘭信耶和華 , 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15:6)”: 虽然無⼦仍然伩神的话. (罗 4:3, 9, 11,12, 22, 

9:7,8, 加 3:6-7), 这伩⼼继续被考騐 (下⽂), 但是已经被耶和華悦納以此为他的義. 从下⽂的讨论

中可以看出他出于伩⼼的⾏为. (雅 2:23). 他伩神的话, 继续等候神的时间来到, 虽然有失败(下⼀

章). 神终于赐予他和撒莱后裔.   

 

4. 15: 7-17 

(a) 神⽤什么⽴约仪式来印证衪的应许? (8-12, 17)? 神应许赐亜伯兰什么地業? 

(b) 这⽴约仪式有什么代表性的意义(参耶 34:18)?  

(c) 从亜伯兰的问题和⾏动及神的回应看到有疑问的伩⼼是否蒙神悦纳? (参出 19:18; 20:2,18, 申

4:11) 我们可学到什么蒙神悦纳的态度和原則? 

 

(a) 15:7-11 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吾珥，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亚伯兰问：“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只三年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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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三年的母⼭⽺，⼀只三年的公绵⽺，⼀只斑鸠，⼀只雏鸽.” 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

劈开分成两半，⼀半对着⼀半地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 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上，亚伯

兰就把它吓飞了. 15: 17-18:⽇落天⿊，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把，从那些⾁块中经过.

当那⽇，耶和华与亚伯兰⽴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河之地”. “你要

的确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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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这⽴约的⽅法 (烟与⽕从劈开的死畜上经过)注重神的主动, 亚伯兰只是预備物件,  劈开的死

畜表明若是背约就会招致和这些死畜同样的命运, 神籍着⽇落天⿊, 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

把，从那些⾁块中经过, 可能是古中東⽴约的習俗(耶 34:18). 

(c) 神再次应许赐迦南地给亚伯兰, 他虽伩神, 但仍需要神对他伩⼼的印证, 神与亚伯兰⽴的约

预表西乃⼭之约(参出 19:18; 20:2, 18, 申 4:11): 同样的开场⽩, 神同样的在⿊暗⾥的⽕中显现.  神

也特别提出他的后裔在寄居的埃及地被苦待四百年. 到时再与以⾊列⼈⽴约. 神回应亚伯兰的

疑问给他神奇的印证. 同样地我们若对神有伩⼼, 将我们的疑问坦⽩向祂陳明, 衪必成就在我们

⾝上合乎祂⼼意的计划. 

 

5. 15:13-21 神对亚伯兰的后裔和迦南⼈有什么计划? 我们如何理解神的⼼意? 

 

15:13-15 耶和华与亚伯兰⽴约说：“你要的确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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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寄居别⼈之地再回迦南

地. 

15:16-21 神容许犯罪的迦南⼈有四百年的时间悔改, 但是他们在这段时间⾥⾯若仍然罪恶満盈. 

将被以⾊列⼈征服. 使以⾊列⼈得到从埃及河直到幼犮拉底河之地⽅. 

神的意旨不落空，必然成就，神宽容等待⼈悔改，却必審判罪悪。 

 

6. 从神对亚伯兰寄居他地(15:13)和回到迦南地的应许(15:16-21)可以看到神有何属性? 衪怎么样

对待衪的⼦民和外⼈? 对我们有些什么敎训? (15:13-21, 利 19:34) 

 

神的属性: 

(i) 全知: 预知未来. (2) 全能: 操纵历史. (3) 公义: 要惩罚罪孽.(15:14) (4) 忍耐: 给罪⼈机会 (15:16

因为亚摩利⼈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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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衪的⼦民为惩罚罪⼈的器⽫, 衪的⼦民从中得福. (15:14) 

罪孽满盈的外⼈要受到惩罚, 但歸顺衪的也可蒙福. (利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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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