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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在十二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因为饥荒的缘故下到埃及去，结果因为他对神缺乏信心，不相

信神会看顾他，就要撒莱告诉别人，自己是他的妹子。 

（果不其然，撒莱的美貌惊动了法老。）但是神在法老刚刚把撒莱带到他宫里去的时候，

在埃及降下大灾。法老责备亚伯拉罕欺骗了他，之后命令部下让他们自由地离开。这样，

创世记十三章，亚伯拉罕就从埃及返回了迦南。 

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得，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创世记 13：1） 

南地就是迦南地的南部，靠近别士巴一带。加底斯，巴尼亚，西伯伦都在这里。 

亚伯拉罕的金，银，牲畜极多。（创世记 13：2） 

神在物质方面大大地祝福了亚伯拉罕。 

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艾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

棚的地方，（创世记 13：2－3） 

亚伯拉罕第一次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先到示剑，然后往约旦河方向走，来到一处高地。

现在，他又回到了这里。这里处在耶路撒冷山脉的最高点，这些山脉起源于撒马利亚，几

乎延伸到别士巴，就消失在那附近。 

这个最高点就是伯特利和艾之间的一个山峰。亚伯拉罕从这里可以眺望四周壮丽的美景。

在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先看了整个地区，然后就筑了一座坛敬拜神。现在，他又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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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伯特利附近的这个地方。 

这个离伯特利不远的地方，就是雅各为躲避他愤怒的哥哥以扫逃到的地方。他在这里，用

一块石头当枕头睡觉时做了一个梦，就知道有神与他同在。在这里，神与雅各立约，说：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那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

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创世记 28：15） 

雅各就和神立约说：「如果你与我同在，祝福我，使我昌盛，我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

你。」 

他跟神立约以后就离开了伯特利。后来，神借着雅各的经历对他说： 

「我是伯特利的神。」（创世记 31：13） 

神借此吩咐雅各回伯特利去。这里是他第一次清清楚楚认识神的地方，所以神挑战雅各回

到这里来。 

类似地，耶稣也呼召以弗所教会回到他们起初的爱，回到最初遇见神，清楚认识神的地

方。 

神好像常常要我们回到当初，回到我们信心的起点；回到我们最初奉献给神的地方；回到

我们开始热心追求神与祂同行的地方。曾几何时，我们对任何事都觉得乏味。在基督里的

信仰生活也变得平淡无奇，勉强维持，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对神的热心。 

有一次，神问以色列人，你们起初的热情到哪里去了呢？当初我呼召你们出来，是把你们

这些百姓分别为圣，归给我自己。换句话说，选民的心应是向着神的心。他们对神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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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敏锐，对神的事尤其热心。神说：当我第一次呼召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你们那爱神的

心，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明白神的灵的运行，我们现在就体验得到。神的工作是多么令人振奋，大家现在 就

在被神复兴。只要悔改归向耶稣，我们就能认识到祂的同在，祂的大能，看到祂的工作。 

神在我们中间做工有着令人振奋的美感。令人难过，令人悲伤的是这些热情慢慢减弱时，

我们就开始把从前一度以为特别重要，令人振奋的事，都看作理所当然。 

愿神帮助我们永远不把我们经历到的祂的美善，恩慈，及祝福看作理所当然。我也祈求神

使我们对祂的热心永不减少。 

让我们每一天都因主的同在而激动，在生活中经历圣灵的大能。让我们永不失去神在我们

中间做工时，我们心中对祂的敬畏。神正在向我们彰显祂的慈爱和大能。愿我们一直与耶

稣基督保持新鲜，活泼的关系。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亚伯拉罕，他回到了伯特利，就是他从前筑坛向神献祭的地方。在这

里神第一次应许他，要把迦南全地赐给他。 

与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得，也有牛群，羊群，帐棚。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

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得

的牧人相争。（创世记 13：5－7） 

在这里我们看见罗得和亚伯拉罕之间有了纷争。罗得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他的父亲哈兰过

世得早，留下他成了孤儿。而亚伯拉罕当时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就领养了罗得，当作自己

的儿子一样扶养他。所以罗得就跟着他一同踏上了旅途。现在他们都很富裕了，因为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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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赐福他们。  

