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靠顺服：
创世记12至25章
Be Obedient: 

Genesis 12–25

第五课：谨防走弯路
（创十六章）



神呼召 地点 同行者 经文

第一次 吾珥
父亲他拉

侄儿罗得
徒七2-4

第二次 哈兰
(他拉已逝)

侄儿罗得
创十二1-4

年龄

不详

75岁

神呼召亚伯兰



吾珥

哈兰
75岁

神第二次呼召亚伯兰：

他拉…死在哈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

指示你的地去。…」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

的吩咐去了；罗得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

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创十一32-十二4)

亚伯兰蒙召



神显现，筑坛。
示剑

伯特利 艾

筑坛，求告
神的名。

南地



南地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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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十二10)

遭遇饥荒



亚伯兰就对罗得说：「你

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

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

为我们是骨肉。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

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

向右；你向右，我就向

左。」(创十三8-9)

信心



罗得举目看见约但河的全

平原，直到琐珥，都是滋

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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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罗得选择约但河的全

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

彼此分离了。(创十三10-

15)

伯特利

所多玛、蛾摩拉

约但河

琐珥



示拿

以拉撒？

以拦

戈印？

所多玛

蛾摩拉

押玛

洗扁

比拉(琐珥)

四王与五王战争 （创十四）

示拿王

以拉撒王

以攔王

戈印王

兩

河

流

域

所多瑪王

蛾摩拉王

押瑪王

洗扁王

比拉(瑣珥)王

死

海

南

部



1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说：
“亚伯兰，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你的赏赐是
很大的。”

2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一向都没有孩子，你还
能赐给我什么呢？这样，承受我家业的，就是大马士
革人以利以谢了。”

3亚伯兰又说：“你既然没有给我后裔，那生在我家中
的人，就是我的继承人了。”

4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亚伯兰说：“这人必不会作你的继
承人；你亲生的才会是你的继承人。”

(创十五1-4)



5於是领他到外面去，

说：“你向天观看，

数点众星，看你能不

能把它们数得清楚。”

又对他说：“你的后

裔将要这样众多。”

(创十五5)



12章 75岁 出哈兰，到迦南，下埃及

13章 返伯特利，与罗得分手，迁希伯仑

14章 四王与五王战争，亚伯兰救罗得

15章 神与亚伯兰立约，应许后裔与地

16章 86岁 夏甲生以实玛利

17章 99岁 改名，立割礼之约，应许生以撒

18章 接待三行客，为所多玛代求

19章 天使救罗得，灭所多玛

20章 至基拉耳，亚比米勒娶撒拉

创12-20章大纲



夏甲与以实玛利 （创十六1-3）

1 亚伯兰的妻子撒莱，没有为他生孩子。撒莱却有一个婢女，是埃及人，名叫夏甲。
2 撒莱对亚伯兰说：“请看，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去亲近我的婢女，或者我可以

从她得孩子。”亚伯兰就听从了撒莱的话。
3 亚伯兰在迦南地住满了十年，他的妻子撒莱，把自己的婢女埃及人夏甲，给了她的丈

夫亚伯兰为妾。

撒莱一直不孕，亚伯兰便听从撒莱，与她的使女
夏甲同房（创十六1–3）



夏甲与以实玛利 （创十六4-6）

4 亚伯兰与夏甲亲近，夏甲就怀了孕。夏甲见自己有了孕，就轻看她的主母。
5 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把我的婢女送到你的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

就轻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主持公道。”
6 亚伯兰对撒莱说：“你的婢女在你手中，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待她吧。”於是撒

莱虐待夏甲，她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

夏甲怀孕后，因受撒莱虐待而逃跑（创十六4–6）



7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水泉旁边，就是在到书珥

路上的水旁边， 遇到了她，(创十六7)

希伯仑

别是巴

加低斯

书珥路

庇耳拉海莱

书珥的旷野

埃及

创十六7



夏甲遇见耶和华的使者
（创十六7-9）

7  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水泉旁边，就是在到书珥路上的水旁边，遇到了她，
8  就问她：“撒莱的婢女夏甲啊，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夏甲回答：
“我从我的主母撒莱面前逃出来。”
9  耶和华的使者对她说：“回到你主母那里去，服在她的手下！”

