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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创世记十九章讲到所多玛城被毁灭的事。耶和华曾经告诉亚伯拉罕，由于所多玛城的罪

恶，所以神的审判必须临到那个城。亚伯拉罕就为所多玛城代求，他对耶和华说： 

「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么。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

么？」（创世记 18：24） 

亚伯拉罕代求的根据是，主应当是公义的，公平的。即使是审判，也应当公义和公平。神

一切所行的，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不公义。 

撒但常常在这一方面做文章，来反对神。他会让人说：噢，如果神是爱，祂怎么可以定那

些从没听过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永远下地狱？那些住在非洲的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

名，是不是因为他生长在非洲，没有机会听福音，就只好下地狱呢？我们在圣经里并没有

直接的答案，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间接而又非常确定的答案，那就是神是绝对公义、绝对

公平的。 

神审判的时候，一定是完全公义的。亚伯拉罕想说服神。他说： 

「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么？」（创世记 18：25） 

当神说审判即将来到时，亚伯拉罕看出把义人跟恶人放在一起审判，是不公义的，就与神争辩。他的前提是

把义人跟恶人放在一起审判，是不公正的。 

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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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 16：33） 

教会经历过苦难，今天世界各地的教会仍然受到很多逼迫。比如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加强

管制重新开始严厉地逼迫教会，有不少牧师在过去几个礼拜被关进了监牢。 

在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共产国家，还有回教国家，基督徒也都受到逼迫。共产主义虽然

敌视基督教，可是回教才是基督教最大的敌人。在回教国家里，如果你带领一个回教徒信

耶稣成为基督徒，那你就犯了滔天大罪，可能会被判死刑。我们知道，教会在世界上一直

受到逼迫。 

圣经说你们遇见火一般的试炼不要以为稀奇。事实上，如果世界喜欢你，那么你最好自我

反省一下，你也许哪里出了问题。                                                                            

「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

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约翰福音 15：18，20） 

所以教会受到逼迫的源头是世界和这个属世的体系。 

圣经上所说的大灾难，也就是从神来的审判，快要来临了。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发生，教会

都不是灾难中的受难者。神的审判是完全公义的。 

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

人。」（创世记 18：26） 

最后亚伯拉罕把这个要求降低到只有十个义人。 

耶和华说：可以，为了那十个义人我也不毁灭这个城。但他们在城里找不到十个义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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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唯一找到的义人就是罗得，连他一家并不全是义人。可是，神怜悯罗得，让他的家人也

跟他一起逃了出来。 

在新约里，有两次用这件事作为末日的例证，一次是主耶稣说的，一次是彼得说的。 

「又好像罗得的日子。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路加福音 17：28，30） 

是指神没有带出罗得之前，没有降下火与硫磺之前的情形。当然，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指

出，神在审判来临之前要把罗得救出来。 

彼得也指出，罗得是怎么得救的，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彼得后书

2：9） 

罗得被神救了出来，因为他的心为他周围的罪人忧伤。所以亚伯拉罕想，  

「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么？」（创世记 18：25） 

神如果让教会跟不信主的世人一同经历祂愤怒的审判，请问，神这样做公义吗？当然不公

义。 

所以神怎么拯救罗得，祂也照样会在祂愤怒的审判临到地上之前，拯救祂的教会。这是神

行审判的原则。 

好，我们开始看第十九章第一节：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所多玛。罗得正坐在所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

地下拜，（创世记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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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的文化里，接待客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些民族，大部份的工作都由女人负责，她们需要下田耕

种，撒种，甚至去收割。男人则坐在城门口谈比较重要的事，他们闲谈天气怎么样，明天会不会下雨等等。 

罗得就坐在城门口。当然这些能坐在城门口的人一定是有点地位的。所有城里的诉讼案件

都是在城门口审理。如果人跟人之间有甚么问题和纠纷，他们都带到长老那里去，这些长

老大多坐在城门口，为百姓解决纷争。显然，坐在城门口是件荣耀的事。 

罗得那个时候坐在城门口，看见这两个人在黄昏的时候进城来，就按照东方的习俗，向这

两个人俯伏下拜迎接他们。 

说：「我主阿，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

们要在街上过夜。」（创世记 19：2） 

罗得非常清楚，在那个城里的街上过夜，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罗得切切的请他们，他们这纔进去到他屋里。罗得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

