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節外生枝——夏甲

創世記16:7-16



經文結構：

1、亞伯蘭按撒萊計劃娶夏甲，生以實瑪利（創

16:1-16）

2、神設立割禮，給亞伯蘭和撒萊改名，應許撒萊

生子（創17:1-18:15）

3、以撒出生，夏甲和以實瑪利被逐（創21:1-21）



1、亞伯蘭按撒萊計劃娶夏甲，生以實瑪利（創

16:1-16）



1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 撒萊有一個使女，

名叫夏甲，是埃及人。2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

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

孩子。 "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3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

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

已經住了十年。4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

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5撒萊對亞伯蘭說："我

因你受屈。 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她見自己有了

孕，就小看我。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 "6亞伯蘭

對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她。 "撒萊

苦待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 （創世記16章）



1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 撒萊有一個使女，

名叫夏甲，是埃及人。2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

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

孩子。 "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3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

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

已經住了十年。4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

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5撒萊對亞伯蘭說："我

因你受屈。 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她見自己有了

孕，就小看我。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 "6亞伯蘭

對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她。 "撒萊

苦待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 （創世記16章）



1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 撒萊有一個使女，

名叫夏甲，是埃及人。2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

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

孩子。 "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3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

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

已經住了十年。4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

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5撒萊對亞伯蘭說："我

因你受屈。 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她見自己有了

孕，就小看我。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 "6亞伯蘭

對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她。 "撒萊

苦待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 （創世記16章）



1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 撒萊有一個使女，

名叫夏甲，是埃及人。2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

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

孩子。 "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3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

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

已經住了十年。4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

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5撒萊對亞伯蘭說："我

因你受屈。 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她見自己有了

孕，就小看我。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 "6亞伯蘭

對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她。 "撒萊

苦待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 （創世記16章）



1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 撒萊有一個使女，

名叫夏甲，是埃及人。2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

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

孩子。 "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3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

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

已經住了十年。4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

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5撒萊對亞伯蘭說："我

因你受屈。 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她見自己有了

孕，就小看我。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 "6亞伯蘭

對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她。 "撒萊

苦待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 （創世記16章）



7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書珥路上的水泉旁遇見她，8對她說："撒萊

的使女夏甲，你從哪裡來？ 要往哪裡去？ "夏甲說："我從我的

主母撒萊面前逃出來。 "9耶和華的使者對她說："你回到你主母

那裡，服在她手下";10又說："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甚至不

可勝數";11並說："你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可以給他起名叫以

實瑪利，因為耶和華聽見了你的苦情。 12他為人必像野驢。 他

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眾弟兄的東邊。 "13

夏甲就稱那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 神"。 因而說："在這

裡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 "14所以這井名叫庇耳·拉海·萊。

這井正在加低斯和巴列中間。 15後來夏甲給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

亞伯蘭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 16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

亞伯蘭年八十六歲。 （創世記16章）



7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書珥路上的水泉旁遇見她，8對她說："撒萊

的使女夏甲，你從哪裡來？ 要往哪裡去？ "夏甲說："我從我的

主母撒萊面前逃出來。 "9耶和華的使者對她說："你回到你主母

那裡，服在她手下";10又說："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甚至不

可勝數";11並說："你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可以給他起名叫以

實瑪利，因為耶和華聽見了你的苦情。 12他為人必像野驢。 他

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眾弟兄的東邊。 "13

夏甲就稱那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 神"。 因而說："在這

裡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 "14所以這井名叫庇耳·拉海·萊。

這井正在加低斯和巴列中間。 15後來夏甲給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

亞伯蘭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 16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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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女夏甲，你從哪裡來？ 要往哪裡去？ "夏甲說："我從我的

主母撒萊面前逃出來。 "9耶和華的使者對她說："你回到你主母

那裡，服在她手下";10又說："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甚至不

可勝數";11並說："你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可以給他起名叫以

實瑪利，因為耶和華聽見了你的苦情。 12他為人必像野驢。 他

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眾弟兄的東邊。 "13

夏甲就稱那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 神"。 因而說："在這

裡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 "14所以這井名叫庇耳·拉海·萊。

這井正在加低斯和巴列中間。 15後來夏甲給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

亞伯蘭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 16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