途中遇到 神的使者，使者吩咐她回去，
并给她应许。 （创十六7–14）



夏甲遇见耶和华的使者
（创十六10-12）

10耶和华的使者又对她说：“我必使你的后裔人丁兴旺，多到不可胜数。”
11耶和华的使者再对她说： “看哪，你已经怀了孕，

你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
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12他将来为人，必像野驴。
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
他必住在众兄弟的东面。”



夏甲遇见耶和华的使者
（创十六13-14）

13於是，夏甲给那对她说话的耶和华，起名叫“你是看顾人的 神”，因为她说：
“在这里我不是也看见了那位看顾人的吗？”
14因此，这井名叫庇耳．拉海．莱，是在加低斯和巴列之间。

庇耳拉海莱：意思是

「看顾我的永活神之井」

(Well of the Living One 

who sees me)



夏甲生下以实玛利 （创十六15-16）

15 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就给夏甲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
16 亚伯兰八十六岁的时候，夏甲给他生了以实玛利。

於是夏甲回到亚伯兰家中，生下以实瑪利。
（创十六15–16）



1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
华向他显现，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 神，
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
你要作完全人。

2我要与你立约，要使你的后裔
人丁兴旺。”

(创十七1-2)



创十六1–2 撒萊一直不孕，亚伯兰便听从撒萊，与她的使女夏甲同房

创十六3–6 夏甲怀孕后，因受撒萊虐待而逃跑

创十六7–14 途中遇到 神的使者，使者吩咐她回去，并给她应许

创十六15–16 於是夏甲回到亚伯兰家中，生下以实玛利



观察 解释



创十六4-6 （创十六4–6）夏甲怀孕后，因受撒莱虐待而逃跑

(创十六4-6)
这三个人各自展现了虚伪的一面

4 亚伯兰与夏甲亲近，夏甲就怀了孕。夏甲见自己有了孕，就
轻看她的主母。

骄傲

·
5 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把我的婢女送到你的怀

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轻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主持
公道。”

怪罪

6 亚伯兰对撒莱说：“你的婢女在你手中，你看怎样好，就怎
样待她吧。”於是撒莱虐待夏甲，她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

虛假的中立
憎恨 (6b)



怪 罪



创十六4-6 4亚伯兰与夏甲亲近，夏甲就怀了孕。夏甲见自己有了孕，就轻
看她的主母。

5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把我的婢女送到你的怀中，
她见自己有了孕，就轻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主持公道。”

6亚伯兰对撒莱说：“你的婢女在你手中，你看怎样好，就怎样
待她吧。”於是撒莱虐待夏甲，她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

他们非但不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罪，反而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结果使事情更糟。

➢ 撒拉---责备她的丈夫，虐待她的使女，

➢ 亚伯兰---向妻子妥协。

➢ 夏甲---逃避问题。



创三8 8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
的妻子听见耶和华 神在园中
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
林中，躲避耶和华 神的面。

逃 避



背景



创十五2-5 2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一向都没有孩子，你还能赐给我什么呢？
这样，承受我家业的，就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了。”3亚伯兰又说：
“你既然没有给我后裔，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继承人了。”4耶
和华的话又临到亚伯兰说：“这人必不会作你的继承人；你亲生的才
会是你的继承人。”5於是领他到外面去，说：“你向天观看，数点众
星，看你能不能把它们数得清楚。”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这样
众多。”

在古近东，女人不能生育是很羞耻的事。

➢神曾对亚伯兰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十五4–5）。

➢撒莱建议亚伯兰依当时的风俗，与夏甲同房，好得后裔。



在古代近东，无法怀孕和生育是已婚妇女最大的恐惧。

旧 约 人 物 孩 子

创二十一1-7 撒拉 以撒

创二十五21-26 利百加 以扫和雅各

创二十九31；
三十22–24

拉结 约瑟

士十三2-5 玛挪亚的妻子 士师参孙 天使说，她要成为一位母
亲，而她的孩子能从非利
士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

撒上一2，9–11
撒上一19-20

哈拿在示罗祈求神 撒母耳

新 约 人 物 孩 子

路一7，24–25，36 伊利沙伯 施洗约翰



长期不生育后怀孕生子，通常是神对祷告的回应（创二十五21；撒上一9-11）

撒莱断然宣称“耶和华已经使【她】不能生育”（创十六2）。

创二十五21 21以撒因为自己的妻子不生育，就为她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
了他，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

