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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创世记第12章

• 神呼召亚伯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
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七重应许）

• 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

• 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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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兰筑的第一座坛）

• 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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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遇大饥荒，亚伯兰就
下埃及去。

• 在埃及，亚伯兰出现生命中的软弱……法老吩咐人将亚
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上图：族长们的行踪



创世记第13章分段

离开埃及，恢复信心；

两种选择，两种结局。

（一）创13：1-7 重回迦南，亞伯蘭恢复信心。

（二）创13：8-13  叔侄分手，两个人选择迥异。

（三）创13：14-18 应许，舉目，築壇。



创世记13：1-7
重回迦南，亞伯蘭恢复信心。

13:1 亞伯蘭帶著他的妻子與羅得，並一切所有的，都從埃及上南地去。

13:2 亞伯蘭的金、銀、牲畜極多。

13:3 他從南地漸漸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艾的中間，就是從前支
搭帳棚的地方，

13:4 也是他起先築壇的地方；他又在那裡求告耶和華的名。

13:5 與亞伯蘭同行的羅得也有牛群、羊群、帳棚。

13:6 那地容不下他們；因為他們的財物甚多，使他們不能同居。

13:7 當時，迦南人與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亞伯蘭的牧人和羅得的牧
人相爭。



创世记13：8-13
叔侄分手，两个人选择迥异。

13:8 亞伯蘭就對羅得說：“你我不可相爭，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
可相爭，因為我們是骨肉（原文是弟兄）。

13:9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嗎？請你離開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
我就向左。”

13:10 羅得舉目看見約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瑣珥，都是滋潤的，那地
在耶和華未滅所多瑪、蛾摩拉以先如同耶和華的園子，也像埃及地。

13:11 於是羅得選擇約旦河的全平原，往東遷移；他們就彼此分離了。

13:12 亞伯蘭住在迦南地，羅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漸漸挪移帳棚，直
到所多瑪。

13:13 所多瑪人在耶和華面前罪大惡極。



创世记13：14-18
应许，舉目，築壇。

13:14 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耶和華對亞伯蘭說：「從你所在的地
方，你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

13:15 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

13:16 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塵沙那樣多，人若能數算地上
的塵沙才能數算你的後裔。

13:17 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你。」

13:18 亞伯蘭就搬了帳棚，來到希伯崙幔利的橡樹那裡居住，在那
裡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一）重回迦南，亞伯蘭恢复信心:
13:1 亞伯蘭帶著他的妻子與羅得，並一切所有的，都從埃及上南地去。
13:2 亞伯蘭的金、銀、牲畜極多。
13:3 他從南地漸漸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艾的中間，就是從前支搭
帳棚的地方，
13:4 也是他起先築壇的地方；他又在那裡求告耶和華的名。

• 亞伯蘭先出吾珥，又离开哈兰，来到迦南。从水土肥沃，“文明繁荣”的美
索不达米亚来到“蛮荒之地”迦南，圣经没有记载亞伯蘭心中有何感想。相
信他依靠信心，接受神的带领。

• 创12 亞伯蘭没有祷告耶和华，下埃及去躲避饥荒，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谎
称妻子撒莱是他的妹子，使撒莱险遭法老的侮辱。法老知道事情的真相后，
亞伯蘭全家被法老“送出国境”。创12：20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
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 亞伯蘭重回迦南时，他的财富比以前是不是更多？

• 虽然亞伯蘭在埃及没有活出应有的信心，神依然看顾他和撒拉的生命安全，
并赐他们“極多”的财物。



（一）重回迦南，亞伯蘭恢复信心:

• 13:3-4 他從南地漸漸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艾的中間，就
是從前支搭帳棚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築壇的地方；他又在那裡求
告耶和華的名。

• 在这两节经文中，我们看见亞伯蘭的信心有什么变化？对我们有
什么借鉴？

• 经过了在埃及的考验后，亞伯蘭的信心苏醒过来了，他不再根据
眼见和自己肉体的感觉，而是信靠神：“支搭帳棚，築壇，求告
耶和華。”

• 亚伯兰所经历的信心之曲折，也是所有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加3：29）所要经历的。圣经告诉我们：信心的路上有波折，
软弱和失败，但神必叫祂所拣选的人在失败里重新抬起头来。



上图：族长们的行踪



• 伯特利 Bethel: Beth屋子，殿, El神; Bethel：House of God。伯特利原
來的名字是路斯（Luz），是迦南人所起的(創28:19)。

