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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七: 第 17:1-18:15 节组长版:  

  亚伯拉罕循環五: 盟约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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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个神在⼏乎⽆望中赐下⼉⼥的见证.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5 min 创世记 17:1-18:15 

背景介绍: 5 min 

第⼗七章續⼗五章再记述神与亚伯兰⽴约, 並且以割礼为⽴约的记号. 15:1-16:16 和 17:1-18:15 有

很公整的对⽐: 

1. ⼆者都以神的显现开始: 前者以异象形式, 15:1, 后者以显现⽅式, 17:1. 

2. ⼆者都以神与亚伯拉罕是盟主与附庸的密切关系开始: 15:1 “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必⼤

⼤地赏赐你”, 17:1 ,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前作完全⼈, 我就与你⽴约”.  

3. 15:3-5; 17:4-6 都应许后裔繁多. 

4. 都有关于地的应许. 15:7, “我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吾珥，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17:8, “我要将你现

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5. 都有⽴约礼仪为记号. 15:9-11(⽕祭礼仪) 和 17:10-14 (割礼礼仪). 

6. 最后都有⼀篇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講话, 话题都集中在后裔的应许上: 15:13-16, 17:15-22. 

 

⽴约记号是男孩⽣下来第⼋⽇，都要受割礼 17:12: 现代医学犮现初⽣男孩到第⼋⽇有⾜够的

Vitamin K 和 prothrombin ⾎凝素邦助治理流⾎不⽌. 可见神的安排完備. 

(http://www.apologeticspress.org/apcontent.aspx?category=13&article=1118). 

神吩咐亜伯兰, “你当在我⾯前作完全⼈.”17:1b 原⽂直译为 “Walk before me and you will be 

blameless.”新译本, “你要在我⾯前⾏事为⼈, 你要作完全⼈.” 虽然亜伯拉罕並没有完全在神⾯

前⾏事为⼈, 做了不合乎神⼼意的事情, 但神仍然憐悯他和他的后裔, 他是伩⼼之⽗, 我们是亜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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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罕属灵的⼦孙, 要像亜伯拉罕⼀样学习伩⼼的功课, 虽然不⼀定能作完全⼈, 神仍然会憐悯我

们. 

亜伯兰⽣了以实瑪利后与撒萊已经再等了 13 年, 神再次应许他们夫妇要⽣⼀个⼉⼦以撒, 他们要

被改名为亜伯拉罕和撒拉, 作为标记神使他们成为多国之⽗和多国之母. 耶和华先个别向亚伯兰

显现, 后来又以三个⼈的样式向他们显现, 晚年⽣⼦是神给亚伯兰夫妇伩⼼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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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约(17:1-27) 

 

1. 试从第⼗七章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描述中看他的表现, 你认为他当时的伩⼼光景如何? 为什么? 

参 17,18, 23-27 節. 这⾥记戴神与亜伯兰⽴约似乎是 12, 15 章的延续. 试⽐较三処经⽂列出 17 章

⾥所加添以前未有的敍述?  

 

亚伯拉罕喜笑(17-18 節), 对神应许给他后裔不太相信, 以为神指的是以实玛利. 但是他仍然服从

神的话使全家⾏割礼 (23-27 節) 

17 章⾥所加添以前未有的敍述:  

(1) 亚伯兰和撒萊改名, 17:5, 15-16 

(2) 男丁⾏割礼, 17:9-14, 包括以实玛利. 23 

(3) 17:17 亚伯拉罕 “喜笑”, 18:12 又说 “撒拉⼼⾥暗笑” 

 

2.  试⽤⼀句话来综合神与亚伯兰⽴约的主要內容(essence) 17: 1-7.   

 

v. 7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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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7: 1-27 割礼是神与亜伯拉罕⽴约的记号, 虽然这習俗在古代中東相当普遍, 但神在亜伯拉罕和

他的后裔所定的割礼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参 12-14, 27, 韦 5:9, 耶 4:4, 申 10:16, 出 12:45-49 ). 割礼怎

样应⽤在今⽇的基督徒⾝上? (参徒 15, 西 2:11-13, 罗 2: 28-29, 4:9-10, 林前 7:19, 加 5:6) ⼈怎样才能

在督徒⾝上看到这个标记? 

 

神在亜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定的割礼有特别的意义:    

(1) ⾃⼩向神委⾝. 

(2) 象征棄绝外邦罪恶的风俗(韦 5:9, 耶 4:4, 申 10:16) 

(3) 开放给全然歸顺神的外邦⼈(12-13,27, 出 12:45-49). 代表全然歸顺神的意义可应⽤在今⽇基督

徒⾝上:  

(a)基督徒不⽤⾏⾁体的割礼(徒 15), 注重⼼中割礼的属灵的意义, 伩主的⼈就是⼼中⾏了

割礼(耶 4:4, 申 10:16, 30:6, 罗 2: 28-29, 4:9-10, 林前 7:19, 加 5:6) 

(b) 基督徒的受洗与主同死同复活在属灵的意义上取代了割礼(西 2:11-13). 

(c) 在基督徒⾝上这个标记代表不与世俗妥协分别为圣的⽣活. 

 

4. 17:5-6, 15-16. 神为什么要亚伯兰和撒萊改名? 他们的新名字有何重要性?  

