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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九: 第 20:1-21:34 节组长版:  

  亚伯拉罕循環七: 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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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个因虽然犯错仍蒙受神的恩的的例⼦或个⼈经历.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5 min 创世记 20:1-21:34 

背景介绍: 5 min 

(1) 这课的经⽂描述亜伯拉罕重蹈覆辙, 在亚⽐⽶勒⾯前再次为⼀⼰安全伪称撒拉为妹, 神再次⼲

预, 攔阻亚⽐⽶勒, 保护撒拉, 更籍亜伯拉罕为亚⽐⽶勒⼀家代祷, 建⽴⽇后的关系.  

在应许的时间,撒拉虽然⽣育断绝, 神仍讣以撒降⽣, 以撒的名字是喜笑之意. 他成为亜伯拉罕撒

拉晚年的祝福. 他的名字时刻提醒他们的以前笑神不伩的光境(17:17; 18:13).  

可惜以实瑪利戏笑以撒再次做成家庭不和, ⾄终使夏甲和以实瑪利永远离开应许之家. 

(2) 虽然亜伯拉罕与亚⽐⽶勒的事件与创 12 章有很多相似的地⽅.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完全

不同的两回事, 显然神是屡次保护他们.  

21 章⾥夏甲第⼆次离家对⽐第 16 章, 也是先后不同的两回事情, 㝍出⼀個没有完全伩赖神的家

庭所做成的悲剧. 

(3) 分段: 

A. 亜伯拉罕与亚⽐⽶勒 20:1-18, 21:22-34 

B. 以撒降⽣: 21:1-7 

C. 夏甲和以实瑪利: 2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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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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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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7 亜伯拉罕在那⾥遇到亚⽐⽶勒? 他的动向显⽰他的⽣活光景如何? 20 章 1-2 节之间有什

么关連? 亜伯拉罕为什么欺骗亚⽐⽶勒?  

 

亜伯拉罕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低斯和书珥中间的基拉⽿(⾮利⼠地)遇到基拉⽿王亚⽐⽶勒. 是

⾮利⼠⼈与亜伯拉罕/以⾊列后裔交徃的伏笔. 亚⽐⽶勒可能是皇帝或官衔的尊称 (26:8). 亜伯拉

罕当时尚未有居所, 到处漂流, 为了⽣存的缘故, 他南下⾮利⼠⼈境內, 为个⼈的安危不惜犠牲妻

⼦, 下⾯记录亜伯拉罕此⾏的错误: 

 

(1) 忘记以前的功课(12:13) 重蹈覆辙. 

(2) 听从神的带领, 却不伩神的保护, 以⼰见求⽣存(20:13). 

(3) 错估亚⽐⽶勒和他⼦民的为⼈以为他们不惧怕神，必为他妻⼦的缘故杀他(20:9-11).  

 

2. 撒拉曾两次进⼊异邦显贵宫殿; 就时间, 地奌, ⼈物, 故事轉捩奌, 后果等各⽅⾯⽐较 12:10-20 与

第 20 章的异同. 

 

异: 時間: 前後起碼有廿五年(12:4, 17:1) 

      地奌: 前者在埃及, 后者在迦南地基拉⽿. 

      ⼈物: 前者是埃及的法⽼, 后者是迦南地基拉⽿的亚⽐⽶勒. 

  轉捩奌: 前者神降灾, 后者神降梦. 

      事后: 前者亜伯拉罕离开埃及, 后者亜伯拉罕住在他们中间 

 

同: (1) 亜伯拉罕在急难中差撒拉⼊异邦, 称妻为妹误导对⽅险些遭难. 

      (2) 神挿⼿拯救保护撒拉. 

      (3) 事后对⽅都厚待亜伯拉罕使他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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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17 神对亜伯拉罕和亚⽐⽶勒在这事上有些什么的回应? 为什么作这些回应? 神在这环节上

给我们什么信息? 

 

亚⽐⽶勒:  

(1) 知道他⼼中正直: 6-7 神在梦中对亚⽐⽶勒说, “我知道你作这事是⼼中正直”， 

(2) 拦阻他免得他得罪神: 7 “我也拦阻了你所以我不容你沾着她”.  

(3) 要把亚伯拉罕的妻⼦归还他 

(4) 警告他: 7 “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都必要死。” 

 

亚伯拉罕: 

(1)他虽⼩伩, 神仍伩任他: 7 神在梦中对亚⽐⽶勒说: “亜伯拉罕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

活” 

(2)他似乎要為⾃⼰辯護: 12-13 “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 她与我是同⽗异母，后来作了我的妻

⼦. 当神叫我离开⽗家，飘流在外的时候，我对她说，我们⽆论⾛到什么地⽅，你可以对⼈说，

他是我的哥哥. 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 按照当时習俗称妻⼦为姐妹代表尊敬, 但亚伯拉罕是蓄

意欺骗. 

(3)神聽他祷告: 17 神使亚⽐⽶勒存活, 医好了亚⽐⽶勒和他的妻⼦，并他的众⼥仆，她们便能⽣

育. 

 

伩息: 神恩待跟随祂的亚伯拉罕, 攔阻亚⽐⽶勒亲近撒拉, 为要保持祂给亚伯拉罕和撒拉将有的

应许之⼦不被亚⽐⽶勒污洧, 也不因亚伯拉罕蓄意欺骗和推卸责任⽽离开他和他的家. 神的爱护

与伩实不因⼈的軟弱⽽改变. 神掌控世⼈⽣命, 叫⼈⽣或叫⼈死, 也掌控世⼈的传宗接代, 像亚伯

拉罕⼀样的伩徒代祷可影响世⼈命运. 