了。他们还没有躺下，所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得说：

「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创世记 19：3－

5） 

「任我们所为」，原文的意思是要和人发生同性性行为。 

罗得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作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

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作

甚么。」（创世记 19：6－8）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妇女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多么的低。罗得竟然愿意牺牲自己还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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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女儿给这群暴民，让这群人去伤害自己的女儿，为甚么呢？为了要保护这两个男人，

其实这两个男人对罗得来说，不过是两个陌生人而已。 

那时候的习俗是，一旦你接待了一个客人进你的家，你就得负担所有的有责任，照顾他全

部的需要。当然，在许多没有开化的文化中，女人也没有什么地位。  

所以姐妹们，你们真该格外感谢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实实在在地提升了女性的地位，也

给妇女们带来了尊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妇女们才得以提升她们该有的地位。妇

女不再是隶属于男人的一种物品，而是能跟男人站同等的基础上。 

可是在那些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没有传到的文化里，你看不到男女平等。只有在基督福音传

到的地方，才会看见妇女地位的提高。我想你们去读一读历史就会知道这一事实。 

一般认为，希腊是相当开化的国家。可是在希腊文化里，妇女的地位也非常低，特别是作

妻子的，地位只比奴隶高一点点。 

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不论男人或女人，奴隶或自主的。在基督里大家都一样，是平

等的。 

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的，又住在各人之内。（歌罗西书 3：11） 

在基督里，大家的地位都同等。 

我们回到创世记第十九章。有关罗得，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住在所多玛，他的道德观已

经受到了罪恶的影响。你想，一个住在充满罪恶环境里的人，不会被周围的罪恶影响吗？ 

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代，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和影响，有罪侵袭我们；压迫我们去包容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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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容忍罪恶；接受对真理的曲解，并把它看作正常。 

如果你讲些甚么批评同性恋的话，马上就会有一大堆人来你面前示威，还要起诉你，做他

们竭尽所能的事。这个社会已经沉沦了，甚至让怯弱的人不敢公开承认他们的信仰。 

如果你敢在大学的课堂上说，耶稣基督是得救的唯一道路。一定会有人嘲笑你，看不起

你，说你的思想是多么的狭隘，多么的顽固等等。 

如果你坚定地按着你的信仰，活出一个道德的、纯洁的、公义的生活，他们又会说你是维

多力亚时代的人，是老古董等等。因此我们生活在这个败坏罪恶社会中，不让罪恶污染我

们，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至少有的时候，因着某种压力，有些基督徒就不敢照其所知道的，把相应的真理说出来。 

罗得的道德观已经腐败了。他竟然愿意让自己的两个女儿给别人任意糟蹋。这实在不是一

个好榜样。由此可以看出，他在所多玛住多年以后，道德标准已经沦落了。当初他先选择

住在平原，朝着所多玛支搭帐篷。之后他就干脆搬到所多玛城里去了。 

向世界支搭帐篷是一件很危险的事。看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诗篇 1：1） 

可以看出，这里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你听了不敬虔之人的话，受他们的影响；然后你

就会和他们站在一起；最后你就发现自己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与他们为伍了。罗得起

先只是向着所多玛居住，之后就搬进去了。结果，他的道德观完全受到所多玛的罪恶所影

响，他竟然愿意让自己的女儿给人任意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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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城里的这些人对罗得的两个女儿没有兴趣，他们要的就是罗得家里的那两个客人。

所以罗得说： 

「众弟兄请你们不要作这恶事。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作甚么。」（创

世记 19：7－8） 

众人说：「退去罢。」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作官哪。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

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得，要攻破房门。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得拉进屋去，把