• 伯特利在創世記中曾多次被提及。第一次提到是在創12：8，亞伯蘭在這個
地方東邊築壇。现在亞伯蘭从埃及重新回到伯特利，“他又在那裡求告耶
和華的名。”标志亞伯蘭重新过对神有信心的生活。

• 伯特利最有名的例子應該是在創世記28章，雅各逃往哈蘭，到了一個地方
太陽落山了，就在那裡过夜，石頭枕在頭下，梦见天梯，耶和華站在梯子
上，对他说：“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你父以撒的神；我要
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雅各清早起來，把所枕的石
頭立作柱子，澆油在上面，他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13:2 亞伯蘭的金、銀、牲畜極多。
13:5 與亞伯蘭同行的羅得也有牛群、羊群、帳棚。
13:6 那地容不下他們；因為他們的財物甚多，使他們不能同居。
13:7 當時，迦南人與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亞伯蘭的牧人和羅得
的牧人相爭。

• 亞伯蘭回到应许地之后，面对什么新的挑战?

• 罗得与亞伯蘭牲畜財物甚多, 伯特利和艾附近地区没有足够的水
和草养活庞大的牲口群，那地不能容纳他们, 而且迦南人與比利
洗人在那地居住，亞伯蘭的牧人和羅得的牧人相爭。

• 饥荒对亞伯蘭是挑战，“財物甚多”是不是另一种挑战？怎样才
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 我们常常可以同贫贱，不能共富贵，是因为我们体贴肉体依靠财
富，忘记了仰赖神。



13:8 亞伯蘭就對羅得說：“你我不可相爭，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
相爭，因為我們是骨肉（原文是弟兄）。
13:9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嗎？請你離開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
我就向左。”
13:10 羅得舉目看見約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瑣珥，都是滋潤的，那地在耶
和華未滅所多瑪、蛾摩拉以先如同耶和華的園子，也像埃及地。
13:11 於是羅得選擇約旦河的全平原，往東遷移；他們就彼此分離了。
13:12 亞伯蘭住在迦南地，羅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漸漸挪移帳棚，直到所
多瑪。
13:13 所多瑪人在耶和華面前罪大惡極。

• 亞伯蘭的牧人和羅得的牧人相爭，作为家长的亞伯蘭怎样解决?

• 亞伯蘭要求双方停止纷争, 与羅得彼此分离。

• 左右：古代中东人面向东方确定方向，左是北，右是南。而羅得選擇
東边的平原，他看不中神应许的迦南地。

• 羅得有没有一个晚辈对长辈应有的尊敬和礼让？

• 没有。



从亞伯蘭和罗得的行动看到二人有什么不同的态度和原則?

• 亞伯蘭让罗得先选择居住地, 罗得看中了位于迦南地東方的滋润的约旦河全
平原, 不惜迁居到罪大恶極的所多瑪城中. 亞伯蘭往剩下的迦南地迁徙.

• 从他们的行动可以看到:

• 亞伯蘭:
–(1) 亞伯蘭是个有原则的人, 他顾全大局, 为要停止家庭纷争, 在外人靣

前作合一的见证。

–(2) 亞伯蘭捨去中東传统中长輩的优先权, 让罗得先选择. 宁愿吃亏，在
自然条件比较差的迦南地居住。

• 罗得:
–罗得所看见的是约旦河平原水土滋润，神所看见的却是那地的所多玛人罪

大恶极。罗得先是选择肥沃的约旦河平原，接着又放弃游牧生活，与“在
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的所多玛人同居，最终受到极大的亏损。

–罗得“漸漸挪移帳棚，直到所多瑪”。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 圣经评价罗得是义人还是罪人？

• 彼后2：6-7又判定所多玛、蛾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
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得。



左
图
：

羅
得
和
他
的
後
代--

摩
押
和
亞
捫
。

1. 

創13:4-1
3
 

羅
得
離
開
亞
伯
蘭
，
往
東
遷
移
，
直

到
所
多
瑪
。

4.  