 

17:5-6,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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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度从你⽽⽴，君王从你⽽出” 

17:15-16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撒萊，不可再叫撒萊，她的名要叫撒拉. 我必赐福给她，

也要使你从她得⼀个⼉⼦. 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作多国之母. 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出.” 

多国的⽗和多国之母的新名字是盟约的记号. 从此以后⽆论他们徃何⽅都带着这记号, 证明神是

他们的盟主, 他们是神的附庸. 改名字是为了他们的后代, 使后代永远记着神与他们的家族⽴约. 

 

5. 在神赐他后裔的应许上, 神如何紏正亜伯拉罕伩⼼的误差? 神怎样接受和赐福给以实玛利却预

⾔他与以⾊列⼈的关系? (16:11-12, 17: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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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17-18)亚伯拉罕以为神所赐的⼉⼦是以实玛利, 神紏正他並祝福以实玛利 (V. 19-20). v. 20 “⾄

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个族长，我也要使

他成为⼤国 .”  上⼀章已说 “以实玛利⼈必像野驴. 他的⼿要攻打⼈，⼈的⼿也要攻打他. 他必住

在众弟兄的东边.” (16:11-12). (NIV “he will live in hostility towards his brothers.” (16:12 原⽂是 he 

shall dwell upon the face of all his brothers, NIV 的翻译乃是根据 21:21 “他住在…旷野”) 

 

神因亜伯拉罕的原故赐福给以实玛利, 使他昌盛极其繁多, 不可胜数, 成为⼤国, 但却像野驴与以

撒的后裔争⾾, 直到如今. 神容许亜伯拉罕⼈不按神⼼意⽽⽣的以实玛利成为⼤国, 但是⼈要对

他⾃⼰的⾏动负责, 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后裔的长期紏纷是⼈不按神⼼意⾏事的惡果. 

 

II. 三个⼈訪亚伯拉罕 (18:1-15) 

 

1. 18: 1-2 作者如何给下列事件作介绍? 他说谁向亚伯拉罕显现? 但随后又记載三⼈来访他. 究竟

这三访客是谁? (参 16:13-14, 18: 2, 3, 4, 5, 8; 19:1, 13, 14, 18, 21, 24). 

 

作者说:  “耶和华在幔利橡树那⾥ , 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 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棚门⼜，  

- 举⽬观看，见有三个⼈在对⾯站着. 他⼀见，就从帐棚门⼜跑去迎接他们.”: 这⾥耶和华以三个

⼈的形態向亚伯拉罕显现, 下⽂中单数和众数的代名词都⽤在  “我主”⾝上(2, 3, 4, 5, 8; 19:1, 13, 14, 

21, 24). 这三个⼈的⾝份将会在下⼀课再詳細分解. 

 

2. 18:1-15 耶和华在幔利橡树那⾥向亚伯拉罕显现有些什么伩息要传达? 亚伯拉罕如何接待耶和

华?  给我们什么功课? (来 13:2) 

 

13:14-18 亚伯兰讣罗得先择地搬迁, 蒙神赐地后就搬了帐棚到希伯仑幔利的橡树那⾥居住，在那

⾥为耶和华筑了⼀座坛敬拜神. 18:1-15 耶和华在幔利橡树那⾥向亚伯拉罕显现要传达的伩息是

肯定神的应许在明年此时撒拉必⽣⼀⼦. 亚伯拉罕给耶和华最好的欵待(洗脚, 细⾯作饼, 上好⽜

犢, 奶油与奶), 代表他的慷慨好客, 耶和华都领受了. 耶和华在幔利橡树那⾥向亚伯拉罕显现可能

是因为他的伩⼼和敬虔. 我们应该慷慨接待客⼈, 说不定接待⼈时也接待了天使(来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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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7:17 当耶和华应许使他们⽣⼦时, 亚伯拉罕 “喜笑”, 18:12 又说 “撒拉⼼⾥暗笑”, 为什么重復两

次?  耶和华怎样对待他们的笑? 假若这件事情臨到你⾝上你会如何反应? (参 17:17, 18:12-15, 21:3, 

6)? 

 

亚伯拉罕与撒萊笑的原因是懷疑耶和华使他们⽣⼦的應許. 17:17 “⼼⾥说，⼀百岁的⼈还能得孩

⼦麽. 撒拉已经九⼗岁了，还能⽣养麽?” 18:12 “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迈，岂能有这喜事呢?” 17

章的講论以及随后神肯定盟约的事件都是主要针对亚伯拉罕的后裔. (割礼也是以男性为对象). 

撒萊没有参与. 所以 18 章耶和华再显现时特别要向撒拉肯定, 18:9 神问撒拉在那⾥, 然后亲⼜应

许她必⽣⼀⼦, 当撒拉暗笑时,  耶和华也向她亲⾃问罪. 

 

他们⼆⼈都不讨神喜悦, 因为神给他们的⼉⼦改名为以撒(原⽂出⾃“笑”21:3, 6; 17:17, 18:12), 常常

提醒⽗母不伩神的应许. 

 

假若这件事情臨到我们⾝上, 我们的反应在乎我们在神⾯前的伩⼼能不能经得起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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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