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CCC冬季主日学
创世记 Genesis (2)

2023年1月15日

创世记 17:1 — 18:15

第六课

仆人弟兄
郭震威



今天的课堂

• 大家彼此道个早安、问个好！

• 今天的经节内容，

– 平铺直叙，浅显易懂；

– 真理重点，简单明瞭。

– 成圣道路，助力重大。

• 听个小幽默，放松一下，准备上课。

2



创世记 17:1 — 18:15

17:1 ~ 27

• 1~8：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 9~14：立约的记号 — 割礼

• 15~19：应许亚伯拉罕生以撒

• 20~27：以实玛利必成大国

18:1 ~ 15

• 1~8：亚伯拉罕接待三访客

• 9~15：应许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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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读创世纪帮助我们重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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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今天我们学习到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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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

Q: 您觉得亞伯拉罕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



创 16: 4~16 撒莱苦待夏甲
4 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她见自己有孕，就小看
她的主母。(she looked with contempt on her mistress.. mistress：a woman in a 

position of authority or control.)

5 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

她见自己有了孕, 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6 亚伯兰对撒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
莱苦待她，她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she fled from her presence.)I

7 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书珥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

8 对她说：“撒莱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夏甲说：“我从我的主母撒莱面前逃出来。

9 耶和华的使者对她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 服在她手下。”

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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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

11 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

玛利 (就是神听见的意思), 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12 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

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 (对面)。”

13 夏甲就称那对她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

：“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

14 所以这井名叫庇耳拉海莱。这井正在加低斯和巴列中间。
Hebrew: Beer-lahai-roi — Well-living-seeing (看顧我之永生者的井)

15 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

玛利。

16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八十六岁。

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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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我是
全能的神。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

2 我就與你立約，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
3 亞伯蘭俯伏在地；神又對他說：
4“我與你立約，你要作多國的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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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
7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
要作你和你後裔的神。

8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永遠為業，我也必作他們的神。”

17:1~8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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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我是全
能的神 God Almighty。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 blameless，
▪以实玛利出生时亚伯兰年 86，此后13年神既没有显现，也没有说话。

▪神用「全能的神」来启示自己的大能（三十五11；出六3）。

▪神要求亚伯兰「作完全人」,完全地委身于神、信靠神,学会不再依靠自己。

17:1~8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5 不再叫亞伯蘭, 要叫亞伯拉罕, 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
▪「亚伯兰 是「尊贵的父」,「亚伯拉罕「ַאְבָרם 。是「多国的父」「ַאְבָרָהם

▪也是每一个因信称义的信徒的父: 在主面前作我们世人的父。(罗四17) 

6 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

▪亚伯拉罕的后裔果然建立了许多国度，出了许多君王。

▪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太一1), 是那要来的君王(太二2), 祂将在

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启十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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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和你的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

10 你們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禮；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所立
的約，是你們所當遵守的。

11 你們都要受割禮；這是我與你們立約的證據。

12 你們世世代代的男子，無論是家裡生的，是在你後裔之外用
銀子從外人買的，生下來第八日，都要受割禮。

13 你家裡生的和你用銀子買的，都必須受割禮。這樣，我的約
就立在你們肉體上作永遠的約。

14 但不受割禮的男子必從民中剪除 cut off from his people，因他背
了我的約。

17:9~14  立约的证据—割礼

10



11 你們都要受割禮；這是我與你們立約的證據。

▪ 加拉太3:29「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

业的。」

▪ 新约的信徒不是以身体上的记号作「证据」，而是领受了圣灵的「印记」

(弗四30)。

▪ 新约的信徒在基督里也将受「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

肉体情欲的割礼」（歌罗西二11）

17:9~14  立约的证据—割礼

14 但不受割禮的男子必從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約。

▪ 「剪除」指从立约的团体中被 除名 cut off from his people, 不再与神的

约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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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5~19 应许亚伯拉罕生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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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的妻子撒萊不可再叫撒萊，她的名要
叫撒拉。

16 我必賜福給她，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子。我要賜福給她，
她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從他而出。

17 亞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裡說：一百歲的人還能得孩子
麼？撒拉已經九十歲了，還能生養麼？

18 亞伯拉罕對神說：但願以實瑪利活在你面前。

19 神說：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

叫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作他後裔永遠的約。



15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的妻子撒萊不可再叫撒萊，他的名要
叫撒拉。

▪ 为某人命名，代表对某人拥有主权。

▪ 「Sarai 撒莱 ַרישָָׂ 」的字义和「Sarah 撒拉 ָרהשָָׂ 」一样，都是「公主」，只

是「撒莱」是比较古老的写法。

▪ 神在定下割礼时，同时为亚伯兰和撒莱改名；因此，以色列人也在给孩子

行割礼时正式给孩子起名（路一59；二21）。

17: 15~19 应许亚伯拉罕生以撒

19 你要給他起名叫以撒。

▪ 「以撒」意为「他喜笑」、「以实玛利」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

▪ 「以实玛利」是「按着血气生的」（加四23），是人的算计；而「以撒」是

「凭着应许生的」（加四23），是神的工作。只有「凭着应许生的」才能承

受应许，新约的信徒是「凭着应许作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加四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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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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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到明年這時節，撒拉必給你生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
22 神和亞伯拉罕說完了話，就離開他上升去了。
23 正當那日, 亞伯拉罕遵著神的命, 給他的兒子以實瑪利和家裡的
一切男子, 無論是在家裡生的, 是用銀子買的, 都行了割禮。