亞伯蘭年八十六歲。 （創世記16章）



9耶和華的使者對她說：“你回到你主母那裡，服（ ְוִהְתַעִּני ）在她

手下";

撒萊苦待（ 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創16:6）（ ַוְּתַעֶּנהָ  



7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書珥路上的水泉旁遇見她，8對她說："撒萊

的使女夏甲，你從哪裡來？ 要往哪裡去？ "夏甲說："我從我的

主母撒萊面前逃出來。 "9耶和華的使者對她說："你回到你主母

那裡，服在她手下";10又說："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甚至不

可勝數";11並說："你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可以給他起名叫以

實瑪利，因為耶和華聽見了你的苦情。 12他為人必像野驢。 他

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眾弟兄的東邊。 "13

夏甲就稱那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 神"。 因而說："在這

裡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 "14所以這井名叫庇耳·拉海·萊。

這井正在加低斯和巴列中間。 15後來夏甲給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

亞伯蘭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 16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

亞伯蘭年八十六歲。 （創世記16章）



又說：“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甚至不可勝數”; （創16:10）

——對夏甲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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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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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17） ——對亞伯拉

罕的應許

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

作多國的父。 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

你而出。 （創17:5-6）——對亞伯拉罕的應許



並說：“你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可以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
（ ִיְׁשָמֵעאל   ），因為耶和華聽見（ ָׁשַמע   ）了你的苦情。（創

16:11）



並說：“你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可以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
因為耶和華聽見了你的苦情（ ָעְנֵי�   ）。（創16:11）

撒萊苦待（ 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創16:6）（ ַוְּתַעֶּנהָ  

耶和華的使者對她說：“你回到你主母那裡，服（ ְוִהְתַעִּני ）在她

手下"; （創16:9）



7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書珥路上的水泉旁遇見她，8對她說："撒萊

的使女夏甲，你從哪裡來？ 要往哪裡去？ "夏甲說："我從我的

主母撒萊面前逃出來。 "9耶和華的使者對她說："你回到你主母

那裡，服在她手下";10又說："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甚至不

可勝數";11並說："你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可以給他起名叫以

實瑪利，因為耶和華聽見了你的苦情。 12他為人必像野驢。 他

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眾弟兄的東邊。 "13

夏甲就稱那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 神"。 因而說："在這

裡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 "14所以這井名叫庇耳·拉海·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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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蘭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 16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

亞伯蘭年八十六歲。 （創世記16章）



7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書珥路上的水泉旁遇見她，8對她說："撒萊

的使女夏甲，你從哪裡來？ 要往哪裡去？ "夏甲說："我從我的

主母撒萊面前逃出來。 "9耶和華的使者對她說："你回到你主母

那裡，服在她手下";10又說："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甚至不

可勝數";11並說："你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可以給他起名叫以

實瑪利，因為耶和華聽見了你的苦情。 12他為人必像野驢。 他

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眾弟兄的東邊。 "13

夏甲就稱那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 神"。 因而說："在這

裡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 "14所以這井名叫庇耳·拉海·萊。

這井正在加低斯和巴列中間。 15後來夏甲給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

亞伯蘭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 16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

亞伯蘭年八十六歲。 （創世記16章）



夏甲就稱那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 ֳרִאי   ）人的 神”。 因

而說：“在這裡我也看見（ ָרִאיִתי   ）那看顧（ ֹרִאי   ）我的嗎？ ”

所以這井名叫庇耳·拉海·萊（ ְּבֵאר ַלַחי ֹרִאי   ）（the well of the 
living One who sees me ）。 這井正在加低斯和巴列中間。

（創16:13-14）





夏甲就稱那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 神”。 因而說：

“在這裡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 ”所以這井名叫庇耳·拉海·

萊。 這井正在加低斯和巴列中間。 （創16:13-14）

亞伯拉罕死了以後， 神賜福給他的兒子以撒。 以撒靠近庇耳·
拉海·萊居住。 （創25:11）



7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書珥路上的水泉旁遇見她，8對她說："撒萊

的使女夏甲，你從哪裡來？ 要往哪裡去？ "夏甲說："我從我的

主母撒萊面前逃出來。 "9耶和華的使者對她說："你回到你主母

那裡，服在她手下";10又說："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甚至不

可勝數";11並說："你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可以給他起名叫以

實瑪利，因為耶和華聽見了你的苦情。 12他為人必像野驢。 他

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眾弟兄的東邊。 "13

夏甲就稱那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 神"。 因而說："在這

裡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 "14所以這井名叫庇耳·拉海·萊。

這井正在加低斯和巴列中間。 15後來夏甲給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

亞伯蘭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 16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