你们也许记得当亚伯拉罕曾经带领家中三百多个壮丁去打仗。由此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和

罗得两个人情况不相上下，他们的人数将会相当的多。这样，因为居住的地方小，不能同

时牧养牛羊牲畜。所以罗得和亚伯拉罕的仆人之间就产生了冲突。 

亚伯拉罕叫罗得来， 

亚伯拉罕就对罗得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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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弟兄〕遍地不都在你眼前么。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

就向左。」罗得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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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13：8－10） 

那个时候离大洪水不是太久。东非大裂谷一定是跟大洪水有关。我们曾经提到，在洪水期

间地球表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起初约旦河没有出口，所以形成了死海。死海先前不可能有这么多长年从约旦河流域土壤

中带来的盐分。因为没有出口。矿物质和盐分已经在死海里不断地累积了几千年。所以，

死海里现在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生物存在了。 

可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大概死海的含盐量比现在要低。所以所多玛，蛾摩拉被神毁灭

以前，四围平原的草地非常滋润肥美。 

这个地方气压很低，海拔低于海平面约一千二至一千三百英尺，在死海海面气候是热带气

候，夏天非常的炎热，冬天相当温暖，总在华氏七，八十度左右，偶尔也会到九十度。 

所以非常适合种植热带水果，例如木瓜，芒果等等，当然今天在靠近耶利哥平原，各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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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蔬菜，水果都生长繁茂，都有充足而新鲜的水进行灌溉。  

非常有趣的是，在这么低的峡谷中，有山上流下来的泉水滋润这块地。所以所多玛和蛾摩

拉在被神毁灭之前，看起来像神所造的伊甸园一样。所以罗得看见这么肥美的热带区域，

就决定选择搬到那里去。 

于是罗得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罗

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棚，直到所多玛。（创世记 13：11－12） 

可以说，罗得就是从这时开始堕落的。首先他的选择就是出于血气的选择，他当时没有考

虑亚伯拉罕和他的需要，首先只想到自己，所以选择了约旦平原，又向着所多玛搭建帐

棚。 

当我们再次看见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己经坐在所多玛的城门口了，也就是说他己经住在所

多玛城里，而且还在那儿当了官。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被那个败坏的城市所吸引，

在靠近它的地方搭建帐棚。 

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创世记 13：13） 

所多玛是一个极端败坏的城，但是它似乎就很吸引罗得。罪确实对人有一种吸引力，是撒

旦让罪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言 14：12） 

所以你必须弄清楚那一条路最后引你到哪里去。犯罪的确令人兴奋，令人感到刺激。如果

我们说犯罪很无聊，没意思，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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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确实会让人感到快乐，但是，结局必定是死亡。有智慧的人一定先看看那条路引人到

什么地方去。它可能是一条愉快的旅途，可能充满了刺激和魅力，但它究竟把我带到什么

地方去呢? 

我曾经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有这么一天要坐橡皮艇去大峡谷或其上游的爱达荷州的激

流中漂流。我很喜欢坐橡皮艇在激流中漂流。我非常渴望有这么一天去冒一下险，要么现

在，要么千禧年，要么将来某一天！ 

但是有一条激流我不想去漂，这条激流就是尼加拉瓜瀑布上头的激流。现在我毫不怀疑，

那会跟在大峡谷或任何其它激流中漂流一样刺激，但我还是不会到那里去漂流。如果你下

去，开始是会很有趣，很兴奋，很刺激，但是瀑布的声音也愈来愈大，没多久就会连命都

送掉。正在犯罪的人也是这样，多么剌激，多么过瘾啊！可是你正走向灭亡。「至终成为

死亡之路」。（箴言 14：12） 

所以罗得被这一切吸引住了，他向所多玛挪移帐棚，事实上，在他还没到这城以前，这座

城早已恶名召彰了。 

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罗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棚，（创世记 13：12） 