撒上一9-11 9哈拿……10她心里愁苦，就向耶和华祷告，流泪痛哭，11并且许
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赐给使女一个儿子，我就必把他
一生献给耶和华……。”

创十六2 2撒莱对亚伯兰说：“请看，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去亲近
我的婢女，或者我可以从她得孩子。”亚伯兰就听从了撒莱的话。



亚伯兰忘记神在创十五4-5的保证。他又回到在创十五2-3中所表现出的怀疑光景中。

创十五2-3 2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一向都没有孩子，你还能赐给我
什么呢？这样，承受我家业的，就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
了。”3亚伯兰又说：“你既然没有给我后裔，那生在我家中的
人，就是我的继承人了。”

创十五4-5 4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
才成为你的后嗣。5於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
众星、能数得过来么．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神在创十二1-3中给了应许，并在创十二7；十三16和创十五4-5中再次确认

创十二1-3 1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到我指
示你的地方去。 2我必使你成为大国， 赐福给你， 使你的名为
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3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 咒诅你
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

创十二7 7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

创十三16 16我要使你的后裔好像地上灰尘那么多；若能数算地上的灰尘，
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创十五4-5 4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亚伯兰说：“……你亲生的….5於是领他到外
面去，说：“你向天观看，数点众星，看你能不能把它们数得清
楚。”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这样众多。”



综 合 探 讨



信心的证据 / 表现

1. 为了神的荣耀
（罗四20）

2.等候
（赛二十八16）

3.遵行神的话
（罗十17）

4.平安和喜乐
（罗十五13）



信心的证据：凭信心行事都是为了神的荣耀（罗四20）。

罗四19-
21

19他快到一百岁的时候，想到自己的身体好像已经
死了，撒拉也不能生育，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20

也没有因着不信而疑惑 神的应许，反倒坚信不移，
把荣耀归给 神，21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 神
必能成就。

1



信心的证据：等候

“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賽二十八16）

“凡信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罗十11）

停止信靠神，人就着急，结果是羞愧。

赛二十八16 16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我在锡安放置一块石头， 是试验
过的石头， 是稳固的基石，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
急。

罗十11 11经上说：“所有信靠他的人，必不致失望。” （新译本）
11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和合本）

2

停止信靠神 着急 羞愧 失望



信心的证据：遵行神的话。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

的话来的。” （罗十17）

我们遵行他话语所说的，就能凭信心行事，並且知道神会祝福我们。

罗十17 17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藉着基督的话来的。

3



信心的证据：我们凭信心行事，神生活中赐下平安和喜乐。（罗十五13）

在亚伯兰和撒拉等候的期间，神正在加增他们的信心和忍耐，

建造他们的品格（雅一1–4）。

罗十五13 13愿那赐盼望的 神，因着你们的信，把一切喜乐平安充满你们，
使你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满有盼望。

雅一1-4 1 ……2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3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4但忍耐要坚持到
底注，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

4



根据圣经的信心的四个证据， 就会发现亚伯兰和撒拉没有通过试验。

他们不愿意等候主，而是用自己的计划。

他们行事只为取悅自己，而不是荣耀神。

他们沒有遵行神的话语，

他们所做的沒有给他们的內心和家庭带來平安和喜乐。

2

1

3

4



1.等候（创十六1上）

大多数人都不喜欢等候。但我们卻是通过“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来六12）。

神对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有完美的时间表。是神救赎全世界计划的一部分。

在等候的过程中，撒拉失去了耐心。

为什么神让亚伯兰等这么久？（参：來十一12）

➢ 在85岁的高龄，亚伯兰仍能借著夏甲生孩子，这完全是神的荣耀。

来十一12 12所以从一个好像已死的人，竟然生出许多子孙来，仿佛天上的
星那么众多，海边的沙那么无数。

来六12 12……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2. 计划（创十六1下–4上）

撒拉并不关心神的荣耀，她唯一的目标就是“我可以因她（夏甲）得孩子”

（创十六2）。

她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创十六2）。

创十六2 2撒莱对亚伯兰说：“请看，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去亲近我的
婢女，或者我可以从她得孩子。”亚伯兰就听从了撒莱的话。



并不是任何合法的事情或表面上成功的事情就符合神的旨意。

耶和华的使者称她为“撒萊的婢女”（创十六8）。“這婢女和她儿子”

