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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 第 18:16-19:38 节组长版:  

  亚伯拉罕循環六: 羅得的下场 

 

经⽂: 18:16-19:38 

分段: 

18:16-33 

19:1-14 

19:15-22 

19: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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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举今天那⼀个可被称为罪恶之城.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5 min 创世记 18:16-19:38 

背景介绍: 5 min 

这⾥的经⽂描述亜伯拉罕与神是可以彼此商议的朋友(參賽 41:8). 亜伯拉罕虽然为所多玛蛾摩拉

代求, 但这两个⼤城罪恶滔天貫盈, 难逃神公义的審判. 罗得在他们中间虽为罪伤痛,	(彼后 2:7,8) 

但因为与世俗妥协, 雖得到倖免灭亡, 却造成与⼥⼉乱伦的后果, 其后代成为以⾊列⼈的仇敌.  

同性性⾏为被称为 sodomy, 源於所多瑪城.  

有关所多玛蛾摩拉的古跡在死海附近被发现,可參閱下⾯連接: 

http://www.biblearchaeology.org/post/2008/04/The-Discovery-of-the-Sin-Cities-of-Sodom-and-

Gomorra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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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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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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8:16-19 这段记戴中, 你能看出神与亜伯拉罕之间有何种关系? 来訪的三⼈是谁(续⼗七课)? 

在这章⾥有什么新的启⽰? 试列举有关経⽂⽀持你的观奌 (参代下 20:7, 賽 41:8, 雅 2:23, 约

14:14,15). 请反省你個⼈与神的关系. 

 

第⼀. 亜伯拉罕与神是可以彼此商议的朋友关系(参代下 20:7, 賽 41:8, 雅 2:23, 约 14:14,15), 因为 

(1) 亜伯拉罕与神同⾏- “三⼈(耶和华)就从那⾥起⾏, 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要送他们⼀程.” 

18:17. 三⼈中⼀⼈是耶和华. 亚伯拉罕称呼祂为主.(18:3) 

(2) 神不瞒亚伯拉罕: “耶和华说，我所要作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18:18. 亜伯拉罕是神伩

任的朋友.  

(3) 神坚⽴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18:19a, 

第⼆. 亜伯拉罕与神是盟主与约民的互伩关系. 神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和他的眷属，遵

守神的道秉公⾏义, 使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得以成就. 

  

⾃由分享我们個⼈与神的关系. 

 

2. 18: 22-33(a)亜伯拉罕为所多玛和蛾摩拉代求的基础在那⾥?  

                  (b) 他怎样为所多玛和蛾摩拉代求? 

 

(a) 亜伯拉罕为所多玛和蛾摩拉代求的基础: 

 (1) 他与神亲蜜的关系(见上題), 朋友溝通是基于上题答案(1)-(3)的关系上. 

(2) 基于神的公正和公义. v 20, 23-25. 

 (3) 18:22 原⽂古卷(Masoretic text)是, “耶和华仍旧站在亜伯拉罕⾯前”, 似乎暗⽰神在等侯   

亜伯拉罕为此城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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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3-32 亚伯拉罕问神 “若那城⾥有____个义⼈, 你还滅那城吗?” 这⼈數从 50 降 10, 他就停了. 

神不会将义⼈与恶⼈同杀, 他求神因 50, 45, 40, 30, 20, 10 个义⼈的缘故饶恕那地⽅是基於神的公

義與憐憫. 

 

3. 请復習 13 章罗得因何選择所多玛的? 所多玛带给他是福是禍? 罗得有没有得着这 “滋润平原” 

(13:10)? 圣经如何⽐喻这⽚地?(13:10) 

 

罗得選择所多玛因为这城市的繁华—外表上的益处. 

所多玛带给他的是禍. 

13:10 “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蛾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也像埃及地.”都是描寫物质丰

富的引诱, 成为罪恶的温床, 居民同性恋, 乱倫, 强姦(19:5, 8, 32), 神要带他们⼀家遠离此地. 亚伯拉

罕曾两次救罗得离开所多玛惹来的禍 (创 14, 18) 

 

4. 19:1-11 罗得和所多玛⼈怎样对待神的使者? 神的使者怎样回应? 

 

罗得看见, 起来, 迎接,下拜神的使者, 懇请勉畄他们到⾃⼰家⾥作客, 以⽆酵饼款待(可能代表匆忙

之意).  

 

他们还没有躺下, 所多玛和蛾摩拉⼈连⽼带少，都来围住那房⼦, 要强逼罗得交出神的使者, 任

我们所为(原⽂英译 know 是性交之意, 19:7 “我有两个⼥⼉，还是处⼥ have not known man). 罗得

关门出来, 宁愿交出两个还是处⼥的⼥⼉讣他们蹂躏, 但劝阻⽆效. 众⼈就向前拥挤罗得，要攻

破房门. 

 

神的使者将罗得拉进屋去，把门关上, 并且使门外的⼈，⽆论⽼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

总寻不着房门.  

 

5. 19: 12-38 神怎样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 罗得⼀家对神的信⼼有多少, 他们有什么遭遇? 试评价

罗得在所多玛城的地位和他的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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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罗得将城中⼀切属他的⼈⽆论是⼥婿是⼉⼥从这地⽅带出去. 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地⽅。  

但将要娶他⼥⼉的⼥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 天明了罗得还是迟延不⾛, 耶和华怜恤罗得，就

拉着他的⼿和他妻⼦的⼿，并他两个⼥⼉的⼿，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说: “逃命吧。不可

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 要往⼭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 罗得求神讣他逃往附近的⼩城琐珥. 

天亮时，耶和华将硫磺与⽕从天上耶和华那⾥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 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

⾥所有的居民，连地上⽣长的，都毁灭了. 罗得的妻⼦在后边回头⼀看，就变成了⼀根盐柱. 罗

得因为怕住在琐珥，就同他两个⼥⼉从琐珥上去，住在⼭⾥。他和两个⼥⼉住在⼀个洞⾥, 两

个⼥⼉因怕不能嫁⼈存畄后代, 設计使⽗亲喝醉不知所为, 各从⽗亲受孕⽣⼦, 后代摩押⼈和亚

扪⼈成为以⾊列⼈的仇敌. 

 

罗得在所多玛城有地位, 坐在城门⼜作栽判(19:1, 9, 参 34:20), 但是家庭教育失败: 

⼥婿: 不听他的话, 不肯离开所多玛(19:16) 

妻⼦: 贪爱世界, 回望被毁灭所多玛城的繁华, 变成塩柱(19:14) 

两个⼥⼉: 半信半疑, 以⼰计灌醉⽗亲先后犯乱伦之罪, 与⽗性交⽣⼦求存后代(19:31-36) 

罗得: 信神, 祷告蒙允, 但却⽆法左右家⼈. 

 

6. 在神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之后, 经⽂为何提及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代求有否蒙允? 从这事我

们学到什么祷告的功课?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前的地⽅，向所多玛和蛾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

不料，那地⽅烟⽓上腾，如同烧窑⼀般. 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记念亚伯拉罕，正在倾

覆罗得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得从倾覆之中出来. 因亚伯拉罕为罗得的代求蒙允. 

 

祷告的功课: 

1. 亚伯拉罕记得在神前的代求, 为代求守望. 

2. 神悦纳亚伯拉罕的信⼼和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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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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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15 min 为查经应⽤, 组员需要等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