罗得离别亚伯拉罕以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创世记 13：14） 

这可能是一个很难熬的经历。对亚伯拉罕来说罗得好像是他的儿子一样。他们的关系很亲

密，他很爱罗得，要分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罗得轻易就走了。分离对于留下来的人

来说，总是比较难受。我认为，跟留下来的人相比，离开的人比较轻松些。 

眼睁睁的看着你所爱的人离开，会给你一个空荡荡的失落感。当他们在山那边逐渐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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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你就会情绪低落。我想亚伯拉罕和罗得一起离开家乡，到这个时候他们在一起大约

有五十年了，非常亲近，而现在他眼睁睁的看着罗得离去，心里一定很痛，好像有什么东

西哽在喉咙里一样，所以神就来安慰亚伯拉罕。 

罗得离别亚伯拉罕以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

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创世记 13：14－

15）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赐给他全地。从伯特利与艾中间的那个最高峰放眼看出去。向北可

以看见撒玛利亚，晴天的时候甚至可以看到黑门山，在那个年代，亚伯拉罕不需要担心空

气污染。 

向东可以看见摩押地的山脉。向南会看见耶路撒冷一带，那里的山脉一直走向别士巴，往

西边就看见沙仑平原和地中海。 

「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

后裔，直到永远。」（创世记 13：14－15）」  

神应许，这全地都永远赐给亚伯拉罕。 

但是前总统吉米·卡特先生却想把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一部分土地拿掉。是什么让他这样做

呢？我作这些评论会给自己找来麻烦，可能明天就会收到一打信件，但他们尽管来好啦。

我可能不得不向人道歉，因为我太多公开了自己的思想。我心里想什么就说出来。但不管

怎样，神说：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纔能数算你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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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创世记 13：16） 

神又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如地上的尘沙。在稍后第十五章，神对亚伯拉罕

说：  

「你向天观看，我将使你的后裔也要如此。」（创世记 15：5） 

嘿！这真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因为当时的科学家们，认为天上有六千一百二十六颗

星星，他们认为天上的星星不是多得数不清楚。 

古时候有许多人都曾数过星星。到了伽利略时代，大家才知道天上有太多星星。  

现在，人们才真正承认星星的数目多得无法计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银河系，就有几十亿

颗星星。而我们这个银河系以外，还有几十亿个象银河系这样的星系。 

有人说大概有十的廿五次方那么多。有没有人想过用手拿一立方英寸的沙来，数一数有多

少粒沙子。然后再估计一下全地球有多少立方寸的沙，我想可能也少不了十的廿五次方那

么多的沙粒。 

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看来它们的数目差不

多。但神整个的意思是说亚伯拉罕将来会有很多的后裔，是数也数不清楚的。 

既然神的应许是后裔数也数不清，那大卫犯了什么罪？犯的就是他想统计人数，进行人口

普查。神不喜欢数点祂百姓的数目，因为祂说过，祂要百姓的人数多到无法计算，像海边

的沙那么多。大卫数点神的百姓而得罪了神，召来了神的审判。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再也不

计算人口了。可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要在圣殿投下一舍客勒的赎罪银子，结果他们数一数

有多少银子，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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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正统的犹太人在一个群体里是不计算人数的。如果有一群人在一起玩团体游

戏，必须知道有多少人，而他们正统的犹太人不愿算人数，于是他们会数着说：「你不是

一，不是二，不是三，不是四，不是五。」他们总有办法拐弯抹角知道他们所想要知道

的。他们认为他们不是真的点人数，因为他们是说「你不是一，不是二…」其实神的应许

是，他要给他们许多后裔，像海边的沙那样不可胜数。 

神说： 

「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拉罕就搬了帐棚，来到希伯仑

幔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创世记 13：17－18） 

所以亚伯拉罕就从耶路撒冷以北，十二到十五英里的地方伯特利迁移到耶路撒冷以南廿二

英里的地方希伯仑。这里仍然属于耶路撒冷山地，在以实各谷的南部。以实各谷有一条美

丽的小溪，土地能够得到充分的灌溉，所以那里出产的葡萄特别好吃，直到今天仍然很有

名，是我们能够吃到的最好的葡萄之一。这里跟希伯仑毗连。 

四百年后的约书亚和迦勒来到这里窥探迦南，为证实这地的肥沃，就砍了一挂葡萄带回去

向以色列证明，这个地方有多么肥美。那一挂葡萄实在太重了，需要他们两个人一起抬。

抬回的那挂葡萄让以色列民看见这地真是肥美。非常不错！ 

这样，亚伯拉罕往南移到靠近希伯仑的幔利的平原。位于耶路撒冷以南约二十英里。 

第十四章 

当暗拉非作示拿王，（创世记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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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拿就是巴比伦。 