羅
得
從
他
兩
個
女
兒
生
摩
押
和
便
亞
米

(

创19

：

36-
3
8

）
。
他
們
去
建
了
摩
押
和
亞
捫
兩
個
國
家
。



耶和華的園子：伊甸园
The Garden of Eden by Thomas Cole (c. 1828)



約但河平原

• 羅得所選的約但河平原和其中城邑的确切地点尚有争议。一个相当合理
的建议认为是指紧邻死海的东南方的地区。

• 所多瑪諸城的位置已不可考，大部份的學者都認為是被淹沒在死海的南
部，漓三半島的南方，淹沒的時間應該是在2067BC以後，現今該處的海
水很淺，僅有數公尺深，但至今仍沒有去發掘過。

• 羅得的兩個兒子分別建立了摩押和亞捫兩個國家，應該是在2020BC前後，
他兩人除滅了當地原有的住民利乏音人，得了他們的地接著居住。他們
的父親雖然曾數度受惠於亞伯拉罕，但是日後卻經常與亞伯拉罕的後代
為敵。

• 約但河谷當時那裡確實是滋潤有如同埃及地和耶和華的園子，根據考古
學家的證實，河谷中的耶利哥平原和疏割等地，早在主前七、八千年前
時，就已有了人類的活動，而且推斷已被湮沒了的所多瑪諸城，也已進
步到有了相當可觀“罪惡”的文明，這些都足以說明約但河平原的富饒，
遠優於河的西岸。



上图：现代约旦河谷全景，靠近约旦河的地方还是滋润的。



南地，Negev希伯來語詞根，意為“幹”在希伯來聖經中，Negev 一詞也用於表示“南”
的方向。平均年雨量為20-30厘米，全區土壤以風成土(類似中國的黃土高原的黃土) 為主
，地面崎嶇不平，砾石遍地。除了一些綠洲(如別是巴)之外，為寸草不生之地。亞伯拉罕
及以撒居住此地區時，挖了不少水井。當摩西帶領以色列人來到加低斯巴尼亞，派12個探
子打探迦南地時，他們便從南地上山地去，來到希伯崙。其後，摩西登上尼波山，神將包
括南地在內的應許之地指給他看。到約書亞時，他在約但河西擊殺了諸王，得了他們的地
，包括南地在內。西緬在此分得19座城。



整个南地面積超過13,000平方公里，呈倒三角
形，差不多佔了以色列南部的大部份地域，佔
了以色列國土面積一半以上。現已成為以色列
一個著名景區。最大城市是位於地區北部的別
是巴，有人口約20萬，是以色列南區的地區行
政中心。



Located outside the city wall of ancient Beersheba

(别是巴), this partial reconstruction shows what a deep 

well might looked like in Abraham’s time.



Tel Beer-Sheba, the site of the Iron Age city, is located  about 2.5 miles 

east of the modern city of Beersheba. The site was excavated from 

1969 to 1976 by the Tel Aviv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创世记13：14-18  应许，舉目，築壇。
13:14 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耶和華對亞伯蘭說：“從你所在的地方，你舉目向
東西南北觀看；
13:15 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
13:16 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塵沙那樣多，人若能數算地上的塵沙才能數
算你的後裔。
13:17 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你。”
13:18 亞伯蘭就搬了帳棚，來到希伯崙幔利的橡樹那裡居住，在那裡為耶和華築
了一座壇。

• 羅得離开了亞伯蘭，亞伯蘭心头滋味如何？

• 亞伯蘭膝下无子，唯一跟随他的一个侄子離开了，他心头不是滋味(depressed?)。

• 这个时候谁安慰了亞伯蘭，给他信心，叫他重新抬起头来？

• 耶和華:“你舉目……觀看”(13:14); “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13:17)

• 创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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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11：8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
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 神前两次呼召都只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并没有具体说明什么地方，需
要亚伯兰凭信心跟从神的呼召，不根据眼见，而单单根据神的话。

• 创世记13：14-18 耶和華让亞伯蘭亲眼看见神所应许的为业之地,加添他的信心。



亚伯兰与罗得的对比

亚伯兰

• 听从呼召

• 重视祭坛

• 好处让人

• 仰望天上

• 救回罗得，蒙神賜福。

• 信心伟人，多国之父。

罗得

• 被动跟从

• 忽略灵交

• 自私选择

• 思念地上

• 被罪裹挟，成为战俘。

• 遭受亏损，火里经过。



耶和華的应许

• 舉目……觀看: 神要亚伯兰凭信心，顺服神，神就立刻让亚伯兰“举
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应许之地，把“这地”（12：7) 变成了“凡你
所看见的一切地”，神给了亚伯兰安慰和进一步的启示。

• 神进一步应许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15节），而不只是“
赐给你的后裔”（12：7），表明将把这地永远放在亚伯拉罕的名下
，并且“直到永远”（15节）。