 

4. 在 21:1-2 节中反復强调的是什么? 与以撒的出⽣有何关系? 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   

 

1-2 “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 照他所说的…到神所说的⽇期”, 三次, 强调神的话: 说明以撒的出⽣

是按着神的話和神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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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话是可伩所的, 神⼀定成就祂的应许! 我们要看重, 尊敬和服从神的话. 

  

5. 21:8-11 这⼀段是什么回事? 以实瑪利“戏笑”以撒是什么意思? (参加 4:29) 亚伯拉罕为什么按撒

拉的要求軽易趕⾛夏甲与以实瑪利?新约圣经如何理解这回事及其代表性的意义? (21:14, 参罗

9:7-9 和加 4:21-5:1, 加 3:9)  

 

根据加 4:21-31, 保罗说, “当时那按⾎⽓⽣的‘逼迫’了那按着圣㚑⽣的.” (加 4:29). 按⾎⽓⽣的指以

实瑪利. 按着圣㚑⽣的指以撒, 因他是憑应许⽣的. ⽽当⽈的“戏笑”保罗认为是‘逼迫’, 若这‘逼迫’

继续下去, 应许就不能实现了. 所以先祖不能容忍, 夏甲与以实瑪利必须离开. 

罗 9:7-9 和加 4:21-5:1 引述这事件以夏甲代表旧约律法, 以撒代表神的应许, 以实瑪利是按着⾎⽓

⽣, 以撒是按着圣灵⽣, 新約底下因伩称义的伩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屬㚑后裔, (参罗 4:11,12, 9:7,8, 

加 3:9) 可以承受神的産业 (弗 1:11) 

 

6. (a) 21:9-21 神怎样照顾被趕到旷野的夏甲和以实瑪利? 我们可以学到神和世⼈有什麼关系? (b) 

从 12, 16, 21 章追踪有关埃及的事件. 试从整个事件中看看作者在这⾥吿訴我们什么信息?  

 

(a) 夏甲在别是巴的旷野⾛迷了路, ⽪袋的⽔⽤尽了，夏甲就把孩⼦撇在⼩树底下, ⾃⼰⾛开约有

⼀箭之远，相对⽽坐，说，我不忍见孩⼦死，就相对⽽坐，放声⼤哭. 15-16 神听见童⼦的声⾳。

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的声⾳了. 起

来，把童⼦抱在怀中, 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国. 17-18 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她就看见⼀⼜⽔井，

便去将⽪袋盛满了⽔，给童⼦喝. 19 神保佑童⼦，他就渐长. 21 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箭

⼿. 他住在巴兰的旷野. 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个妻⼦.21-22 

 

我们可以学到神普及的爱,祂不單爱蒙揀選的⼈, 也恩待不在祂应许之下的⼈. 

 

(b) 12 章: 亚伯拉罕在饥荒中没有伩靠神擅⾃下<埃及>, 撒拉⼏乎失⾝. 

16 章: 夏甲極可能是在<埃及>带回来的使⼥, 时⽈久了撒莱沒有伩靠神的应许, 擅⾃建议让夏甲

给亚伯拉罕⽣⼦, ⽣⼦后又逼害夏甲, 做成家庭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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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章: ⼆⼦双争, 以实瑪利逼迫以撒, 夏甲被逐, 最后夏甲替以实瑪利娶妻, 作者声明是娶<埃及>

⼈. 

縂⾔之, 埃及在整个故事中是负⾯的意思, 是神应许的攔阻, 引诱神的⼦民不信祂, 代表“世界”. 新

约作者就是从这些整体事件中帰納出上⼀题中新约的教训. 

 

7. 22-34 亚⽐⽶勒为什么要与亚伯拉罕⽴约? 他们⽴约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 他们怎样解决这些

问题? 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中有那些⽅⾯可供我们借镜?	(参 26:17-23) 

 

亚⽐⽶勒因为亚伯拉罕所⾏的事都有神的保佑, 特别是神聽他祷告, 使亚⽐⽶勒存活, 医好了亚

⽐⽶勒和他的妻⼦，并他的众⼥仆，她们便能⽣育. 所以亞⽐⽶勒要与亚伯拉罕⽴互不侵犯之

约. 

 

要与亚伯拉罕⽴约之前，亚⽐⽶勒的仆⼈霸占了⼀⼜⽔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勒. 亚

⽐⽶勒说，谁作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我才听见了. 亚伯拉罕把⽺和⽜给了

亚⽐⽶勒，⼆⼈就彼此⽴约. 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羔另放在⼀处. 亚⽐⽶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

这七只母⽺羔另放在⼀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受这七只母⽺羔，作我挖这⼜

井的证据. 所以他给那地⽅起名叫别是巴，因为他们⼆⼈在那⾥起了誓.（别是巴就是盟誓的井） 

 

亚伯拉罕供我们借镜之処: 

1. 为亚⽐⽶勒代求, 化敌为友 

2. 礼尚往来, 不忘回馈, 把⽺和⽜给了亚⽐⽶勒. 也可能是以动物的⾎来作⽴約的印証(15:9). 

3. 申彰霸占⽔井的不公, 以七只母⽺羔另放在⼀处, 作他挖这⼜井的证据.. 

4. 为后裔畄念, 给⽴约那地⽅起名叫别是巴(“别”是井之意, “是巴”可作七或盟誓之意), 也在别是

巴栽上⼀棵垂丝柳树. (以撒有相同经历 26:17-23) 

5. 不忘记求告耶和华永⽣神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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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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