亚略作以拉撒王，基大老玛作以拦王，提达作戈印王的时候，（创世记 14：1） 

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民族组成的。但这里有四个王。 

他们都攻打所多玛王比拉，蛾摩拉王比沙，押玛王示纳，洗扁王善以别…（创世记 14：

2） 

这些王的名字，我想我们就不需要念了，因为念了我们也记不住。他们是这一带肥沃的约

旦山谷中，围绕所多玛的五个城的王。 

这五王都在西订谷会合。西订谷就是盐海。他们已经事奉基大老玛十二年（创世记 14：3

－4） 

波斯王基大老玛征服了这一地区，强迫他们纳贡十二年之久。 

到十三年就背叛了。（创世记 14：4） 

注意十三是个很特别的数字，代表背叛的意思。圣经里面其它地方也出现过十三，都是和

背叛有关的事情。十三刚好也是撒旦的数目，你知道撒旦有好几个名称，如果把每个名称

里的字母用希伯来文的字母所代表的数目加起来，就发现撒旦每一个名称加起来都是十三

的倍数。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知道十三是代表背叛的数目，而撒旦的数目也恰好

是十三。 

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人认为十三是个不吉利数字的原因，而那些玩邪术和灵界打交道的人却

非常看重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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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地方，有一个房子叫温吉斯特之家，据说女主人是个灵媒，她曾经雇人去建那栋大

房子。人们发现她的房间一共有十三个窗户，台阶是六阶下，七阶上，总和是十三。他整

个房子都是以十三为单位来建造和设计的。比如窗户数目，阶梯数目等等。她把十三普遍

用在她的房子上。凡是通灵的人都很看重十三。很凑巧的是，圣经里十三是表示背叛的数

字，也正好是撒旦的数字。 

当这些王被波斯王控制了十二年以后，到第十三年他们就背叛了。 

十四年，（创世记 14：5） 

波斯王与巴比伦王联合进攻摩押，也就是今天的约旦。之后，他们又进攻高原地带，就是

以东的地盘。这里圣经列出了他们征服的所有城。最后，他们来到加底斯。他们先是向

南，然后再往西进攻，来到了加底斯，就到西珥山。 

考古学家发掘出大量再没重建过的城市。这证明了圣经记载的这一段特殊历史是确实的。

这些城市被完全摧毁，再没重建过。年代约在公元前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刚刚好是四，

五王交战的时期。 

考古学家发现列在圣经中这里的许多城的名字。在这些废墟中的发掘证明，这里一度存在

着大量文明之地。但是后来却被巴比伦和波斯的几个王征服了，摧毁了。 

这一次侵略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占领围绕所多玛的这五城，因为他们反叛以拦王基大老玛，

没有向他进贡。 

西订谷有许多石漆坑。（创世记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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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漆坑」实际上就是沥青坑，或叫柏油坑。这个山谷中的一个地区有许多柏油坑。当神

从天上降火，焚烧所多玛的时候，那火就可能降在这些石漆坑里。一旦这些坑被烧着了，

它就会一直烧，往往烧上几个月。只要温度足够高点燃后，它就会不停地，不停地燃烧。

所以，这一带出产石漆。你记得那些人建造巴别塔吗？他们用石漆当灰泥，把砖头砌在一

起。 

石漆就是柏油。当年美国的洛克菲勒读到圣经说这里有柏油，就想：这里既然有柏油，那

地底下必定藏有石油。所以他决定到伊朗和沙地阿拉伯一带去探勘，结果他就成了石油大

王，亿万富翁。他不但读圣经，也很会用脑子。 

所多玛王，和蛾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创世记 14：10） 

如果你到过那里，你就会知道那里有很多险峻的峭壁，也有很多藏身的山洞及马萨达堡。

从其中的一座山可以远眺以前的推罗，西顿地区。 

四王就把所多玛和蛾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拉罕的侄儿

罗得，和罗得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得正住在所多玛。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创世记