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二人对

罗得说：「你这里还有甚么人么。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

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

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得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娶了或作

将要娶〕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

是戏言。（创世记 19：9－14） 

罗得没能完全躲过所多玛的影响，在圣经里彼得也见证说： 

那义人，（彼得后书 2：8） 

彼得指的是罗得如何为那些活在他周围的人的罪恶而心中忧伤。幸亏罗得以前跟亚伯拉罕

住在一起的时候，打下良好基础，所以他还能在罪恶的所多玛城里得以幸存下来。但可悲

地是，他赔上了自己的家庭和他女儿们的道德观。 

我有的时候听人说：我按着自己的人生哲学而生活，我不需要信基督教，那只不过是一根

拐杖而已。记得有一个晚上，我曾经跟一个水管工人谈话。他就是这种很难缠的人，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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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任何拐杖。说基督教只是一根拐杖，他不需要这根拐杖。他一直不停地给我讲他怎

么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人等等。 

他有自己的人生哲学，认为自己可以就这样过下去。但在他讲这些事的时候，却不停地喝

酒。我还注意到他的三个儿子都吸毒，他们完全被毒品给毁了。也许，他在酒精的陪伴下

可在这个社会里维持自己的那一套，但是他的儿子们却没有办法维持。他们都只会用毒品

催毁自己。 

许多时候人会说自己可以办得到，可以站得住，因为自己很刚强。但是，除非你真的能够

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榜样，一个属灵的好榜样，否则你的孩子们很难抵挡现今时代的压力。

故而，你很可能正在把自己的儿女交给了这个败坏的世界。 

你也许有一套哲学说，也许还能靠它站立得住，可是你的儿女们正在面对邪恶的压力，他

们所需要的远超过一套所谓的人生哲学。 

他们需要有圣灵的能力。所以，为了他们的缘故，你必须与神同行，成为一个刚强的属灵

榜样。否则，你的儿女们就难以幸存。 

我们来看罗得，他自己能够持守住向神的信心，但是他的儿女们却不能。所以当他去告诉

他的女儿们说： 

「起来离开这个地方，因为神要毁灭这个城了。」 

他们就嘲笑他，因为他们以为罗得是在跟他们说笑话。就这样罗得把自己的家庭赔给那个

败坏的社会。 

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得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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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创世记 9：15） 

天使催促他们说： 

「起来离开这个地方。」 

但罗得迟延不走。（创世记 19：16） 

他们很不愿意离开那里。甚至不情愿离开，还在那里徘徊逗留。 

…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得，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

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罢。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

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创世记 19：16－17） 

天使说，不可回头看，意思就是不要留恋过去，不要转回头去。也不可在平原站住， 

罗得对他们说：「我主阿，不要如此。」（ 创世记 19：18） 

这就好像有人祷告说：「主啊，不要照你的意思，要照我的意思。」他们的话语前后真是

太不一致了！「主啊，不可以这样。」你看，这些人不是喊「主」吗，也就是说自己是仆

人啦，但同时，他又和主人在争论。 

你如果是一个仆人就不能和你的主人争论。如果他是你的主人，你就应该按他的话去做。

你如果遵命行事，他才是你的主人。否则他不是你的主人。不管你用多么好听的称呼，

噢！主啊！主啊！或是：我的主啊等等。如果你不遵照他的话去行，他根本就算不上是你

的主。 

「你们为甚么称呼我：『主阿，主阿，』却不遵我的话行呢？」（路加福音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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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里，罗得自己前后矛盾， 

「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创世记 19：17） 

罗得对他们说：「我主阿，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

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创世记 19：18

－19） 

此时，他知道神在毁灭那个城以前，把他们救了出来。可是他没有足够的信心，他不相信

神会在山上保守他们的生命。 

「这不是一个小的么。求你容我逃到那里」（创世记 19：20） 

那平原上有五座城，琐珥是最小的一座。琐珥的意思就是小。当他说，让我逃到附近的小

城琐珥去，天使们就答应了，让他逃到这近处的小城中。 

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倾覆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

