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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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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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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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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羅得也和他同去。

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年七十五歲。5亞伯蘭將他妻子撒萊和

侄兒羅得，連他們在哈蘭所積蓄的財物、所得的人口，都

帶往迦南地去。他們就到了迦南地。6亞伯蘭經過那地，到

了示劍地方、摩利橡樹那裡。那時迦南人住在那地。7耶和

華向亞伯蘭顯現，說：“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亞

伯蘭就在那裡為向他顯現的耶和華築了一座壇。8從那裡他

又遷到伯特利東邊的山，支搭帳棚;西邊是伯特利，東邊是

艾。他在那裡又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求告耶和華的名。

（創世記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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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自內心的軟弱——撒拉埃及遇危（創12:10-20）



10那地遭遇饑荒。因饑荒甚大，亞伯蘭就下埃及去，要在那

裡暫居。11將近埃及，就對他妻子撒萊說：“我知道你是容

貌俊美的婦人。12埃及人看見你必說：‘這是他的妻子’，

他們就要殺我，卻叫你存活。13求你說，你是我的妹子，使

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14及至亞伯蘭到了埃

及，埃及人看見那婦人極其美貌。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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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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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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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法老就召了亞伯蘭來，說：“你

這向我做的是什麼事呢？ 為什麼沒有告訴我她是你的妻子？
19為什麼說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取來要作我的妻子？

現在你的妻子在這裡，可以帶她走吧。 ”20於是法老吩咐

人將亞伯蘭和他妻子，並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創世記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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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為什麼說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取來要作我的妻子？

現在你的妻子在這裡，可以帶她走吧。 ”20於是法老吩咐

人將亞伯蘭和他妻子，並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創世記12

章）



10那地遭遇饑荒。因饑荒甚大，亞伯蘭就下埃及去，要在

那裡暫居。11將近埃及，就對他妻子撒萊說：“我知道你

是容貌俊美的婦人。12埃及人看見你必說：‘這是他的妻

子’，他們就要殺我，卻叫你存活。13求你說，你是我的

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14及至亞

伯蘭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見那婦人極其美貌。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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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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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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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法老就召了

亞伯蘭來，說：“你這向我做的是什麼事呢？ 為什麼沒

有告訴我她是你的妻子？19為什麼說她是你的妹子，以致

我把她取來要作我的妻子？ 現在你的妻子在這裡，可以

帶她走吧。 ”20於是法老吩咐人將亞伯蘭和他妻子，並他

所有的都送走了。 （創世記12章）



10那地遭遇饑荒。因饑荒甚大，亞伯蘭就下埃及去，要在

那裡暫居。11將近埃及，就對他妻子撒萊說：“我知道你

是容貌俊美的婦人。12埃及人看見你必說：‘這是他的妻

子’，他們就要殺我，卻叫你存活。13求你說，你是我的

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14及至亞

伯蘭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見那婦人極其美貌。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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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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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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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法老就召了

亞伯蘭來，說：“你這向我做的是什麼事呢？ 為什麼沒

有告訴我她是你的妻子？19為什麼說她是你的妹子，以致

我把她取來要作我的妻子？ 現在你的妻子在這裡，可以

帶她走吧。 ”20於是法老吩咐人將亞伯蘭和他妻子，並他

所有的都送走了。 （創世記12章）



A 前言：亞伯蘭蒙耶和華呼召（創12:1-9）

B 撒拉遇危（創12:10-20）

C 亞伯蘭和侄兒羅得（創13:1-14:24）

D 神和亞伯蘭立約（一）（創15:1-21）

E 亞伯蘭娶夏甲生子以實瑪利（創

16:1-16）
D’ 神和亞伯蘭立約（二）（創17:1-27）

C’ 亞伯蘭和侄兒羅得（創18:1-19:38）

B’ 撒拉再遇危（創20:1-18）

A’ 結束：亞伯蘭蒙耶和華賜福、試煉（創21:1-22:19）

A 亞伯蘭兄弟拿鶴的家譜（創22:20-24）

B 亞伯蘭的妻子撒拉逝世、埋葬（創23:1-20）

C 亞伯蘭為兒子以撒娶妻（創24:1-67）

B’ 亞伯蘭逝世、埋葬（創25:1-11）

A’ 亞伯蘭兒子以實瑪利的家譜（創25:12-18）



一、來自內心的軟弱——撒拉埃及遇危（創12:10-20）

二、來自外來的試探——聽從撒萊的計劃娶夏甲生以實

瑪利（創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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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