亞伯蘭年八十六歲。 （創世記16章）



神設立割禮，給亞伯蘭和撒萊改名，應許撒萊生

子（創17章）

亞伯拉罕受割禮的時候年九十九歲。 他兒子以實
瑪利受割禮的時候年十三歲。 正當那日，亞伯拉
罕和他兒子以實瑪利一同受了割禮。（創17:24-
26）



神設立割禮，給亞伯蘭和撒萊改名，應許撒萊生

子（創17章）

天使訪問亞伯拉罕（創18章）

天使毀滅所多瑪和蛾摩拉（創19章）

亞伯拉罕搬家到基拉耳，和亞比米勒王之間的故
事（創20章）





3、以撒出生，夏甲和以實瑪利被逐（創21:1-21）



9當時，撒拉看見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戲笑，

（創21:9）
[NIV]But Sarah saw that the son whom Hagar the Egyptian had borne to 
Abraham was mocking,
[ASV]And Sarah saw the son of Hagar the Egyptian, whom she had borne 
unto Abraham, mocking.
[KJV]And Sarah saw the son of Hagar the Egyptian, which she had born 
unto Abraham, mocking.
[RSV]But Sarah saw the son of Hagar the Egyptian, whom she had borne to 
Abraham, playing with her son Isaac.
[ESV] But Sarah saw the son of Hagar the Egyptian, whom she had borne to 
Abraham, laughing.



9當時，撒拉看見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戲笑，
10就對亞伯拉罕說："你把這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因為

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我的兒子以撒一同承受產業。"11亞

伯拉罕因他兒子的緣故很憂愁。 12神對亞伯拉罕說："

