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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和罗得的故事  
 

1. 信心和顺服 
2. 神的引领 

3. 要叫别人得福 
4. 所多玛的毁灭和同性恋 

5. 神的怜悯 



简单介绍 

1. 亚伯兰的境况 

2. 罗得的的境况 

3. 我们的学习 



【释 义】中文 
对肉体或精神上遭受痛苦的人或者对不幸的人表
示同情。 
【近义词】 可怜， 怜惜。 

什么是怜悯 ? 

我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只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 



旧约里多个希伯来文字译成英文神的“怜悯”，其中： 

 

 

什么是神的怜悯 ? 

1. Mercy“怜悯”慈爱 

 

2.怜恤，“牵肠挂肚” 

行动 护犊 

1. Checedh  表达神对我们 “良善”，虽然我们不配。

这个字出现250次，170次都译成Mercy“怜悯”，30

次译成“神的慈爱”；有50次译成kindness和

goodness “良善或者慈悲”。 
 

 
2. Racham  原文意思是“肠子”，“牵肠挂肚”。表达   

   神看到我们的光景，以致祂整个的肠子都被牵动。英 

   文是Compassion，怜恤。 

 

 



出埃及33:18-19 

摩西说：“求祢显出祢的荣耀给我看。 ”耶和华

说： “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

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

悯谁！” 

 

马太福音9:13“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 

 

怜悯 是神自己一切美善和荣耀的重要品质，也是
祂所喜悦的。 



个人状态 

3 1 

2 

1 : 遭遇，软弱，犯罪 2: 神的怜悯 3: 个人反应 

神的怜悯临到我们个人 

神 人 互动 



1. 亚伯兰的境况 



哈兰 

吾珥 

示剑 

伯特利 

埃及 

希伯仑 

神对亚伯兰的怜悯 

幔利 



亚伯拉罕是信心伟人， 
 
为什么还需要神的怜悯  ？ 



饥荒？应许之地会有饥荒？ 

没错。难道，相信神相信错了？ 到迦南是失策？ 

亚伯拉罕看来, 相信神当然没信错。 

神要让亚伯拉罕成长。 

饥荒的临到不只是对他一种操练，以免属神的人承
受过于他所能承受的试探。更是为将来作豫备。 

A. 苦难的发生------“那地遭遇饥荒。” 



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会遇到的同样处境，或许发出同

样的问题“为什么是我？ ”我们或许拥有辉煌的过

去，埋怨未信主之前自己的光景胜于今天。决志后却

反遭遇灾难，如失业，生病。很象亚伯拉罕，从前在

吾珥或哈兰时未曾有饥荒。 

再想一想，我们信主的动机是什么？ 

如果神允诺我们一信主，并赐财源滚滚，万事如意，

那么冒牌基督徒不知会有多少！所幸神并未这样。 

神允许苦难来临，是好让我们往下扎根，就像狂飓使

得树根更深抓牢地面。让我们更多经历祂的同在和怜

悯。藉此加强我们对神的信心。 



创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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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得也和他  
   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 

从属世角度来看，亚伯拉罕是成年； 

但从属灵角度来看，他还年少，有软弱，需要成长。 

 

B. 软弱，无力自救  



按照圣经的寓意，埃及代表世界，倚靠肉体的膀臂。 

由于亚伯拉罕定睛在自己的困境，采用了自救方法。

显然神允许但并没有指示他下埃及去。 

当面对困境，我们很多的时候也都会寻求世界的帮

助，在惊惶失措下，可能不知不觉中采用了颇有问题

的自救途径，这不正是下埃及吗？ 

神的公义：我们与世人一样，经历苦难，需要成长。 

神的怜悯：我们与世人不一样，我们有 神同在，神为

我们牵肠挂肚。 



● 失去信心，亚伯拉罕下埃及， 

C. 罪的限制 

● 失去勇气，他怕埃及人好色，怕他们为了夺取撒拉

而杀掉自己。 

● 撒谎，怂恿太太谎称是他的妹子。虽然说撒拉是他的

妹子固有几分真实，但这样说也是存心撒谎。 

● 自私，只顾自己能脱身，连最亲近最疼爱的人都可牺

牲，并且会危及神所应许的后裔。 



神的怜悯临到 

耶和华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神。 

创12: 
17.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莱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
他的全家。 
18. 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作的是什么事
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是你的妻子。 
19.为什么说、他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他取来要作我
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他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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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伯兰面对神的怜悯怎样反应？ 