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弗5:23）

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

你軟弱，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

重她。這樣，便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彼

前3:7）



A 前言：亞伯蘭蒙耶和華呼召（創12:1-9）

B 撒拉遇危（創12:10-20）

C 亞伯蘭和侄兒羅得（創13:1-14:24）

D 神和亞伯蘭立約（一）（創15:1-21）

E 亞伯蘭娶夏甲生子以實瑪利（創

16:1-16）
D’ 神和亞伯蘭立約（二）（創17:1-27）

C’ 亞伯蘭和侄兒羅得（創18:1-19:38）

B’ 撒拉再遇危（創20:1-18）

A’ 結束：亞伯蘭蒙耶和華賜福、試煉（創21:1-22:19）

A 亞伯蘭兄弟拿鶴的家譜（創22:20-24）

B 亞伯蘭的妻子撒拉逝世、埋葬（創23:1-20）

C 亞伯蘭為兒子以撒娶妻（創24:1-67）

B’ 亞伯蘭逝世、埋葬（創25:1-11）

A’ 亞伯蘭兒子以實瑪利的家譜（創25:12-18）



一、來自內心的軟弱——撒拉埃及遇危（創12:10-20）

二、來自外來的試探——聽從撒萊的計劃娶夏甲生以實瑪

利（創16:1-6）

三、來自內心的軟弱——撒拉基拉耳遇危（創20:1-18）



1亞伯拉罕從那裡向南地遷去，寄居在加低斯和書珥中間的

基拉耳。2亞伯拉罕稱他的妻撒拉為妹子，基拉耳王亞比米

勒差人把撒拉取了去。3但夜間， 神來，在夢中對亞比米

勒說：“你是個死人哪！ 因為你取了那女人來;她原是別

人的妻子。 ”4亞比米勒卻還沒有親近撒拉;他說：“主啊，

連有義的國，你也要毀滅嗎？5那人豈不是自己對我說『她

是我的妹子』嗎？ 就是女人也自己說：『他是我的哥

哥。』 我做這事是心正手潔的。 ”6神在夢中對他說：

“我知道你做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攔阻了你，免得你得

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著她。7現在你把這人的妻子歸還他;

因為他是先知，他要為你禱告，使你存活。 你若不歸還

他，你當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 ”8亞比米勒

清早起來，召了眾臣僕來，將這些事都說給他們聽，他們

都甚懼怕。（創世記20章）



1亞伯拉罕從那裡向南地遷去，寄居在加低斯和書珥中間的

基拉耳。2亞伯拉罕稱他的妻撒拉為妹子，基拉耳王亞比米

勒差人把撒拉取了去。3但夜間， 神來，在夢中對亞比米

勒說：“你是個死人哪！ 因為你取了那女人來;她原是別

人的妻子。 ”4亞比米勒卻還沒有親近撒拉;他說：“主啊，

連有義的國，你也要毀滅嗎？5那人豈不是自己對我說『她

是我的妹子』嗎？ 就是女人也自己說：『他是我的哥哥。』

我做這事是心正手潔的。 ”6神在夢中對他說：“我知道

你做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攔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

我不容你沾著她。7現在你把這人的妻子歸還他;因為他是

先知，他要為你禱告，使你存活。 你若不歸還他，你當知

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 ”8亞比米勒清早起來，

召了眾臣僕來，將這些事都說給他們聽，他們都甚懼怕。

（創世記20章）



1亞伯拉罕從那裡向南地遷去，寄居在加低斯和書珥中間的

基拉耳。2亞伯拉罕稱他的妻撒拉為妹子，基拉耳王亞比米

勒差人把撒拉取了去。3但夜間， 神來，在夢中對亞比米

勒說：“你是個死人哪！ 因為你取了那女人來;她原是別

人的妻子。 ”4亞比米勒卻還沒有親近撒拉;他說：“主啊，

連有義的國，你也要毀滅嗎？5那人豈不是自己對我說『她

是我的妹子』嗎？ 就是女人也自己說：『他是我的哥哥。』

我做這事是心正手潔的。 ”6神在夢中對他說：“我知道

你做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攔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

