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凡中的不平凡(一) 

亞伯拉罕 



吾珥 

亞伯蘭蒙召 

在吾珥重建的古代月神廟 



吾珥 

哈蘭 

「你要離開本地和親族，往我

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亞伯蘭蒙召 

Leave your country and 

your people, and go to 

the land I will show you. 



吾珥 

哈蘭 

亞伯蘭蒙召 

75歲 

「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

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

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

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

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信心 

Leave your country, 

your people and your 

father’s household 

and go to the land I 

will show you. 

他拉 

拿鶴 亞伯蘭 哈蘭 

羅得 
隨後舉家 

遷來哈蘭 

(哈蘭：拿鶴的城) 



問題 

• （解釋）為何亞伯蘭會離開熟悉的地方？ 

• （應用）你會不會相信神而離開自己的安
樂窩？ 

• （應用）你相信神是一生的依靠嗎？ 

 



示劍 

亞伯蘭經過那地，到了示

劍地方、摩利橡樹那裏。

那時迦南人住在那地。 

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說：

「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

裔。」 

亞伯蘭就在那裏為向他顯

現的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創12:6-7) 

神顯現，築壇。 



神顯現，築壇。 
示劍 

伯特利 艾 

從那裏他又遷到伯特利東

邊的山，支搭帳棚；西邊

是伯特利，東邊是艾。 

他在那裏又為耶和華築了

一座壇，求告耶和華的名。 

 



從那裏他又遷到伯特利東

邊的山，支搭帳棚；西邊

是伯特利，東邊是艾。 

他在那裏又為耶和華築了

一座壇，求告耶和華的名。 

 



問題 

• （解釋）為何亞伯蘭會築壇？壇用來作甚
麼？ 

• （應用）你有沒有常常求告上帝？ 

• （應用）分享你的禱告生活。 

 



神顯現，築壇。 
示劍 

伯特利 艾 

築壇，求告
神的名。 

南地 

從那裏他又遷到伯特利東

邊的山，支搭帳棚；西邊

是伯特利，東邊是艾。 

他在那裏又為耶和華築了

一座壇，求告耶和華的名。 

後來亞伯蘭又漸漸遷往南

地去。(創12:8-9) 



南地 

埃及 

那地遭遇饑荒。因饑荒甚大，亞伯蘭就下埃及去，

要在那裏暫居。(創12:10) 

遭遇飢荒 

試煉 



將近埃及，就對他妻子撒

萊說：「我知道妳是容貌

俊美的婦人。埃及人看見

妳必說：『這是他的妻

子』，他們就要殺我，卻

叫妳存活。求妳說，妳是

我的妹子，使我因妳得平

安，我的命也因妳存活。」

(創12:11-13) 



及至亞伯蘭到了埃及，埃

及人看見那婦人極其美貌。 

法老的臣宰看見了她，就

在法老面前誇獎她。那婦

人就被帶進法老的宮去。 

法老因這婦人就厚待亞伯

蘭，亞伯蘭得了許多牛、

羊、駱駝、公驢、母驢、

僕婢。(創12:14-16) 



耶和華因亞伯蘭妻子撒萊的緣故，降大災與法老和他

的全家。 

法老就召了亞伯蘭來，說：「你這向我做的是甚麼事

呢？為甚麼沒有告訴我她是你的妻子？為甚麼說她是

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取來要作我的妻子？現在你的

妻子在這裏，可以帶她走吧！」(創12:17-19) 



於是法老吩咐人將亞伯蘭和他妻子，並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亞伯蘭帶著他的妻子與羅得，並一切所有的，都從埃及上南

地去。亞伯蘭的金、銀、牲畜極多。(創12:20-13:2) 



問題 

• （解釋）為何亞伯蘭唔認老婆？若你是撒
萊，你有甚麼感受？撒萊逼樣做，有何後
果？你會怎樣做？ 

• （應用）在類似的情況，你和丈夫會如何
做好呢？ 

 



他從南地漸漸往伯特利去，

到了伯特利和艾的中間，

就是從前支搭帳棚的地方，

也是他起先築壇的地方；

他又在那裏求告耶和華的

名。(創13:3-4) 

