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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创世记 10：1） 

现在我们看第十章。这章被称为「列国名录」。因为这里是今天世界各国的源头，而世界

各式各样的族群也都出自挪亚的后裔。 

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创世记 10：1） 

塞特可能是记录这个家谱的人。我们先会看到一些含的家谱，和一些雅弗的家谱，然后，

我们将连续追踪闪的家谱，因为亚伯拉罕是闪的后裔，以色列人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

基督就是从亚伯拉罕和以色列民族出来的。 

这条家谱会一直延续到基督。但其它的家谱，只记录几代不再记录，因为只要让人知道有

哪些民族是从他们出来就够了。而耶稣基督才是全部圣经信息的中心，是圣经的取裁标

准。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名字没有记录，许多家族根本都没有提到的原因。因为记载这些家谱的

目的不是为了保存历史记录，而是为了要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大卫，和耶稣基督。而到

了耶稣基督，就没必要再记录家谱了。这是要证实耶稣基督的确是那位，神早就应许的大

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亚当的子孙。这就是圣经记载一直延续到耶稣的家谱的

必要性。 

雅弗的儿子是歌篾，玛各，玛代，雅完，土巴，米设，提拉，（创世记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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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篾很可能是古代苏美尔人的祖先；玛各是俄罗斯一带的希提亚人的祖先；玛代是米甸人

的祖先；雅完是希腊人的祖先；米设则被认为是古时的马斯可比，也就是今天的莫斯科的

祖先；而土巴位于今天的土布蓝特斯，就是泰尔族人的祖先。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亚洲和

欧洲的一些民族的起源，他们都是雅弗的后代。 

作为例子，我们来看其中一个儿子： 

歌篾。（创世记 10：3） 

在以上家谱上列第一位，他是条顿族人，即德国人的祖先。 

歌篾的儿子是亚实基拿，利法，陀迦玛．（创世记 10：3） 

陀迦玛是亚美尼亚人的祖先，而亚实基拿，多少也是跟德国相关的民族的祖先，他们都是

雅弗的后代。 

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创世记 10：5） 

「这些人」指的是雅弗的儿子雅完的儿孙。这样，我们所涉及的区域涵盖到了欧洲，斯坎

底纳维亚，也包括了英格兰。所有这些地区的白人都是雅弗的后代， 

含的儿子是古实，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腓拉，撒弗他，拉玛，（创世记 10：6－7）  

这么多的名字，我们没办法一一介绍。他们主要都往南迁移到非洲一带居住。其中，迦南

的后代是西顿人，即非尼基人。西顿是地中海北海岸的城市，和泰尔（Tyre）是姊妹市，

泰尔的居民也是非尼基人。而十六节中提到的耶布斯人则住在耶路撒冷一带。 

在十七节中提到西尼人。似乎有一支渐渐往东迁移，而今天的中国人似乎就是他们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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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很有意思的是，在「中日甲午战争」的英文资料中还在用「希尼（SINO）」一词指中

国。有许多中国人就姓“S-I-N”，即中文的姓氏「秦」。 

可见，含的后代分布在非洲直到远东一带，包括迦南地。圣经记录了其中一、二支后裔。 

古实又生宁录，他为世上英雄之首．（创世记 10：8） 

「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创世记 10：9） 

这一节应该译为：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暴君。因为他所猎取的不是动物，而

是人的灵魂。 

宁录成为一个叛逆神的领袖，发展出一套相当有影响力的宗教系统~~著名的巴比伦宗教系

统，就是启示录里提到的「奥秘的大巴比伦」。整个宗教系统都是宁录开始建立。    

他母亲的名字叫希米拉密，后来被尊为天后，被人敬拜。她宣称说宁录没有父亲，是她作

童女时生的。 

宁录以打猎闻名，是非常高明的弓箭手。那时候的人只有非常原始简单的武器，没有能力

制服像狮子、老虎、豹这样的猛兽，宁录因打猎技术出名成了众人的保护者。 

据说有一天宁录在猎取一只野猪的时候，没有防备这只野猪转过身来攻击他，因此他就被

撞死了。他死在森林里三天，但后来又活过来了。所以在春天时候，人们会有盛大的节

日，作很多彩色的蛋，庆祝宁录的复活。 

顺便提一下，宁录的生日是十二月廿五号。百姓们庆祝宁录生日的时候，互相送礼物，喝

得酩酊大醉，还会把树砍下来，在家里用金、银饰物装饰起来。这些事在挪亚死后几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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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 