（创二十一10）。

神拒絕了亚伯兰和撒莱如此的计划，因为他对亚伯兰和撒拉有更好的旨意。

创十六8 8就问她：“撒莱的婢女夏甲啊，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夏甲回答：“我从我的主母撒莱面前逃出来。”

创二十一10 10就对亚伯拉罕说：“把这婢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婢女
的儿子不能和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



3.相争（创十六4下–6）

当我们跟隨世俗时，就常以纷争结束（雅三13–18）。

在所有的争战中，家庭争战是最痛苦、最难解决的。

雅三 13-18 13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14如果你们心中存着
刻薄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夸口，也不可说谎抵挡真理。15这种
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属地的、属血气的和属鬼魔的。16因
为凡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就必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4.顺服（创十六7–16）

我们之间产生纷争，是因为顺服了三个敌人：

世俗（雅四4）、肉体（雅四1）和魔鬼（雅四7）。

如果我们是为敌人而活，又怎么能夠期待与神和他人和睦相处呢？“

雅四1 1 你们中间的争执和打斗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肢体中好
斗的私慾来的吗？

雅四7 7 你们应当顺服 神，抵挡魔鬼，魔鬼就逃避你们。

雅四4 4 淫乱的人哪，你们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 神为敌吗？所
以与世俗为友的，就成了 神的仇敌。



两个重要的教训：

➢ 亚伯兰和撒莱把怀孕的夏甲赶走，但神找到了她。神关心那些被拒绝且生活在社会边
缘的人。

➢ 神的计划和应许不会因我们的失败而失效。亚伯兰和撒莱在他们的信心之旅中犯了错
误，但神仍然信守祂的应许。祂忠于自己的应许，甚至将其中的一部分延伸到亚伯兰
家族的新谱系中。

总结与分享



信靠顺服：创世记十二至二十五章, 威尔斯比著

第一章 新的开始（创十一27至十二9）

第二章 饥荒、牲畜與相争（创十二10至十三18）

第三章 信心就是胜利（创十四章）

第四章 灵魂的暗夜（创十五章）

第五章 谨防走弯路（创十六章）

第六章 名字算什么？（创十七章）

第七章 从火中经过（创十八至十九章）

第八章 邻舍亚伯拉罕（创二十章，二十一22–34）

第九章 “哭有时，笑有时” （创二十一1–21；加四21–31）

第十章 最大的试验（创二十二章）

第十一章 新娘来了！（创二十四章）

第十二章 “死有时” （创二十三，二十五1–11）

威尔斯比著 ， 霍伟霞译,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 (Colorado Springs, CO: 美国庫克传播
出版集团, 2016)

https://ref.ly/logosres/be-obednttrdchs?ref=Page.p+2&off=20&ctx=%E7%9B%AE%E9%8C%84%0a%E5%B0%8E%E8%A8%80%0a%E4%BD%9C%E8%80%85%E5%BA%8F%0a%E5%89%B5%E4%B8%96%E8%A8%98%E5%AD%B8%E7%BF%92%E5%BB%BA%E8%AD%B0%E5%A4%A7%E7%B6%B1%0a~%E7%AC%AC%E4%B8%80%E7%AB%A0+%E6%96%B0%E7%9A%84%E9%96%8B%E5%A7%8B%0a%E7%AC%AC%E4%BA%8C%E7%AB%A0+%E9%A5%91%E8%8D%92%E3%80%81%E7%89%B2%E7%95%9C%E8%88%87%E7%9B%B8


思 想：

耶和华对使女夏甲的「看顾」包括哪些方面？参V9、10-11，这对我们有何启发？

创十六9 9耶和华的使者对她说：“回到你主母那里去，服在她的手下！”

创十六10-11 10耶和华的使者又对她说：“我必使你的后裔人丁兴旺，多到不
可胜数。”

11耶和华的使者再对她说：“看哪，你已经怀了孕，你要生一个
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1. 神为什么要迟延给亚伯兰和撒莱孩子？

2. 我们有时是否也像撒莱那样猜想神的作为呢？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

3. 撒莱和亚伯兰试图跑在神的前面时，招致了什么可悲的后果？

4. “神的迟延并不是拒绝。”为什么这对我们来说常常是一个很难相信的真理？

5. 在你的生命中，你经历过“神的迟延”吗？如果有的话，请分享你如何

等候和应对？

思想 / 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