14：11－13） 

这个人可能是罗得的一个仆人。 

告诉希伯来人亚伯拉罕。（创世记 14：13）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希伯来这个字。这个名称可能是从亚伯拉罕的曾，曾，曾，曾祖父希

伯来的，所以他也被称为希伯来人。后来这个名称也常用在神的百姓身上，但以色列这个

名字能更好地用来指神的百姓。因着雅各的缘故，以色列这个名字能更加明确表示神所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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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的百姓。而希伯来人这个名字从技术角度感觉看来，也包括阿拉伯人，因为他们是以实

玛利的后裔。 

亚伯拉罕正住在亚摩利人幔利的橡树那里。幔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拉

罕联盟。（创世记 14：13） 

亚伯拉罕跟一些人住在幔利地，他们是以实各，幔利和亚乃。以实各谷就是从以实各得

名。 

亚伯拉罕听见他侄儿〔原文作弟兄〕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三百一十八人

，直追到但。（创世记14：14） 

从这儿你可以看出亚伯拉罕的财富实力，他有三百一十八个可以去打仗的壮丁。如果你有

这么多的仆人，你就得养活他们。因为你有责任照看他们。 

所以，亚伯拉罕是个相当富有的人，有财富来养活这么多的仆人。他们追四王一直追赶到

但。但位于加利利的最北部，黑门山山地的前沿。距离约旦河在黑门山地的发源地巴尼亚

斯五英里左右。很明显，这已经是到了上加利利地区最北端。这就意味着他们从希伯仑开

始追赶，一直追了大约一百二十五英里。  

一个人如果被逼无奈，一天大概只能跑二十五英里。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没有装甲运

兵车等设备，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相当漫长的远征。至少你可以想象他们追敌人到但，

一共追了多远。 

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何把。（创世记 14：15） 

大马士革是更北边四十五英里远的地方。亚伯拉罕夜间攻击他们，这是很聪明的策略，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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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出其不意，因为这些敌人大约有五千到一万人。 

亚伯拉罕自己有三百一十八个人再加上和他联盟的三兄弟的人，顶多不超过五百人。他们

要和好几千到一万人打仗，而他们则刚刚扫荡了一大片地带的文明，胜了平原地区的五王

联军。但亚伯拉罕不但勇猛也很有智慧，选择夜间来攻击这个强大的对手。 

对方认为，除非人多否则不可能在夜间攻击。同时，因为是夜里，他们也弄不清楚亚伯拉

罕到底有多少人。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亚伯拉罕会在夜间突击，所以他们就很慌乱，赶快

起来逃命。他们所在的地方很难逃走，因为再往上就是戈兰高地了。这样，他们好像是被

困在了山谷中。 

他们无论如何逃跑，都是想回家。他们转向了大马士革的左边，意味着他们真的逃向了黑

门山。这样一来亚伯拉罕和他的人就有机会追赶他们，掳掠他们，而大大的得胜。 

追赶他们，一直到何巴。这在大马士革的左边，可以通往北方。所以亚伯拉罕实际上把全

部的来犯之敌都消灭了。 

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得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

（创世记 14：16） 

这四王掳走了很多人，大概想要带回去做奴隶吧！亚伯拉罕救了他们所有人，再带了回

来。 

亚伯拉罕杀败基大老玛，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所多玛王出来，在沙微谷迎接他，

沙微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创世记 14：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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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拉罕。至高的神把敌人交

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创

世记 14：19－20） 

这里简单介绍了麦基洗德，圣经提到他的地方不多，是一个相当神秘的人物。圣经里说他

没有家谱，没有父亲和母亲，只说他是至高神的仆人和祭司。 

他来找亚伯拉罕带了什么呢？他带了饼和酒，这象征圣餐的饼和杯，他把这些带给亚伯拉

罕，然后就祝福他。 

总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圣经记载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就把麦基洗德放在比