对宁录的母亲希米拉密天后的敬拜和刚才提到的事情，都是撒旦在借着宁录假冒神的工

作。当你读巴比伦宗教史，看到他们的敬拜方式时，你绝对会很惊讶地发现，历史上教会

有太多活动几乎是直接从宁录那里借用过来。 

宁录又有「塔模斯」等好几个名字，而他母亲也以阿施塔特、塞米勒米斯等名字接受人的

敬拜。实际上复活节的英文字「Easter」就是出于阿施塔特这个字。 

巴比伦的宗教系统如此深地渗透在教会里，真是让我们非常震惊。但神已经把宁录记录在

案了。 

他国的起头是巴别， 创世记 10：10） 

正是宁录怂恿百姓建造那座要通到天上的塔；也是宁录鼓励百姓敬拜天上的星星。占星术

等邪术都是起源于这个古巴比伦宗教。 

事实上，巴别塔并不能通到天上，只是要敬拜天上的星，好像一个拜天台，人们爬到顶上

去敬拜天上的星星或是天后。而考古学家们在巴比伦一带的平原发掘出好多这一类的塔，

在那里有很多拜星星或天后的区域。 

从廿一节往下，开始讲到闪的后代。 

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创世记 10：21） 

希伯来这个名字是从希伯来的。所以，希伯来这个名字不是起源于亚伯拉罕，而是起源于

亚伯拉罕的先祖希伯。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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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以拦，亚述，亚法撒，路

德，亚兰。（创世记 10：21－22） 

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户勒，基帖，玛施。（创世记 10：23） 

我们要集中来看希伯，因为我们要追踪希伯的家谱。 

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

勒的兄弟名叫约坍。（创世记 10：25） 

这里提到了「地是分开的」这一概念，有些人把这节圣经和目前一个有关大陆的科学理论

连在一起。这个理论说地球上的大陆一直在漂移，彼此分离，而它们原本是连成一片的陆

地。大陆漂移理论是一个流行理论，有些赞同这一理论的科学家引证圣经这一节经文说，

大陆是法勒时代分开的。 

然而，如果你查考法勒的年代表，就会发现法勒生活在巴别塔时期。而正是在巴别塔时

期，地球上确实分出了许多不同的族群，所以「法勒」名字的意义很可能是指这一点。即

是指人类在巴别塔事件以后分别成了不同族群，而不是有人所谓的圣经赞成大陆漂移理论

的根据。原本应该是这样。如果说「法勒」名字的意义是指大陆漂移，不如说是指人类在

巴别塔事件以后分散成不同的族群。 

在这些后裔中，有一个人名叫约巴，很可能是圣经中的约伯。所以我再往下追踪一会，我

们就会看到亚伯拉罕。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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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创世记 11：1） 

在创世记的早期记录里，人们的名字都是希伯来名字，有着希伯来含意。所以希伯来语很

可能是那时候全地的原始语言。「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

罢，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创世记 11：2－3） 

有趣的是，当洪水过后不久，那时候的人已经有了烧砖的窑，他们并不是只用石块来盖房

子，他们已经有了些进步，可以做好砖，然后放进窖里面烧透。所以他们的房子不只是土

砖屋，他们已经会用石漆当灰泥把火烧成砖头砌房子。尼尼微城等巴比伦城市就是宁录亲

自在这一时期开始建造的。 

他们说：「来罢，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

们分散在全地上。」（创世记 11：4） 

当初神给人的命令是要遍布全地，所以这是在挑战神的命令。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创世记 11：4） 

让我们联合在一起，就聚集在这个地区。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创世记 11：5） 

我们又在这儿看到圣经在用人的话来描写神的行动，好像神正从天上下来，到处视查。事

实上神是无所不在的，祂一直在注意整个事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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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