恢復 



與亞伯蘭同行的羅得也有牛群、羊群、帳棚。那地容

不下他們；因為他們的財物甚多，使他們不能同居。 

當時，迦南人與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亞伯蘭的牧人

和羅得的牧人相爭。(創13:5-7) 



亞伯蘭就對羅得說：「你

我不可相爭，你的牧人和

我的牧人也不可相爭，因

為我們是骨肉（原文是弟

兄）。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嗎？請

你離開我：你向左，我就

向右；你向右，我就向

左。」(創13:8-9) 



羅得舉目看見約但河的全

平原，直到瑣珥，都是滋

潤的，那地在耶和華未滅

所多瑪、蛾摩拉以先，如

同耶和華的園子，也像埃

及地。 

於是羅得選擇約但河的全

平原，往東遷移；他們就

彼此分離了。(創13:10-15) 

伯特利 

所多瑪、蛾摩拉 

約但河 

瑣珥 

當時死海南部還是陸地平原，

後來因神降災，才沉於海中。 



亞伯蘭住在迦南地，羅得

住在平原的城邑，漸漸挪

移帳棚，直到所多瑪。 

所多瑪人在耶和華面前罪

大惡極。(創13:12-13) 

伯特利 約但河 

多山地 

瑣珥 
所多瑪、蛾摩拉 

當時死海南部還是陸地平原，

後來因神降災，才沉於海中。 



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耶和

華對亞伯蘭說： 

「從你所在的地方，你舉目

向東西南北觀看；凡你所看

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

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

(創13:14-15) 

 



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上

的塵沙那樣多，人若能數算

地上的塵沙才能數算你的後

裔。 

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因

為我必把這地賜給你。」(創

13:16-17) 



示劍 

伯特利 艾 

南地 

亞伯蘭就搬了帳棚，來

到希伯崙幔利的橡樹那

裏居住，在那裏為耶和

華築了一座壇。(創

13:18) 

希伯崙 

 希伯崙： 

意為友誼，聯盟。亞伯拉罕

在此與亞摩利人幔利、以實

各、亞乃結盟。也曾在此接

待神，為所多瑪代求。 

後來亞伯拉罕在此購置一地，

以安葬撒拉，也成為其家族

墓地。 



亞伯蘭就搬了帳棚，來

到希伯崙幔利的橡樹那

裏居住，在那裏為耶和

華築了一座壇。(創

13:18) 

 希伯崙： 

意為友誼，聯盟。亞伯拉罕

在此與亞摩利人幔利、以實

各、亞乃結盟。也曾在此接

待神，為所多瑪代求。 

後來亞伯拉罕在此購置一地，

以安葬撒拉，也成為其家族

墓地。 



橡樹 



問題 

• （解釋）在亞伯蘭和羅得的僕人的爭端中，
亞伯蘭的取向是甚麼？這反映他是一個怎
樣的人？ 

• （應用）你怕不怕“蝕底”？在家人中若
為赖益衝突，我們可以怎樣回應？ 

 啟示 

1. 不要看眼前、物質上的利益，

乃要注重永恆、心靈的福祉。 

2. 徹底回應神的呼召，從親情分

別為聖，就回到神命定的路。 



示拿 

以拉撒？ 

以攔 

戈印？ 

所多瑪 

蛾摩拉 

押瑪 

洗扁 

比拉(瑣珥) 

四王與五王戰爭 



利乏音人 

蘇 

西 

人 

以 

米 

人 

何 

利 

人 

亞摩利人 

四王與五王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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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特律加寧 

哈麥 

沙微基列亭 

西訂谷 

西珥山 哈洗遜 

他瑪 加低斯 

伊勒巴蘭 



於是所多瑪王、蛾摩拉王、押瑪

王、洗扁王，和比拉王（比拉就

是瑣珥）都出來，在西訂谷擺陣，

與他們交戰， 

就是與以攔王基大老瑪、戈印王

提達、示拿王暗拉非、以拉撒王

亞略交戰；乃是四王與五王交戰。 

西訂谷有許多石漆坑。所多瑪王

和蛾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裏的，

其餘的人都往山上逃跑。(創

14:8-10) 