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作甚么。」（创世记 19：21－22） 

审判就要发生了，但是天使们还是给罗得时间和机会，让他能平平安安地脱离了灾害。今

天，神的审判已经快要来临，正悬在空中，但是它还没降下来。这是在等教会，让教会有

足够的时间能够平安地逃脱即将来到的大灾难。大家要赶快努力啊！ 

因此那城名叫琐珥。（创世记 19：22） 

琐珥就是「小」的意思。 

罗得到了琐珥，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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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创

世记 19：23－25） 

这一次的毁灭也许是借着火山爆发而完成的。因为有许多证据证明在那一带火山爆发过不

少次。在那个区域也积存了很多盐。我以前曾经说过，在死海西边的最南端，有一座盐

山，大约有七百英尺高，五百英尺长。整座山都是盐。 

只是不是我们平常所吃的钠盐，实际上是硝酸钾、氯化钾盐。这些盐堆积成的山脉不可能

是经过慢慢沉淀形成的。最可能的是由于某种爆炸把大量的盐份喷了出来，堆积在这个地

区，形成了盐山。 

硝酸钾盐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盐，如果你把它和高锰硝酸钾盐混在一起，然后只要再加一点

点甘油在里面，就会产生硫磺，会爆炸。好像七月四号我们看到的烟火一样壮观。只需要

一点点甘油，就足以把所有东西爆炸掉。 

如果将水倒进硝酸钾、高锰硝酸钾混合物中，反而会让它们爆炸更长时间，喷出更多的火

花，像烟花一样四处飞溅。这个地区到处都是硝酸钾、高锰硝酸钾盐，也积存有大量柏

油。 

历史学家约瑟夫曾经说，与其称这个地方为死海，不如称它为柏油海。因为这里含有大量

的柏油。只要从天上降下一点火花来，整个平原和山谷就会变成火窑，大锅炉。神的审判

就这样临到了他们，两座城完全毁灭了。 

罗得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创世记 19：26） 

罗得的妻子跟在罗得后面，在后面的意思是留恋过去或是回转向后的意思。她不是单单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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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前面走路的人而已，而是她真的朝所多玛转过身去。她一转身，就陷入突然冒出来的

火焰之中，那些熔融的盐喷涌出来把她整个人包住了。 

她就变成了一根盐柱。（创世记 19：26） 

在这一带有不少的盐柱，在不同的时期被人们看成是罗得的太太。直到今天还会有导游指

着其中的一根对你说：看，这一根就是罗得的妻子。其实死海的南部有许多盐柱，不只一

根。 

在死海最南端的水大约只有十几尺深，非常浅，许多圣经学者相信所多玛城就是埋在死海

最南端那个比较浅的地方。因为死海的北部大约有三十英里长，十英里宽，但深度竟然达

到一千四百英尺。 

约旦河向南流的时候，河里的盐就不断地流进死海，在湖底沉淀下来，填满了湖底。这样

就抬高了湖面。多年以后，湖水就淹没了死海南边约十平方英里平原地带。近期淹没的面

积就更大了。所以人们认为所多玛和蛾摩拉就被埋在了死海的南端。 

美国科罗拉多河注入到密德湖也有类似的情形。事实上，我们现在很清楚，湖水容量减少的原因，就是湖底

盐份积累得越来越多，甚至在密德湖上端形成了一个盐坝。在相对较新的阿斯旺大坝中，盐份结晶的过程已

经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约旦河是一条多泥沙的河流，盐份的冲积足以填满死海，至使海水往南漫溢出来，淹没了

南部的平原。很可能是所多玛城和蛾摩拉城就被掩盖在盐海底之下。 

在过去十年里，考古学家曾经在死海东岸的南端挖出五座城。现在他们相信，所多玛、蛾

摩拉、及琐尔等也许就是位于死海的东岸的这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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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能十分确定它们的位置。但在那个区域没有什么方面与圣经的记载明显不同，