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创世记 11：6） 

现在我们来看看巴比伦的宗教系统的发展。很可能神最初把星星放在天空是为了做记号，

而福音也确实借着黄道十二宫、处女星、狮子星预表出来。但是撒旦总是把神所作的事扭

曲，滥用，使得神原先安放在天上的星星所表达的祂对人类的计划，被扭曲成了今天的占

星术。 

这样，早在巴比伦时代人们就在巴别塔这个地方建造了一座塔用作天文台，来观察天上的

众星等天象。但很可能神原本是要用天上的众星来向人表达福音信息。 

所以，新约圣经里寻找耶稣的东方三个博士，看来是正确地解读了天象。 

「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我们特来拜祂。」（马太福音 2：2） 

他们正确地解读了神安置在天空中的天象。创世记里说，神为了做记号，定节令，所以设

立众星在天上。很可能神最初的时候星星确实是用来传达神的信息，不过后来被扭曲了。

这种扭曲开始于巴比伦人用占星术寻找天象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而不是寻找真神。 

在圣经里，神禁止星相家、占卜者去用星相寻找影响人生命的天象等邪术。在以赛亚书

里，神对这一类的事情有非常严厉的责备，占星术等活动都是很古老的邪术。 

还有好多其它的活动，最早的时候都同样单纯，且带着神的信息，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后

来被曲解了。 

神看见这种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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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

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

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创世记 11：7－9） 

巴别这个字，不管你怎么发音，它的意义都象发出来的音。譬如说野蛮人「Barbarian」这

个字，就是从同音的希腊字发展出来的。 

「Barbarian」在希腊语中字面意思是「巴巴」。凡是不会讲希腊话的人都被称作「巴

巴」，因为你讲话听起来很可笑。所以不会讲希腊话的人都被认为没有文化。他们被称为

「巴巴」，意思是他们只会讲其它语言，而不是有修养的希腊语。 

我们由此得到「barbarian」这个词，它原来只是人们发出的语音，一种莫名其妙的语音，

用来指希腊话以外的语言。例如他们希腊人会说，这是在讲「巴巴」话，或他是讲「巴

巴」话的人。「巴别」这个词有相同用法的词。原本是模仿你不懂的语言。巴别就和「巴

巴」一样，被用来指不明白的语言，人们说，你「巴巴巴巴」地说话是说些什么？所以，

巴别后来就是混乱，缺乏了解的意思。人们还把那个地方也叫作巴别。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创世记 11：9） 

从某种角度说，人们开始讲各种各样的语言，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有趣的是，我们这些

从小就说英语的人，常常以为英语是最好的语言，最容易交流思想。 

而那些生活在比较原始文化里的人，譬如石器时代文化中的人，他们的语言一定很原始很

简陋。我们的英语则肯定发达得多。他们的一定很原始、很简单。可有趣的事，往往那些

最原始，最落后的文化，他们的语言反而更复杂，甚至比英文还复杂许多倍。因此，要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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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成这些语言，大多都非常困难。 

你可能认为「那个人到教会去了」这句话是很容易翻译的。可是在某些原始的语言里，单

单「人」这个字，就有好多不同的表达法。在翻译前，你要先了解这个人是很熟悉的，还

是不大认识的，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词来表示熟悉的人和不大认识的人。然后，你还得弄清

楚这个人是不是受人尊敬。 

实际上，他们可能有廿个不同的「人」字。因此，在确定翻译后哪个词最适合上下文前，

你必须先知道那个人的各种情形。 

接下来看动词「去」，你必须弄清他是一生才去了一次呢？还是常常去？是习惯性地去

呢？还是很少去呢？ 

这个也有许多的词语来表达。在做这种翻译时，你真的想甩手不干算了，因为这种语言真

是复杂得出奇。 

我有一个朋友他曾尝试把马可福音翻译成巴拿马一带的「乔阔」方言，有一天他和帮他翻

译的助手译到一段经文，讲到主耶稣吐唾沬在地上和泥，然后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叫

他去西罗亚的池子洗掉。翻译的人问他说，耶稣是怎么吐口水的?因为他们有好几个不同

的字表示人用不同的方法吐口水。在英文里却只有一个字表示吐口水，而「乔阔」印地安

人有好多不同的字表示吐口水， 

确实有许多种吐口水的方式，但我们怎么弄得清当时耶稣是怎样吐口水呢？我们不清楚用

甚么字。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字要我们选择。这个翻译员问我的朋友说，他是喉咙清一清咳