•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表明这后裔将是出于神的
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但包括肉身的犹太人，也包括每个因信称义
的信徒：“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
产业的了。”（加3：29）

• 实际上，神不只是应许这块地，而是用这块地来表明“那座有根基的
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来11：10），每个亚伯拉罕的属灵
后裔也都能承受“那座有根基的城”。

• 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你起来(Go,walk……)是神对亚伯兰的命令
，叫他去宣告对应许之地的主权。应许之地此时有许多迦南人居住，
“纵横走遍这地”会面临许多难处，亚伯兰需要凭信心才能做到。



舉目……觀看
圣经多次记载亚伯兰舉目觀看，表示他凭信心，展望未来。“信就

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来11：1）

• 13:14-14 你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
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

• 创15：5-6“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 创18：1-2 耶和华在幔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亚伯拉罕
……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棚门口跑去
迎接他们，俯伏在地.

• 创22：4 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摩利亚山）

• 创22:13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
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

• 讨论题：我们也每天“看”，我们怎么看？看什么？



创13：18 亚伯兰就搬了帐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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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伯崙在耶路撒冷以南三十公里,位于猶太山脈（The Judaean Mountains
）。山脈達到 1,026 米（3,366 英尺）的高度.。

• 亞伯蘭搬到希伯崙可以“舉目觀看”，看得更远，看见应许地。

• 亞伯蘭來到希伯崙幔利的橡樹那裡居住，虽然神应许“必把这地赐给你”
但是亚伯拉罕生前“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来11：13）。他后来用四百
舍客勒銀子从赫人以弗崙手中，在希伯崙買了一塊地（創23），並在其中
的麥比拉洞埋葬他的妻子撒拉。之後，亞伯拉罕，以撒，利百加，雅各以
及利亞也都埋葬在這裡。

• 在希伯侖被迦勒（書14:15）征服之後，希伯侖成為猶大支派的主要中心
之一，大衛王在此登基，并建都於此（撒下5：5），直到奪取耶路撒冷，
才將以色列王國的首都遷往那裡。

• 对于猶太来说，希伯崙是僅次於耶路撒冷的聖城，現屬於巴勒斯坦自治政
府管轄的西岸城鎮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



創13:18 亞伯蘭與羅得分開後，就搬了帳棚來到希伯崙幔利橡樹那裡居住.
創14:13 羅得被擄時，亞伯蘭正在亞摩利人幔利的橡樹那裡。
創18:1 耶和華的使者在幔利橡樹那裏向亞伯蘭顯現，預言他次年必生一子。
創23:19 亞伯拉罕將他的妻子撒拉葬在迦南地，幔利前的麥比拉田間的洞裡。幔利就是希伯
崙。
創25:9 亞伯拉罕死後葬在幔利前的麥比拉洞。
創35:27 雅各來到他父親以撒那裡，到了基列亞巴的幔利，乃是亞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
，基列亞巴就是希伯崙。

創49:30，50:13 雅各在埃及死後，也將屍體運回安葬在幔利前的麥比拉的洞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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幔利橡樹: 據早期朝
聖者的記載，此地原
有一棵大的橡樹，但
今日已不復見。有時
幔利也代表希伯崙城。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的1890年幔利橡树
（Oak of Mamre）照

片。这棵橡树大约有
5000年的历史，位于
希伯仑附近的幔利西
南2公里处，也被称
为亚伯拉罕的橡树。
传统认为这就是亚伯
拉罕支搭帐棚、并招
待三位天使的地方。



1/8/2023 31

今日希伯仑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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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侖最著名的是麥比拉洞又名列祖之洞，位於希伯侖舊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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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伯拉罕之墓 2.撒拉之墓
3.以撒的衣冠冢 4.以撒-利百加墓堂



创13：18 亚伯兰就搬了帐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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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伯仑：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联合或結盟。

• 亚伯兰在希伯仑筑坛，表明他的信心经过试验后，更上了一层
楼。

• 亚伯兰，以撒，雅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希伯仑附近，过着与神
联合的生活。借着罗得的离开，神让亚伯兰学到了一个功课，
就是单单以神为自己的产业、满足和喜乐。

• 筑了一座坛：凡在亚伯拉罕有值得纪念的属灵经历之处，他都
筑坛，如：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伯特利。



我们在创世记第13章学到的功课

1. 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

，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
事都能做。（腓4：12-13）

2. 弟兄姐妹之间不要相争，宁愿吃亏。

3. 信心低落的时候，要“起来”，“舉目”仰望神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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