火山活动更证明了这一点。神降硫磺与火毁灭了那两座城，给那里留下了神施行大毁灭的

证据。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所多玛，和蛾摩拉，与平原的

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创世记 19：27－28） 

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住在希伯伦，在死海的正西方。当他往前看去约十五哩，就能看到平原

上有烟向上冒，整个平原烧得像个大火窑一样。 

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得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得

从倾覆之中出来。（创世记 19：29） 

这表明：与罗得本人的因素相比，更多地是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神才怜悯了罗得， 

转过来看新约（在路加福音里），主耶稣使用了这件事来解说祂的再来。 

「又好像罗得的日子。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路加福音 17：28，30） 

而后，耶稣说道： 

「你们要回想罗得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路加福音 17：32－33） 

罗得的妻子想回头抓住属世的旧生命，想要保全自己以前的生活，结果却失去了生命。 

主耶稣警告我们：  

「你们要回想罗得的妻子。」（路加福音 17：32） 

如果想要回到世界，想要回去过以往的属世的生活，只会失去生命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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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路加福音

9：24） 

和耶稣一样，彼得和犹大书都提到这件事。说到神如何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说到他们承

受了永火的审判。 

罗得因为怕住在琐珥，（创世记 19：30） 

罗得本来要求住在琐珥，可是后来看见神的审判毁灭了其他的城，他就害怕起来，于是离

开琐珥往山上逃命。 

他从琐珥上去住在山里。（创世记 19：30） 

其实神老早就告诉他要到山上去。 

现在他是因为害怕才来到山上。 

罗得因为怕住在琐珥，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创世记 19：30） 

接下来我们看见罗得的两个女儿道德败坏的情形。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进到我们这里。」（创世记 19：31） 

她们以为这场大火以后，世界上的男人都被烧光了，所以她们怎么办呢？ 

「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她们叫

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她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

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

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她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她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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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得的两个女儿，都从她父亲怀了

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

他起名叫便亚米，就是现今亚扪人的始祖。（创世记 19：32－38） 

这里出现了两个民族摩押和亚扪。他们都是罗得跟他两个女儿不道德的关系产生的，当

然，罗得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乱伦的行为。但是，这里可看到罪恶影响了罗得一家，而且往

各个方面延续。住在被罪恶污染的社会，却不受影响的确是一件相当难的事。 

现在我们要离开罗得了，这就是他的结局，他成为两个国家的始祖，摩押人后来就定居在

这个区域，死海以东一带。亚扪人往北迁移，比摩押人更靠北一些，不过仍然住在同一个

山脉的区域里。他们都变成了相当大的民族。后来我们看见的路得就是一个摩押女子。她

后来成了耶稣基督家谱中的一份子。他们就是罗得通过他的二个女儿产生的后裔。 

第廿章 

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低斯和书珥中间的基拉耳。（创世记 20：1） 

亚伯拉罕住在西伯伦一带，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如果今天你去以色列，就会看见贝都因

人。他们仍然住在帐篷里过游牧的生活，他们在一个地方住上一阵子后，就会迁移到另一

个地方去。亚伯拉罕当初就住在帐篷里，和贝都因人一样。他从来没有住过房子，在世上

做客旅，作寄居的。 

这非常有意思，罗得总想定居在城里，而亚伯拉罕却一直认为自己在旅居？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希伯来书 11：10） 

亚伯拉罕只是把自己看作世上的旅客，是寄居者。这次，他搬到了非利士人境内的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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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耳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取了去。（创世记 20：2） 