西訂谷 



四王就把所多瑪和蛾摩拉所有的

財物，並一切的糧食都擄掠去了；

又把亞伯蘭的姪兒羅得和羅得的

財物擄掠去了。當時羅得正住在

所多瑪。 

有一個逃出來的人告訴希伯來人

亞伯蘭；亞伯蘭正住在亞摩利人

幔利的橡樹那裏。幔利和以實各

並亞乃都是弟兄，曾與亞伯蘭聯

盟。(創14:11-13) 

希伯崙 

西訂谷 



亞伯蘭聽見他姪兒被擄去，就率

領他家裏生養的精練壯丁三百一

十八人，直追到但。 

便在夜間，自己同僕人分隊殺敗

敵人，又追到大馬色左邊的何把，

將被擄掠的一切財物奪回來，連

他姪兒羅得和他的財物，以及婦

女、人民也都奪回來。(創

14:14-16) 

希伯崙 

但 
大馬色 



亞伯蘭殺敗基大老瑪和與他同盟

的王回來的時候，所多瑪王出來，

在沙微谷迎接他；沙微谷就是王

谷。 

又有撒冷王麥基洗德帶著餅和酒

出來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撒冷 



他為亞伯蘭祝福，說：

「願天地的主、至高的

神賜福與亞伯蘭！至高

的神把敵人交在你手裏，

是應當稱頌的！」 

亞伯蘭就把所得的拿出

十分之一來，給麥基洗

德。(創14:17-20) 



所多瑪王對亞伯蘭說：「你把人口給我，財物你自己

拿去吧！」 

亞伯蘭對所多瑪王說：「我已經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

耶和華起誓： 

凡是你的東西，就是一根線、一根鞋帶，我都不拿，

免得你說：『我使亞伯蘭富足！』 

只有僕人所吃的，並與我同行的亞乃、以實各、幔利

所應得的分，可以任憑他們拿去。」(創14:21-24) 



這事以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話對亞伯蘭說：「亞伯蘭，

你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賞賜你。」 

亞伯蘭說：「主耶和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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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15:1-

2) 



這事以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話對亞伯蘭說：「亞

伯蘭，你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賞賜

你。」(創15:1) 

 
據說聖經共有365次

說到「不要懼怕」，

這是第一處。 



這事以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話對亞伯蘭說：「亞

伯蘭，你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賞賜

你。」(創15:1) 

 

… I am your shield,  your very great reward. 

… I am your shield,  your reward will be very great. 

… 我是你的盾牌，是你的極大賞賜。 



But without faith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Him,  

for he who comes to God must believe that He is,  

and that He is a rewarder of those who diligently 

seek Him. (NKJV) 

這事以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話對亞伯蘭說：「亞

伯蘭，你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賞賜

你。」(創15:1)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

人必須：信有神(或譯：神是)，且信祂賞賜那尋求

祂的人。(來11:6) 
神是一切! 



這事以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話對亞伯蘭說：「亞

伯蘭，你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賞賜

你。」(創15:1)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

人必須：信有神(或譯：神是)，且信祂賞賜那尋求

祂的人。(來11:6) 

缺乏時,  

徬徨時,  

疑惑時,  

軟弱時,  

悲傷時,  

勞苦時,  

懼怕時,  

危難時,  

疾病時,  

愚昧時,  

寂寞時,  

絕望時,  

神是一切! 

神是我的供應 

神是我的道路 

神是我的答案 

神是我的力量 

神是我的安慰 

神是我的安息 

神是我的盾牌 

神是我的拯救 

神是我的醫治 

神是我的智慧 

神是我的滿足 

神是我的盼望 



這事以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話對亞伯蘭說：「亞

伯蘭，你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賞賜

你。」 

亞伯蘭說：「主耶和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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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又有話對他說：「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嗣；

你本身所生的才成為你的後嗣。」(創15:1-4) 



於是領他走到外邊，

說：「你向天觀看，

數算眾星，能數得

過來嗎？」 

又對他說：「你的

後裔將要如此。」

(創15:5)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創15:6) 

因為亞伯蘭相信神，

神就認他為義人： 

非因亞伯蘭做了甚麼

好事，而是因他相信

並接受神的恩典。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創15:6) 

「算為他義」的這句

話不是單為他寫的，

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

為義之人寫的，就是

我們這信神使我們的

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

人。(羅4:23-24) 



因著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