出去的呢？还是手里拿着泥，轻轻的吐一点口水和泥里？抑或是直接吐口水在地上和泥？ 



10/19 

创世记第十－十二章 

抑或是他把泥放在那个人的眼睛上然后对着他的眼睛吐口水呢？他们根据各种不同的动作

就有不同的吐字。只是我们不知道耶稣是怎么吐口水的。这就是语言的发展模式。 

在这儿我们看见一件有趣的事~~人类的文化不论多么原始，都有非常复杂的沟通方式，不

在乎他的文化多么原始或是多么特别，他们在语言沟通方面已经高度发达，不论是借着咕

哝声，是借着歌唱或是其它的方式。无论他们的文化多么原始，他们都能沟通。 

这件事情也把人和动物区分出来。在动物的王国中，绝对没有近似人类这样复杂的沟通方

式。但在最原始文化时期的人也有语言进行交流。所以，巴别塔这里是语言开始产生差别

的地方。 

在人类语言分成几个基本语系后，同一个语系内有的语言也有一些差别。在罗曼语族里就

有相似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而德文和斯坎底纳维亚语也有不少相似

之处；英文则许多词汇来源于拉丁语和希腊语。 

可见，由基础语言中发展出多种语言。只是最初语言是神所分开的。人们常常跟那些与他

们语言相近的家庭类单位，形成为一个团体，因彼此的不同就发生了分裂。然后就散布到

世界各地，遍满地面。正如圣经描述的那样。 

现在，我们开始查考引到亚伯拉罕的家谱。这是我们查考的方向。 

闪的后代记在下面．（创世记 11：10） 

这是在接续塞特的家谱，闪的后代无疑地，一定会延续到亚伯拉罕。 

洪水以后二年，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撒。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五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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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11：10－11） 

闪活了六百岁。 

亚法撒活到三十五岁，生了沙拉．（创世记 11：12） 

沙拉活到三十岁，生了希伯．（创世记 11：14） 

我们已查到快引到亚伯拉罕的家谱。请看第廿六节， 

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鹤，哈兰。（创世记 11：26） 

亚伯兰，拿鹤，哈兰~~这样的排列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出生顺序，也有可能亚伯拉罕是第

三个儿子。而我们也不太清楚，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他拉究竟是多少岁了。不过这里说他

拉七十岁的时候有了三个儿子，他们的名字叫亚伯兰，拿鹤，哈兰，在这以后呢？他又活

了许多的年日。 

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鹤，哈兰．哈兰生罗得。哈兰死在他的本地迦

勒底的吾珥，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拿鹤，各娶了妻．（创世记 11：27－29） 

所以他们的兄弟哈兰早死，只留下了一个儿子罗得，当然他可能还有其它女儿， 

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鹤的妻子名叫密迦，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迦和亦迦的父

亲。（创世记 11：29） 

亚伯兰和侄女结了婚。 

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得，并他儿妇亚

伯兰的妻子撒莱…（创世记 11：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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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兰死了以后，亚伯拉罕就把罗得收养过来，因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儿女，所以就收

养了罗得，罗得就跟着亚伯拉罕一道迁移。 

出了迦勒底的吾珥，（创世记 11：31） 

迦勒底的吾珥充斥着假宗教系统。泛神主义，多神主义及异端宗教都开始在那里发展，所

以亚伯拉罕全家离开了迦勒底的吾珥。 

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创世记 11：31） 

亚伯拉罕全家都离开了吾珥要往迦南地去。有可能一开始亚伯拉罕的父亲也被神呼召，离

开这个被假神宗教所充满的地区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去。可是他拉到了哈兰，就住了下来。 

他拉共活了二百零五岁，就死在哈兰。（创世记 11：32） 

这个地方似乎有一个矛盾，在新约使徒行传中司提反说，亚伯拉罕是在哈兰被神呼召，离

开迦勒底的吾珥往迦南地去。他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才去迦南， 

如果你把他们的年龄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他拉死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离开了哈兰。如果

