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節外生枝——撒拉

創世記16:1-6



經文結構：

1、亞伯蘭按撒萊計劃娶夏甲，生以實瑪利（創

16:1-16）

2、神設立割禮，給亞伯蘭和撒萊改名，應許撒萊

生子（創17:1-18:15）

3、以撒出生，夏甲和以實瑪利被逐（創21:1-21）



1、亞伯蘭按撒萊計劃娶夏甲，生以實瑪利（創

16:1-16）



1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 撒萊有一個使女，

名叫夏甲，是埃及人。2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

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

孩子。 "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3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

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

已經住了十年。4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

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5撒萊對亞伯蘭說："我

因你受屈。 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她見自己有了

孕，就小看我。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 "6亞伯蘭

對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她。 "撒萊

苦待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 （創世記16章）



【創11：27-29】他拉的後代記在下面。 他拉生亞伯蘭、

拿鶴、哈蘭;哈蘭生羅得。哈蘭死在他的本地迦勒底的

吾珥，在他父親他拉之先。亞伯蘭、拿鶴各娶了妻：亞

伯蘭的妻子名叫撒萊; 拿鶴的妻子名叫密迦，是哈蘭的

女兒; 哈蘭是密迦和亦迦的父親。

【創11：30】撒萊不生育，沒有孩子。



1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 撒萊有一個使女，

名叫夏甲，是埃及人。2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

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

孩子。 "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3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

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

已經住了十年。4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

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5撒萊對亞伯蘭說："我

因你受屈。 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她見自己有了

孕，就小看我。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 "6亞伯蘭

對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她。 "撒萊

苦待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 （創世記16章）



1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 撒萊有一個使女，

名叫夏甲，是埃及人。2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

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

孩子。 "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3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

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

已經住了十年。4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

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5撒萊對亞伯蘭說："我

因你受屈。 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她見自己有了

孕，就小看我。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 "6亞伯蘭

對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她。 "撒萊

苦待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 （創世記16章）



1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 撒萊有一個使女，

名叫夏甲，是埃及人。2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

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

孩子。 "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3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

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

已經住了十年。4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

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5撒萊對亞伯蘭說："我

因你受屈。 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她見自己有了

孕，就小看我。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 "6亞伯蘭

對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她。 "撒萊

苦待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 （創世記16章）



1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 撒萊有一個使女，

名叫夏甲，是埃及人。2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

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

孩子。 "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3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

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

已經住了十年。4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

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5撒萊對亞伯蘭說："我

因你受屈。 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她見自己有了

孕，就小看我。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 "6亞伯蘭

對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她。 "撒萊

苦待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 （創世記16章）



1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 撒萊有一個使女，

名叫夏甲，是埃及人。2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

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

孩子。 "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3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

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

已經住了十年。4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

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5撒萊對亞伯蘭說："我

因你受屈。 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她見自己有了

孕，就小看我。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 "6亞伯蘭

對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她。 "撒萊

苦待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 （創世記16章）



1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 撒萊有一個使女，

名叫夏甲，是埃及人。2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

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

孩子。 "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3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

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

已經住了十年。4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

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5撒萊對亞伯蘭說："我

因你受屈。 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她見自己有了

孕，就小看我。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 "6亞伯蘭

對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她。 "撒萊

苦待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 （創世記16章）



1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 撒萊有一個使女，

名叫夏甲，是埃及人。2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

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

孩子。 "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3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

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

已經住了十年。4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

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5撒萊對亞伯蘭說："我

因你受屈。 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她見自己有了

孕，就小看我。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 "6亞伯蘭

對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她。 "撒萊

苦待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 （創世記16章）



1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 撒萊有一個使女，

名叫夏甲，是埃及人。2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

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

孩子。 "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3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

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

已經住了十年。4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

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5撒萊對亞伯蘭說："我

因你受屈。 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她見自己有了

孕，就小看我。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判斷。 "6亞伯蘭

對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待她。 "撒萊

苦待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 （創世記16章）



2、神設立割禮，給亞伯蘭和撒萊改名，應許撒萊

生子（創17:15-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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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使你從她得一個兒子。 我要賜