你不必為這童子和你的使女憂愁。 凡撒拉對你說的話，

你都該聽從;因為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13

至於使女的兒子，我也必使他的後裔成立一國，因為他

是你所生的。 " （創世記21章）



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亞伯蘭年八十六歲。

（創16:16）

他兒子以撒生的時候，亞伯拉罕年一百歲。 （創21:5）



亞伯拉罕清早起來，拿餅和一皮袋水，給了夏甲，搭在

她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給她，打發她走。 夏甲就走了，

在別是巴的曠野走迷了路。 皮袋的水用盡了，夏甲就

把孩子撇在小樹底下，自己走開約有一箭之遠，相對而

坐，說："我不忍見孩子死"，就相對而坐，放聲大哭。

神聽見童子的聲音; 神的使者從天上呼叫夏甲說："夏

甲，你為何這樣呢？ 不要害怕， 神已經聽見童子的聲

音了。起來！ 把童子抱在懷中，我必使他的後裔成為

大國。 ”（創21:14-18）





亞伯拉罕清早起來，拿餅和一皮袋水，給了夏甲，搭在

她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給她，打發她走。 夏甲就走了，

在別是巴的曠野走迷了路。 皮袋的水用盡了，夏甲就

把孩子撇在小樹底下，自己走開約有一箭之遠，相對而

坐，說："我不忍見孩子死"，就相對而坐，放聲大哭。

神聽見童子的聲音; 神的使者從天上呼叫夏甲說："夏

甲，你為何這樣呢？ 不要害怕， 神已經聽見童子的聲

音了。起來！ 把童子抱在懷中，我必使他的後裔成為

大國。 ” （創21:14-18）



亞伯拉罕清早起來，拿餅和一皮袋水，給了夏甲，搭在

她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給她，打發她走。 夏甲就走了，

在別是巴的曠野走迷了路。 皮袋的水用盡了，夏甲就

把孩子撇在小樹底下，自己走開約有一箭之遠，相對而

坐，說："我不忍見孩子死"，就相對而坐，放聲大哭。

神聽見童子的聲音; 神的使者從天上呼叫夏甲說："夏

甲，你為何這樣呢？ 不要害怕， 神已經聽見童子的聲

音了。起來！ 把童子抱在懷中，我必使他的後裔成為

大國。 ” （創21:14-18）



19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她就看見一口水井，便去將皮

袋盛滿了水，給童子喝。20 神保佑童子，他就漸長，住

在曠野，成了弓箭手。21 他住在巴蘭的曠野;他母親從

埃及地給他娶了一個妻子。 （創21:19-21）



19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她就看見一口水井，便去將皮

袋盛滿了水，給童子喝。20 神保佑童子，他就漸長，住

在曠野，成了弓箭手。21 他住在巴蘭的曠野;他母親從

埃及地給他娶了一個妻子。 （創21:19-21）



19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她就看見一口水井，便去將皮

袋盛滿了水，給童子喝。20 神保佑童子，他就漸長，住

在曠野，成了弓箭手。21 他住在巴蘭的曠野;他母親從

埃及地給他娶了一個妻子。 （創21:19-21）



亞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一百七十五歲。 亞伯拉罕壽高

年邁，氣絕而死，歸到他列祖那裡。 他兩個兒子以撒、

以實瑪利把他埋葬在麥比拉洞裡。 這洞在幔利前、赫

人瑣轄的兒子以弗侖的田中。（創21:19-21）

以掃就曉得他父親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實瑪
利那裡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瑪哈拉為妻。 她是亞
伯拉罕兒子以實瑪利的女兒，尼拜約的妹子。 （創
28:8-9）



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是以實瑪利。 以實瑪利
兒子們的名字，按著他們的家譜記在下面。 以實瑪利的長子是尼拜約，
又有基達、亞德別、米比衫、米施瑪、度瑪、瑪撒、哈大、提瑪、伊突、
拿非施、基底瑪。 這是以實瑪利眾子的名字，照著他們的村莊、營寨，
作了十二族的族長。 以實瑪利享壽一百三十七歲，氣絕而死，歸到他
列祖那裡。 他子孫的住處在他眾弟兄東邊，從哈腓拉直到埃及前的書
珥，正在亞述的道上。 （創25:12-18）

至於以實瑪利，我也應允你：我必賜福給他，使他昌盛，極其繁多。
他必生十二個族長;我也要使他成為大國。 （創17:20）

有些米甸的商人從那裡經過，哥哥們就把約瑟從坑裡拉上來，講定二
十舍客勒銀子，把約瑟賣給以實瑪利人。 他們就把約瑟帶到埃及去了。
（創37:28）



問題一：既然神是全知的神，知道以實瑪利會成為穆斯林的祖先，為什

麼還要拯救夏甲，賜福給以實瑪利？

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道。 亞述人要進入埃及，埃及人也

進入亞述；埃及人要與亞述人一同敬拜耶和華。 當那日，以色列必與

埃及、亞述三國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賜福給他們，

說：“埃及—我的百姓，亞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

福了！ ”（賽19：23-25）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
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喊
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 神，也歸與羔羊！”（啟7:9-
10 ）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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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12:1-3）



問題二：夏甲是撒萊用來生孩子歸在自己名下的，為什麼撒萊在夏甲懷

孕后還要苦待她？但是耶和華卻賜福給她？

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

（創16:4）

你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可以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因為耶和華聽

見了你的苦情。 （創16:11）

神聽見童子的聲音; 神的使者從天上呼叫夏甲說：“夏甲，你為何這

樣呢？ 不要害怕， 神已經聽見童子的聲音了。（創21:17）





你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可以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因為耶和華聽

見了你的苦情。 （創16:11）

神聽見童子的聲音; 神的使者從天上呼叫夏甲說：“夏甲，你為何這

樣呢？ 不要害怕， 神已經聽見童子的聲音了。（創21:17）

夏甲就稱那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 神"。 因而說： "在這裡
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 "所以這井名叫庇耳·拉海·萊。 這井正
在加低斯和巴列中間。 （創16:13-14）
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她就看見一口水井，便去將皮袋盛滿了水，給
童子喝。 （創2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