他拉活了二百零五岁，七十岁的时候就已经生了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七十五岁时就离

开，七十加七十五等于一百四十五岁，而他拉一直活到两百零五岁。这里出了一个算术问

题。怎么解决呢？有没有答案呢？ 

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亚伯拉罕也许不是他拉的第一个儿子，廿六节的记录可能不是按着

三人的出生次序记载，而是按照他们的儿子出生先后记载的。说不定他拉七十岁的时候生

了哈兰，多年以后才生了亚伯拉罕。只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出生时，他拉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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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这种情况下，亚伯拉罕是他爸爸晚年才生的孩子，可能他七十五岁时，父亲己经两

百零五岁了。这很有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是说，在使徒行传中司提反所说的他拉的死是属灵的死。你也许记得在新约

福音书里记载，有一天，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阿，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马太福音 8：21） 

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罢。」（马太福音 8：21－22） 

这里的「主阿，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是句习惯用语。 

意思不是说他的父亲刚死，也不是表示耶稣不尊重他刚过世的父亲，这一句话的意思是

说，唉！我现在不要做这件事情，等等吧，等到我爸死了再说吧！这是人们推拖事情的说

法，啊！以后再看吧，或是等我爸死了再说吧。 

也许那个时候他父亲还非常健康，活得也很好，可能还会再活上五，六十年，所以这种说

法只是人用来拖延事情的方法。 

既然耶稣能用这个习惯用语表示一个人属灵的死，司提反也很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来使用这

个习惯用语。意思就是说他拉来到哈兰以后，变成一个拜偶像的人。因而，丧失了信心，

丧失了属灵生命。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他拉向着神的生命死亡后，亚伯拉罕才意识到他必须独自往前走了，

于是，他就带着妻子撒莱，侄儿罗得以及仆人等往神当初应许他们的地方去了。 

从吾珥到哈兰要往西北方向走六百多英里；从哈兰往南到迦南地的示剑，则要走四百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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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亚伯拉罕最后停留在迦南地的示剑。他离开吾珥是因为顺服神，停在哈兰是因为听从

父亲的。可能亚伯拉罕的父亲那个时候跟他讲：「嘿！这个地方真不错啊，我们就在这里

安居好了，你看！这个地方出产多么丰富。」 

「让我们住在这里。」就是他拉向着神的呼召死了，他没有体贴神的心意。司提反很可能

就是指他拉属灵上死亡后，亚伯拉罕认识到他必须离开父亲和父家，往神应许他的地方

去。 

所以不要因为这里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算术问题，就丢弃你对神的信心。这里已经有两种可

能的解释供你参考，只是我们不能确定那一种解释正确。 

第十二章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创世记 12：1） 

亚伯拉罕在这里的确没有完全顺服神。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在新约中亚伯拉罕总是被人推

崇为信心之父，是我们信徒的榜样，是最重要的榜样。 

当我们一再读到圣经关于信心及其应用时，我们总认为：「但是我太软弱，失败过太多

次，我肯定做不到。」看见亚伯拉罕不完美，他的信心也不完全，对我们来说未尝不是件

好事。让你我都知道我们要被神纪念，并不需要成为完全人，我们的信心也不需要达到完

全。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家，」（创世记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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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兰却带着他的父亲一起从迦勒底的吾珥去了哈兰。这并不是完全的顺服；他们停留在

哈兰也不是完全顺服神。所以你看，即使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 

这样看来如果你偶尔失败一次，有时软弱一下，并不表示神就不看重你，不看重你的信

心，或不爱你。其实他仍以大能在你生命里做工，尽管你失败了，停留在哈兰了。这并不

意味神的呼召就离你而去，并不意味你再也没有机会来完成神放在你身上及你心里的目

标。 

许多人一直停留在哈兰，但是当他应该再往前走的时候，终于就往前走了。你现在停留在

哈兰吗？也许到了你离开哈兰往前走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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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12：1） 

他拉跟亚伯拉罕一起走可能是出于善良的用意。当时，他很可能说：「噢，不！不要离开

我们，孩子呀！让我跟你一起去吧！」也许亚伯拉罕说：「好，爸爸。我们一起走。」很

可能他这时软弱了。之后，他的父亲就成了他的累赘，延缓了他跟随神的步阀。直等到他

父亲属灵生命死去，跟随外邦人敬拜偶像，亚伯拉罕才继续往前走。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创世记 12：2）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离开你的亲戚、你的父家，到神指示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创世记 12：2） 