这是第二次发生这样的事。先前亚伯拉罕去埃及的时候，就作过这样的事。后来，他被法

老大大责备了一番。现在他又故伎重演，当然，这也说明撒拉确实美丽，虽然她已经九十

多岁了，却依旧风韵犹存。 

如果有人能发现撒拉到底用的是种甚么面霜，那肯定可以发大财。撒拉实在太美了，让亚

伯拉罕担心那个地方的人会为了他的妻子来杀掉他。 

所以他同样对撒拉说，你要告诉别人你是我的妹子，这样如果他们来抢你，就不会杀我。

果然，亚比米勒看见了撒拉，把她带到自己宫里。不过亚比米勒没有亲近撒拉。 

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哪」（创世记 20：3） 

其中，「你是个死人哪」也可译作：“你死到临头了，伙计”这取决于如何标点断句。关

键是，应当注意这是神说的话。英语圣经中，“ArtBut”是翻译时插入的。它们是以斜体

字印刷的，意味着是翻译时添加进来的，以便于理解。神对亚比米勒说：“嘿，你死到临

头了，伙计”  

「因为你取了那女人来，他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

阿，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么。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么。就是女人

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作这事，是心正手洁的。」（创世记 20：3－5） 

显然，神是在用很严重的灾祸打击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神啊，我是无辜的，我不知

道她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她自己说她是他的妹妹。亚伯拉罕也这么说。我是无辜的，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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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知道。」神回答说：「是的，我知道你作这事的时候心中正直。所以我才来拦阻你，

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现在不允许你碰她。」从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手在暗中掌管一

切。神不允许别人碰撒拉一下。 

「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

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

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向我这

样行呢，我在甚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

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甚么才作这事呢？」（创世记 20：7－10） 

换句话说，我在甚么事上得罪了你？你为什么要对我们做这事呢？亚比米勒对神的子民亚

伯拉罕提出了抗议。 

亚伯拉罕以信心之父出名。整本圣经都用他作我们信神之人的卓越榜样。每次圣经要用一

个突出的信心榜样时，总会用亚伯拉罕。因为，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雅各布书 2：23） 

我真的很喜欢圣经，它非常诚实。圣经从来没有假装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多么伟大，多

么完全，而是把他信心软弱的情形也记了下来。亚伯拉罕对撒拉说：「你要告诉别人你是

我的妹子，」实在是缺乏信心的表现。我从这段记载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因为如果亚伯拉

罕十全十美，我就会想，我没办法达到那样的地步。 

如果一个人在每件事上都是十全十美，你容易偏向地认为：神肯定神祝福这个人，神只祝

福十全十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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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创世记一再让我们看见，虽然亚伯拉罕被用作信心的榜样，但是他并不是十全十美。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思是说，神也会纪念我们幼小的信心。即使我们不够完全，但神也会

祝福我。神并非一定要我们的信心任何时候都得完全，得恒定不变，不摇摆，不怀疑，不

害怕。也就是说，即使在某些时候，某种环境下，我们的信心会软弱了，但只要单纯的信

靠神，祂就会祝福我们。。 

我曾经在很多试炼中失败过。神曾经让我经历过好多次考验，而我却败得很惨。 

我这一门课不及格，但是神会让我有机会再考一次。有的课我甚至考了两，三次才及格，

神真的有恩典有忍耐。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他对神有很大的信心，所以圣经一再

地称赞他。不过他的信心并不是每一个时候都那么完全。 

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因为害怕，就欺骗亚比米勒。他经过两次这样的考验，两次都失败

了。而在以前很大的信心考验中，亚伯拉罕曾得过出色的成绩。 

这真是件奇怪的事。对一些事，我们信心十足。可是在另外的事上，我们的信心却不翼而

飞了。这告诉我们：即使我们所拥有的那一点信心，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没有什么

可自夸的。 

亚比米勒责备亚伯拉罕说：你做了什么？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为甚么你要说她是你的妹子呢？ 

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 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创世记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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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看你们这个地方的人都不惧怕神，所以我想这些人一定会为了要我妻子而把我杀

了。 

「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作了我的妻子。」（创世记 20：

12） 

她与我是同父异母。 

「她后来作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飘流在外的时候，我对她说：『我们无论走到

甚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把

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

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作为你在合家人面

前遮羞的，〔羞原文作眼〕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

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

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创世记 20：12－18） 

在这件事情发生时，撒拉可能被亚比米勒留在他宫中过了一段时间。但尽管她成了亚比米

勒的一个妃子，他却没有亲近过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