创13: 
1.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得，并一切所有的，都 
  从埃及上南地去。 
2.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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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求告耶和华的名，献上感恩。 
亚伯兰恢复与神相交，重新过信心依靠神的生活。 



2. 罗得的的境况 



伯特利 

所多玛 

应许地 

琐珥 

罗得的困境 
创世记13: 
7.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得的牧人
相争。 
10.罗得举目看见约但河的全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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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于是罗得选择约但河的全平原、
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12.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得住在

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棚、直
到所多玛。 
13. 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

极。 
  



创世记14: 
14. 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

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
精练壮丁三百一十八人，
直追到但。  
15. 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

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
马士革左边的何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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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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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说：“我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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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罗得 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得为
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 

罗得和天使 1 

• 罗得享受所多玛， 
• 表面认识 神， 
• 大发热心， 
• 但不留心神的话。 

神的怜悯临到 



6. 罗得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 
7. 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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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向他们做什么。” 
9. 众人说：“退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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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得拉进屋去，把门关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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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得和天使 2 

• 大发热心， 
• 但不留意神的作为。 



12. 二人对罗得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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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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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罗得 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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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得和天使 3 

不留心神的话。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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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得你因这城里 
   的罪恶同被剿灭。”  
16.但罗得 迟延 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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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得和天使 4 

不顺服神的话。 



Peter Paul Rubens作品，绘于17世纪 

天使拉罗得逃生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Peter_Paul_Rubens_076.jpg


20.“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 
   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 
21.天使对他说： “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倾覆你所 
   说的这城。 
22.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
做甚么。”因此那城名叫琐珥(就是小的意思)。 
23.罗得到了琐珥，日头已经出来了。…… 
30.罗得因为怕住在琐珥，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琐珥上去，
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 

罗得和天使 5 

• 讨价还价 

• 忘记 神的应允 
• 得到神的怜恤后，还是怕。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c/c3/Wolfgang_Krodel_d._%C3%84._002.jpg


罗得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教训。 

罗得也给世界留下了两个儿子：一
个名叫摩押，就是摩押人的始祖；
一个名叫便亚米，就是亚扪人的始
祖。摩押人和亚扪人都是以色列人
长久的难处。 



亚伯拉罕 罗得 

时间 暂居 长居 

地方 埃及 所多玛 

个人反应 先怕后不怕 先不怕后怕 

方式 避难 享受 

处境 危险 危险，不知 

改变处境 不能 不能，不想 

 亚伯兰和罗得一样和不一样 

神的怜悯 一样 一样 

态度 欢喜领受 勉强 



个人状态 

3 

个人状态 

1 

2 
1 

2 
3 

1 : 遭遇，软弱，犯罪 2: 神的怜悯 3: 个人反应 

 亚伯兰和罗得一样和不一样 



不是神不怜悯， 
而是他们根本不认、不信、不怕神。 

 罗得不算最糟的。 



3. 我们的学习 



希伯来书4:16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
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  作随时的帮助。 

•  我们要神的怜悯，要得怜恤 

在这个世界没有完全的人，基督徒也不例外。我
们都有软弱的地方，软弱的时候。 

信心、谦卑、顺服 

扶得起 



马太福音 18:33     耶稣说： 
“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么。” 

•  怜悯人，怜恤人 



路加福音10:30-37 邻舍 

“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提醒    

 对别人举着“正义”的大刀，毫无 怜悯， 

  “替天行道”，见谁砍谁。 
     行法利赛人所行的。 

  

 对自己举着“怜悯”的大旗，无病呻吟，  
   长久软弱，不思进取，一事无成。 
      忘记神又是公义的神。 

  



马太福音5:7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