福給她，她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從她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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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撒拉已經九十歲了，還能生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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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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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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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使你從她得一個兒子。 我要賜

福給她，她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從她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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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撒拉已經九十歲了，還能生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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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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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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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使你從她得一個兒子。 我要賜

福給她，她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從她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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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撒拉已經九十歲了，還能生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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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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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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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使你從她得一個兒子。 我要賜

福給她，她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從她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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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撒拉已經九十歲了，還能生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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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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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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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使你從她得一個兒子。 我要賜

福給她，她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從她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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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撒拉已經九十歲了，還能生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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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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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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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使你從她得一個兒子。 我要賜

福給她，她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從她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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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撒拉已經九十歲了，還能生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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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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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17章）



9他們問亞伯拉罕說： "你妻子撒拉在哪裡？ "他說："在

帳棚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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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為什麼暗笑，說： "我既已年老，果真

能生養嗎？" 14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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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18章）



9他們問亞伯拉罕說： "你妻子撒拉在哪裡？ "他說："在

帳棚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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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為什麼暗笑，說： "我既已年老，果真

能生養嗎？" 14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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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18章）



9他們問亞伯拉罕說： "你妻子撒拉在哪裡？ "他說："在

帳棚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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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為什麼暗笑，說： "我既已年老，果真

能生養嗎？" 14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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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18章）



9他們問亞伯拉罕說： "你妻子撒拉在哪裡？ "他說："在

帳棚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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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為什麼暗笑，說： "我既已年老，果真

能生養嗎？" 14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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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18章）



9他們問亞伯拉罕說： "你妻子撒拉在哪裡？ "他說："在

帳棚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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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為什麼暗笑，說： "我既已年老，果真

能生養嗎？" 14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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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18章）



3、以撒出生，夏甲和以實瑪利被逐（創21:1-21）



1耶和華按著先前的話眷顧撒拉，便照他所說的給撒拉成

就。 2當亞伯拉罕年老的時候，撒拉懷了孕;到 神所說

的日期，就給亞伯拉罕生了一個兒子。 3亞伯拉罕給撒

拉所生的兒子起名叫以撒。 4以撒生下來第八日，亞伯

拉罕照著 神所吩咐的，給以撒行了割禮。 5他兒子以撒

生的時候，亞伯拉罕年一百歲。 6撒拉說：“ 神使我喜

笑，凡聽見的必與我一同喜笑”;7又說：“誰能預先對

亞伯拉罕說『撒拉要乳養嬰孩』呢？ 因為在他年老的

時候，我給他生了一個兒子。 ”8孩子漸長，就斷了奶。

以撒斷奶的日子，亞伯拉罕設擺豐盛的筵席。（創世記

21章）



1耶和華按著先前的話眷顧撒拉，便照他所說的給撒拉成

就。 2當亞伯拉罕年老的時候，撒拉懷了孕;到 神所說

的日期，就給亞伯拉罕生了一個兒子。 3亞伯拉罕給撒

拉所生的兒子起名叫以撒。 4以撒生下來第八日，亞伯

拉罕照著 神所吩咐的，給以撒行了割禮。 5他兒子以撒

生的時候，亞伯拉罕年一百歲。 6撒拉說：“ 神使我喜

笑，凡聽見的必與我一同喜笑”;7又說：“誰能預先對

亞伯拉罕說『撒拉要乳養嬰孩』呢？ 因為在他年老的

時候，我給他生了一個兒子。 ”8孩子漸長，就斷了奶。

以撒斷奶的日子，亞伯拉罕設擺豐盛的筵席。（創世記

21章）



撒拉說：“ 神使我喜笑，凡聽見的必與我一同喜笑”;