神应验了他赐给亚伯拉罕的所有应许。他使亚伯拉罕成了大国；赐福给他，叫他的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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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受人赞誉和尊重。接下来，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

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记 12：2－3） 

神应许亚伯拉罕，弥赛亚必从他的后裔中出来。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记 12：3） 

不只是犹太人，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那位后裔就是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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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得，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

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创世记 12：4－5） 

拖家带口走四百英里的路途，再带上许多的牲畜等物，那时实际上得花相当长的时日。 

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

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

坛。（创世记 12：6－7） 

神应许赐土地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后裔」应当也包括了巴勒斯坦人。因为阿拉伯人

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从这个角度看来，这片土地不仅应许给犹太人，也给了

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不过后来当神再向雅各重申这个约的时候，他就把阿拉伯人除去

了， 

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棚．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艾．（创世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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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后来约书亚征服迦南地的时候，就是从耶利哥上来，先征服艾，然后征服了伯特利。亚伯

拉罕在艾和伯特利中间找到了一个他喜欢的地方，是那个特别地区的至高点，风景非常

好。 

这个地点在耶路撒冷以北约十英里，离示剑二十多英里。从那里可以往下看到约旦河谷，

往上看到撒玛利亚，也可以往南看到耶路撒冷一带，甚至可以遥望地中海，正好在艾和伯

特利之间的山峦中最便于观赏风景的地方。亚伯拉罕来到这个地方，就建了一座坛。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

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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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12：7－10） 

那里来了旱灾，他就往南移，到了别士巴。那里经常有旱灾，真的非常干旱，很荒凉。 

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莱说：（创世记 12：11） 

注意看这位信心的伟人，我们的榜样，他说： 

「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创世记 12：11） 

如果你的妻子已经六十五岁了，你还跟她讲，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这个话就太意味深长

了。只是那时的人非常长寿，六十五岁仍然相当年轻漂亮。亚伯拉罕一生超过一百六十

岁，所以六十五岁在那时仍不算老。可是，他对已经六十五的太太说她非常美貌，确实很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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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创世记 12：

12） 

「他们会带你进入他们的闺房。」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如果埃及王看中一个美丽的女人，

就会把那个女人的丈夫杀掉，再把这个女人带到宫里做他自己的妻子。所以，亚伯拉罕

说： 

「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创世记 12：13） 

这是我们的信心伟人亚伯拉罕，你看信心伟人也有软弱的时候。说实话，因着很可笑的缘

故，这件事给我很多的鼓励，因为我也常常信心软弱。只是在我软弱的时候，我总以为神

会对我说：「行了！就这样好了！给过你机会了。」这样，我就会消沉下去。 

但神不会这样，祂仍然纪念亚伯拉罕，仍然祝福亚伯拉罕。虽然他不是十全十美。 

神不会用完完全全的人，因为世界上并没有完完全全的人。所以，你不要担心自己不是完

全，也不要以为神会因为你不完全就弃绝你。神祝福了亚伯拉罕。祂仍然使用亚伯拉罕，

虽然他和我们一样，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 

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她，就在法老面前

夸奖她．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

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莱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

家。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作的是甚么事呢，为甚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

妻子．为甚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取来要作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

里，可以带她走罢。」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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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12：14－20） 

所以，此后法老把撒莱娶去做妻子，亚伯拉罕则处在法老的特殊法令保护之下，免于被

杀。 

目前，我们只看到亚伯拉罕的介绍。此后，我们将追寻亚伯拉罕的后裔，一直到耶稣基

督。到此为止，亚伯拉罕已开始形成一个国度，从这个国度将要出来一位全人类的救主。 

下一次查经将从十三章开始。请站起来，我们祷告。愿神祝福你，用圣灵充满你的心思意

念。愿神赐你悟性明白他话，愿神加添你的信心和对祂的认识，愿神与你们同在，保守你

们的脚步，给你们加添力量，用祂的爱来牧养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