亚伯拉罕高的地位上；亚伯拉罕也把自己所有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也表示位份低的

献给位份高的，给至高神的祭司。 

亚伯拉罕接受了麦基洗德的祝福，就是确认他是神的祭司，并他把战利品的十分之一献

上。在这以后就再也没有提到麦基洗德了，直到诗篇一百十篇，这看起来好像是很突然，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联。请大家一起读直到诗篇一百十篇第 4 节： 

耶和华起了誓，决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诗篇

110：4）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了一个儿子叫雅各，雅各又生了十二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叫利

未，律法颁布下来后，利未就成了祭司支派，所以就有了所谓的利未的等次或祭司的等

次。等次指的是家系。 

现在有一个等次显然超越了利未的等次或祭司的等次。本质上说，当亚伯拉罕，就是利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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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曾祖父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也就等于利未向麦基洗德献了祭 

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主耶稣时说，虽然祂是出自犹大支派，与祭司职务粘不上边，但是祂

是以麦基洗德的等次，以更超越的等次做大祭司。这样，他就可以做那些靠着祂到神面前

来的人的大祭司。 

麦基洗德在这里被称为公义王，又叫和平君。和平的君就是撒冷，这是耶路撒冷早期的名

字。所以他是耶路撒冷最早期的一个王，又叫做公义王。有趣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

稣和麦基洗德是同一等次，同时指出耶稣作我们的大祭司，在为我们代祷。 

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约翰一书 2：1） 

我们看见「公义」再次出现，公义的王。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就是那义者耶稣，祂为我们

升入高天。 

你看神的话前后呼应有多美啊！创世记里只稍微提了一下麦基洗德，如果没有其它的说

明，麦基洗德大概会作为一个神秘人物迷失在历史中。因为如果只有这点记载，我们对他

了解就太少了。 

诗篇一百一十篇大卫说： 

耶和华起了誓，决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诗篇

110：4） 

你知道大卫在这儿究竟在说什么吗？其实这起不到什么作用。除非我们读了希伯来书，才

能明白其真意。原来耶稣才是我们的大祭司。祂不是出于利未支派，因为祂必须作犹大支

派的狮子，以成就以赛亚先知的弥赛亚预言。同时祂也是祭司，不是按着利未支派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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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而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位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族谱的。 

许多圣经的学者相信麦基洗德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这很有可能，主耶稣自己曾经对

法利赛人说：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

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约翰福音 8：56－57） 

所以耶稣可能是指创世记这件特别的事情。 

亚伯拉罕领受了饼和酒之后，又接受了神的祝福。 

所多玛王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罢。」（创世记 14：21） 

所多玛王要求亚伯拉罕把人质还给他，而财物全归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创世记 14：

22） 

他在这里也用麦基洗德所用的名称说，神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 

「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 

亚伯拉罕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

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创世记 14：22

－23） 

这是亚伯拉罕在宣告他所有的财富和祝福都是从神来的。他不要任何人说，是他们使他富

足的。他不要任何人夸口说：「是我让亚伯拉罕富足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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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祝福了亚伯拉罕，使他昌盛。而亚伯拉罕则要单单荣耀神，所以他就拒绝从所多玛王手

里拿任何东西，连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拿，他说： 

「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实各，幔利，所应得的分，可以任凭他们拿

去。」（创世记 14：24） 

我不会拿任何东西，因为我不想让你说是我使亚伯拉罕富足。这也是我们应当去学习的重

要功课，永远不要让人抢夺了神的荣耀，不要让任何人因神的工作夸口。你知道人总喜欢

借神的工作夸口，总是会有人这样讲：「因为我禁食了好几个礼拜，我做了这个，我做了

那个，因为我奉献，我牺牲，因为我太能干了，所以神才做了这个等等。」 

人把神的功劳归在自己身上，是多遭榚呀！圣经上说： 

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哥林多前书 1：29） 

亚伯拉罕在这方面很有智慧，他承认是神在祝福他的生活，而且还会持续不断地祝福他。

因为神曾经应许过他。所以亚伯拉罕说：「我连一根鞋带都不要你的，免得以后你说是我

让亚伯拉罕致富的。」 

他承认并且宣告他的一切都是神的祝福。这样的人真是有智慧，愿我们都效法他，把荣耀

归给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