又說：“誰能預先對亞伯拉罕說『撒拉要乳養嬰孩』呢？

因為在他年老的時候，我給他生了一個兒子。 ” （創

21:6-7）

約伯回答耶和華說：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你的旨意

不能攔阻。 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 我所

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求

你聽我，我要說話;我問你，求你指示我。 我從前風聞

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伯42:1-5）



9當時，撒拉看見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戲笑，
10就對亞伯拉罕說："你把這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因為

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我的兒子以撒一同承受產業。"11亞

伯拉罕因他兒子的緣故很憂愁。 12神對亞伯拉罕說：

「你不必為這童子和你的使女憂愁。 凡撒拉對你說的

話，你都該聽從;因為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13至於使女的兒子，我也必使他的後裔成立一國，因為

他是你所生的。 " （創世記21章）



9當時，撒拉看見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戲笑，
10就對亞伯拉罕說："你把這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因為

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我的兒子以撒一同承受產業。"11亞

伯拉罕因他兒子的緣故很憂愁。 12神對亞伯拉罕說：

「你不必為這童子和你的使女憂愁。 凡撒拉對你說的

話，你都該聽從;因為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13至於使女的兒子，我也必使他的後裔成立一國，因為

他是你所生的。 " （創世記21章）



9當時，撒拉看見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戲笑，
10就對亞伯拉罕說："你把這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因為

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我的兒子以撒一同承受產業。"11亞

伯拉罕因他兒子的緣故很憂愁。 12神對亞伯拉罕說：

「你不必為這童子和你的使女憂愁。 凡撒拉對你說的

話，你都該聽從;因為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13至於使女的兒子，我也必使他的後裔成立一國，因為

他是你所生的。 " （創世記21章）



9當時，撒拉看見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戲笑，
10就對亞伯拉罕說："你把這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因為

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我的兒子以撒一同承受產業。"11亞

伯拉罕因他兒子的緣故很憂愁。 12神對亞伯拉罕說：

「你不必為這童子和你的使女憂愁。 凡撒拉對你說的

話，你都該聽從;因為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13至於使女的兒子，我也必使他的後裔成立一國，因為

他是你所生的。 " （創世記21章）



9當時，撒拉看見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戲笑，
10就對亞伯拉罕說："你把這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因為

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我的兒子以撒一同承受產業。"11亞

伯拉罕因他兒子的緣故很憂愁。 12神對亞伯拉罕說：

「你不必為這童子和你的使女憂愁。 凡撒拉對你說的

話，你都該聽從;因為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13至於使女的兒子，我也必使他的後裔成立一國，因為

他是你所生的。 " （創世記21章）



9當時，撒拉看見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戲笑，
10就對亞伯拉罕說："你把這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因為

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我的兒子以撒一同承受產業。"11亞

伯拉罕因他兒子的緣故很憂愁。 12神對亞伯拉罕說：

「你不必為這童子和你的使女憂愁。 凡撒拉對你說的

話，你都該聽從;因為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13至於使女的兒子，我也必使他的後裔成立一國，因為