我不容你沾著她。7現在你把這人的妻子歸還他;因為他是

先知，他要為你禱告，使你存活。 你若不歸還他，你當知

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 ”8亞比米勒清早起來，

召了眾臣僕來，將這些事都說給他們聽，他們都甚懼怕。

（創世記20章）



9亞比米勒召了亞伯拉罕來，對他說：“你怎麼向我這樣行呢？

我在什麼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國裡的人陷在大罪裡？

你向我行不當行的事了！ ”10亞比米勒又對亞伯拉罕說：“你

見了什麼才做這事呢？ ”11亞伯拉罕說：“我以為這地方的人

總不懼怕 神，必為我妻子的緣故殺我。12況且她也實在是我的

妹子;她與我是同父異母，後來作了我的妻子。13當 神叫我離

開父家、飄流在外的時候，我對她說：『我們無論走到什麼地

方，你可以對人說：他是我的哥哥;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

了。』 ”14亞比米勒把牛、羊、僕婢賜給亞伯拉罕，又把他的

妻子撒拉歸還他。15亞比米勒又說：“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

前，你可以隨意居住”;16又對撒拉說：“我給你哥哥一千銀子，

作為你在合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眾人面前沒有不是

了。 ”17亞伯拉罕禱告 神， 神就醫好了亞比米勒和他的妻子，

並他的眾女僕，她們便能生育。18因耶和華為亞伯拉罕的妻子

撒拉的緣故，已經使亞比米勒家中的婦人不能生育。（創世記

20章）



9亞比米勒召了亞伯拉罕來，對他說：“你怎麼向我這樣行呢？

我在什麼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國裡的人陷在大罪裡？

你向我行不當行的事了！ ”10亞比米勒又對亞伯拉罕說：“你

見了什麼才做這事呢？ ”11亞伯拉罕說：“我以為這地方的人

總不懼怕 神，必為我妻子的緣故殺我。12況且她也實在是我的

妹子;她與我是同父異母，後來作了我的妻子。13當 神叫我離開

父家、飄流在外的時候，我對她說：『我們無論走到什麼地方，

你可以對人說：他是我的哥哥;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 ”14

亞比米勒把牛、羊、僕婢賜給亞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歸

還他。15亞比米勒又說：“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隨

意居住”;16又對撒拉說：“我給你哥哥一千銀子，作為你在合

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眾人面前沒有不是了。 ”17亞伯拉罕

禱告 神， 神就醫好了亞比米勒和他的妻子，並他的眾女僕，

她們便能生育。18因耶和華為亞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緣故，已經

使亞比米勒家中的婦人不能生育。（創世記20章）



一、來自內心的軟弱——撒拉埃及遇危（創12:10-20）

二、來自外來的試探——聽從撒萊的計劃娶夏甲生以實瑪

利（創16:1-6）

三、來自內心的軟弱——撒拉基拉耳遇危（創20:1-18）

四、生命成長的重要節點——以撒誕生，以實瑪利被逐

（創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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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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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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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這便是

那歡喜領受應許的，將自己獨生的兒子獻上。18論到這兒

子，曾有話說：“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19他

以為 神還能叫人從死裡復活;他也仿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

子來。（希伯來書11章）

12天使說：“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 一點不可害他！

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 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就

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 ”13亞伯拉罕舉目觀看，

不料，有一隻公羊，兩角扣在稠密的小樹中，亞伯拉罕就

取了那隻公羊來，獻為燔祭，代替他的兒子。（創世記22

章）



憑信心出吾珥

撒拉埃及遇危

神與之立約

聽撒拉娶夏甲

生以實瑪利

神定割禮再次立約

撒拉基拉耳遇

危

以撒出生，以

實瑪利被逐

獻以撒



VS



Roy Riegels





Coach, I can't do it. I've 
ruined you, I've ruined 
myself, I've ruine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 
couldn't face that crowd to 
save my life.——Roy Riegels

Roy, get up and go back out 
there — the game is only half 
over。——Nibs Price



（ Roy Riegels is）the best center I 
have played against all year. He's a 
battler, and he never quit.——Georgia 
Tech center and captain Peter Pund



神
亞伯拉罕 撒拉

夏甲

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你叫
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你派他管理
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
的鳥、海里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詩
8:5-8）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詩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