24 亞伯拉罕受割禮的時候年九十九歲。
25 他兒子以實瑪利受割禮的時候年十三歲。
26 正當那日，亞伯拉罕和他兒子以實瑪利一同受了割禮。
27 家裡所有的人，無論是在家裡生的，是用銀子從外人買的，也
都一同受了割禮。

17: 20~27 以实玛利必成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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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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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也要使他成為大國。

▪ 神也赐福给以实玛利（二十五12-16）。虽然以实玛利后代的昌盛，日

后却成了以色列人的难处（诗八十三5-6），但这也是出于神。

17: 20~27 以实玛利必成大国

22 神和亞伯拉罕說完了話，就離開他上升去了。
▪ 但真正的祷告，必须听神「说完了话」，让神来结束谈话。

21 撒拉必給你生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
▪ My covenant I will establish with Isaac: 以撒才是这约的继承者。

25 他兒子以實瑪利受割禮的時候年十三歲。
▪ 古代阿拉伯人「十三岁」接受割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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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和華在幔利橡樹那裡向亞伯拉罕顯現出來。那時正熱，亞
伯拉罕坐在帳棚門口，

2 舉目觀看lifted up his eyes and looked, and behold，見有三個人在對
面站著。他一見，就從帳棚門口跑去迎接他們，俯伏在地，

3 說：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離開僕人往前去。
4 容我拿點水來，你們洗洗腳，在樹下歇息歇息。
5 我再拿一點餅來，你們可以加添心力，然後往前去。你們既
到僕人這裡來，理當如此。他們說：就照你說的行罷。

6 亞伯拉罕急忙進帳棚見撒拉，說：你速速拿三細亞細麵調和
作餅。

7 亞伯拉罕又跑到牛群裡，牽了一隻又嫩又好的牛犢來，交給
僕人，僕人急忙預備好了。

8 亞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並預備好的牛犢來，擺在他們面
前，自己在樹下站在旁邊，他們就吃了。

18:1~8 亚伯拉罕接待三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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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一見，就從帳棚門口跑去迎接他們，俯伏在地，

▪「俯伏在地」表示礼节性地向贵客问安(二十三7、12；三十三3)。

3 … 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離開僕人往前去。

▪「我主」是礼节性的称呼（二十三6）。

▪亚伯拉罕此时还不了解这三位天使的真实身分,而是谦卑、热忱地「用

爱心接待客旅」,结果「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angels」 (来十三2) 。

6 … 三細亞細麵

▪大约 22 公升,数量很大,不僅丰盛,可能是为了给客人路上预备干粮。

8 …自己在樹下站在旁邊，他們就吃了。

▪「站在旁边」表明亚伯拉罕是以仆人的态度来伺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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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 亚伯拉罕接待三访客



9 他們問亞伯拉罕說：你妻子撒拉在那裡？他說：在帳棚裡。
10 三人中有一位說：「到明年這時候，我必要回到你這裡；
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個兒子。」撒拉在那人後邊的帳棚門口
也聽見了這話。

11 亞伯拉罕和撒拉年紀老邁，撒拉的月經已斷絕了。
12 撒拉心裡暗笑，說：我既已衰敗，我主也老邁，豈能有這
喜事呢？

13 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撒拉為甚麼暗笑, 說：我既已年老, 

果真能生養麼？
14 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麼？到了日期，明年這時候，我必回
到你這裡，撒拉必生一個兒子。」

15 撒拉就害怕，不承認，說：我沒有笑。那位說：不然，你
實在笑了。

18:9~15  应许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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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三人中有一位說：「到明年這時候，我必要回到你這裡；
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個兒子。」撒拉在那人後邊的帳棚門
口也聽見了這話。

13 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撒拉為甚麼暗笑, 說：我既已年老, 

果真能生養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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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7: 21 里神已经向亚伯拉罕说过这个应许，所以亚伯拉罕认出这位

天使是神的代表。

▪ 圣经中常常把代表神说话的天使看为「耶和华」自己（10、13节；十六
9、13；出三2、4；士六12、14）。

▪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在圣经中不断出现（耶三十二17、27；亚八
6；太十九26)。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iLy6pSeobo

14 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麼？…撒拉必生一個兒子。」

18:9~15  应许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今天我们学习到的是 …
习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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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要求亚伯兰「作完全人」,

完全地委身于神、信靠神, 学会不再依靠自己。

➢ 希伯来13:2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

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 真正的祷告，必须听神「说完了话」，让神来结束谈话。

➢ 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吗？

➢ 新约的信徒不是以身体上的记号作「证据」，

而是领受了圣灵的「印记」(弗四30)



活读创世纪帮助我们重建教會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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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宴：分享、应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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