他是你所生的。 " （創世記21章）



因為律法上記著，亞伯拉罕有兩個兒子，一個是使女生的，一個是自主

之婦人生的。 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著血氣生的;那自主之婦人所生

的是憑著應許生的。 這都是比方：那兩個婦人就是兩約。 一約是出於

西奈山，生子為奴，乃是夏甲。 這夏甲二字是指著阿拉伯的西奈山，

與現在的耶路撒冷同類，因耶路撒冷和她的兒女都是為奴的。 但那在

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們的母。 因為經上記著：不懷孕、不

生養的，你要歡樂;未曾經過產難的，你要高聲歡呼;因為沒有丈夫的，

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 弟兄們，我們是憑著應許作兒女，如同以撒一

樣。 當時，那按著血氣生的逼迫了那按著聖靈生的，現在也是這樣。

然而經上是怎麼說的呢？ 是說："把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 因為使女

的兒子不可與自主婦人的兒子一同承受產業。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

們不是使女的兒女，乃是自主婦人的兒女了。 （加4:22-31）



事件起因 撒拉 亞伯拉罕 結果 評價
亞伯蘭與夏甲同

房，夏甲就懷了

孕;她見自己有孕，

就小看她的主母。

（創16:4）

撒萊對亞伯蘭說：

我因你受屈。 我

將我的使女放在你

懷中，她見自己有

了孕，就小看我。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

間判斷。（創16:5）

亞伯蘭對撒萊說：

使女在你手下，你

可以隨意待她。

（創16:6）

撒萊苦待她，她就從

撒萊面前逃走了。

（創16:6）

憑己意行事

撒拉看見埃及人

夏甲給亞伯拉罕

所生的兒子戲笑，

（創21:9）

就對亞伯拉罕說：

你把這使女和她兒

子趕出去！ 因為

這使女的兒子不可

與我的兒子以撒一

同承受產業。（創

21：10）

亞伯拉罕因他兒子

的緣故很憂愁。

（創21：11）

神對亞伯拉罕說：你

不必為這童子和你的

使女憂愁。 凡撒拉

對你說的話，你都該

聽從;因為從以撒生

的，才要稱為你的後

裔。 （創21：12）

合乎神的心

意



問題一，撒萊讓亞伯蘭娶夏甲是否有必要？

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門徒問耶穌說：“拉比，

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 是這人呢？ 是他父母呢？ ”耶穌

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

出 神的作為來。（約9:1-3）

不育的婦人 所生的孩子 經文
撒萊 以撒 創21:2
利百加 以掃，雅各 創25:21
參孫的母親 參孫 士13:24
哈拿 撒母耳 撒上1:20
以利沙伯 施洗約翰 路1:13
……



問題一，撒萊讓亞伯蘭娶夏甲是否有必要？

延伸問題，身陷困境的弟兄姊妹該如何走出困境？我們該如何去幫助他

們？

個人層面，讀經，禱告，領會神的話語

群體層面，藉助小組，說出自己的困境，接受小組的禱告，從另一個層

面看待自己的困境



問題二，讓夏甲生孩子歸在自己名下是否是撒萊的最優解決方案？

事件 亞伯蘭的年齡 經文
亞伯蘭出哈蘭 75 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年七十五歲。 （創12：4）

亞伯蘭娶夏甲為妾 85 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

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已經住了十年。 （創16：3）

以實瑪利出生 86 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亞伯蘭年八十六歲。

（創16：16）

應許撒拉生以撒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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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17：1）

我必賜福給她，也要使你從她得一個兒子。 我要賜福

給她，她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從她而出。

（創17：6）

撒拉生以撒 100 他兒子以撒生的時候，亞伯拉罕年一百歲。 （創21：

5）



問題二，讓夏甲生孩子歸在自己名下是否是撒萊的最優解決方案？

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
（創16：4）

當時，撒拉看見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戲笑（創21：9）

使地震動的有三樣，連地擔不起的共有四樣：就是僕人作王;愚頑人吃
飽;醜惡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續主母。 （箴30：21-23 ）



問題二，讓夏甲生孩子歸在自己名下是否是撒萊的最優解決方案？

延伸問題，誠心禱告卻遲遲得不到回應的弟兄姊妹該如何走出困境？我

們該如何去幫助他們？

個人層面，讀經，禱告，領會神的話語

群體層面，藉助小組，說出自己的困境，接受小組的禱告，堅定自己禱

告的心志。

耶穌基督設的不義的官的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路

18:1-8）



問題三，神是怎麼看待撒拉的？

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孕，因她以為那應

許她的是可信的。 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如同天上的

星那樣眾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 【來11：11-12】

按神的標準，我們都是一些不可愛的罪人，但是主耶穌基督以他的無
罪之身來為我們死，流下寶血洗淨我們的罪，神不再看我們的罪，而
是看著我們身上的閃光點，即使我們身上只有那麼一點點小小的閃光
點，神就是大大歡喜。



聖餐主日
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

的身體，為你們舍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林前

11：23-24）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

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林前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