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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和罗得的故事  
 
 

之一 
 

信心和顺服 

201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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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  
   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3.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 
   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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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得，连他们在哈兰所 
   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 
   就到了迦南地。 

创12:1-5 



  

• 我们大多来自异地它乡，经过不同地方(USA? UK?),
（暂时）生活在这里,将来要往哪里去 ?  

• 我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过去、现在、将来的故事; 
   我们每个人的故事也都不一样，我们可以从  
   <<亚伯兰和罗得的故事 >> 学习到什么 ？ 

• 我们现在或许不如意(灰心？失业？离婚？生病? ),
或许为生育操心？或许为儿女操心 (学习? 婚姻？就
业？健康？工作？ 家庭？)，或许… … ?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 怎样才能明白神的引领 ? 

• 我们过去或许犯过很大的错误,其结果至今都无法承
担,多么希望得到神帮助,怎样才能感受到神的看顾 ?
把不好的改变,转化为美好 ,重新有盼望 ! 



简单介绍 

1. 离开吾珥，离开哈兰 

2.亚伯兰和罗得的不一样 

3.小结 和 学习 

问题 
 
短片 
 
思想 
 
提醒 
 
见证 
 
分享 



亚伯拉罕 

是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中国称回教）
的先知，同时也是希伯来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共同祖先。 

因对耶和华神信心和顺服,他是圣经记载第一位因信称义之人，
又誉为信心之父。 

英语：Abraham，希伯来语：ַאְבָרָהם，阿拉伯语：ميهاربإ，音译
易卜拉欣。意为：多国之父。 

原名亚伯兰（英语: Abram, 希伯来: םָרְבַא, 意为崇高之父）， 
生于B.C. 2200 年左右,  相当于中国的夏朝。 



他拉 

哈兰 拿鹤 亚伯兰 

罗得 

(亚伯拉罕) 

撒 
拉 

以 
撒 

以 
实 
玛 
利 

夏 
甲 

以 
扫 

雅 
各 

(以色列) 



英语：Lot;   希伯来语：לֹוט，意即隐藏， 
罗得是亚伯拉罕兄弟哈兰的儿子。 
喝醉酒后从他两个女儿存留后裔, 是摩押人和亚扪人的始祖。 

罗得 

亚伯兰接受耶和华神的呼召, 离开哈兰时,带着罗得一同离开。
他们过著游牧的生活, 渐渐富有起来, 拥有很多牲畜, 以致当
地无法容纳他们, 他们的牧人经常发生冲突。亚伯兰顾及与罗
得的关系, 提出分开各自发展。罗得选择了靠近所多玛与蛾摩
拉一带的平原, 后来渐渐移到所多玛居往。亚伯兰则住在迦南
地。因为所多玛城内罪恶甚大，耶和华决意要毁灭所多玛, 但
怜恤罗得, 派天使特来救他和他的家人,可是罗得还是犯糊涂迟
延不走。 

因罗得为他人的罪恶忧伤, 使徒彼得仍称他为“义人”。 
罗得一生曾犯了很多的错误, 所多玛毁灭后, 同他的两个女儿
住在山洞里。他一生有很多教训我们可以,应该吸取。 



--- 离开吾珥 

亚伯兰生长在吾珥 
 
创11:26-28 

26. 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鹤、哈兰。 
27. 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鹤、哈
兰。哈兰生罗得。 

28. 哈兰死在他的 本地 迦勒底的 吾珥，在他父亲他
拉之先。 

1.离开吾珥，离开哈兰 



1. 亚伯拉罕是  在吾珥时第一次听见神的呼召,  

•  使徒行传7:2-3  当日亚伯拉罕还未住哈兰(吾珥)
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

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 创世记15:7   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

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吾珥，为要将这地赐你为
业。”  

• 尼希米记9:7  你是耶和华 神，曾拣选亚伯兰，
领他出迦勒底的吾珥，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 

听见神的呼召 



http://1.bp.blogspot.com/-tpZah7ksBC8/TkSe14El2CI/AAAAAAAAG4I/RY2fyKz9UIw/s1600/Abraham+journey.png




    乌尔第三王朝又称为乌尔帝国，在约主前2113年, 
乌尔纳姆(Ur-Nammu) 建立乌尔第三王朝，在位期间

统一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诸城邦，建立起了强大的集权
王朝。约主前2006年，被埃兰人所灭。 

乌尔帝国 

据史料记载，亚伯兰离开吾珥之时，中东正处于第三
王朝, 或称“吾珥时期” 。 
 
吾珥是中东最发达的城市, 因为迷恋家乡的美丽富饶,
他的兄弟拿鹤就没有离开吾珥（11:31) 。 



吾珥城的遗址  

1929年的春天发现  



乌尔第三王朝时的神庙遗迹 

(约书亚记24:2)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古时你

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鹤的父亲他拉，住在大

河那边事奉别神 .   ---拜偶像 



吾珥第三王朝（2113-1991BC）  
拜偶像 

向守护神Shamash 献祭 這些神廟供奉的是月神Nin - Gal  



乌尔第三王朝时的神庙复原图 



创世记11:31 

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得，

并他儿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迦勒底的
吾珥，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
就住在那里。 

他拉是亚伯兰的父亲, 是族长。 

出了吾珥，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http://1.bp.blogspot.com/-tpZah7ksBC8/TkSe14El2CI/AAAAAAAAG4I/RY2fyKz9UIw/s1600/Abraham+journey.png




   哈兰是世界上最早有人居住的地方之一,位于通商的
要道上,公元前2000多年前就已形成了一座城市, 是当
时商业、文化和宗教的中心。 

哈兰 

      哈兰是位于纳格兰中央，从地形来看，这里相当于
一座堡垒，四面环水。 

   哈兰发生多次的战争, 13世纪中期蒙古军队打到这
里, 施以毀灭, 直到今日都沒有恢復。    



阿拉伯人直到今天,还继承了這一拜偶像的传統, 不
少阿拉伯国家（如土耳其、毛利坦尼亚、阿尔及利亚、

突尼西亚等國）的国旗上都有新月的标记, 甚至清
真寺的屋頂也都放新月的标记。 

考古发现，月神的崇拜中心主要有哈兰和吾珥。 直
到罗马时期，哈兰仍是月神（Moon God, Sin）崇拜
的中心。 

哈兰 



  哈兰遗址上的蜂巢式小屋 

房顶部都做成圆锥形, 尖顶是个洞, 用于采光和通风 。 



亚伯兰在哈兰再次蒙神呼召, 创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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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离开哈兰 

亚伯兰离开吾珥是神的旨意。神是忌邪的神（参出
20:3-6）， "吾珥"和"哈兰"都是崇拜月神的中心。 



亚伯兰离开哈兰的难处 

1. 前途不明, 
2. 父亲他拉喜欢住在哈兰,不愿再走, 
3. 父亲他拉年纪老迈,需要人照顾, 
4. 哈兰生活舒适, 
5. 其他. 



他拉住在哈兰, 死在哈兰 

1. 他拉活到七十岁, 生了亚伯兰、拿鹤、哈兰。(创11:26)  

2. 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创12:4)  

3. 他拉共活了二百零五岁，就死在哈兰。 (创11:32) 

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他拉145岁 (70 + 75).  

他拉住在哈兰60 年 (205 – 145). 



  如果是你是我， 
             会不会有信心而顺服？ 

问题    

要知道： 
• 于一般世人价值指向相反, 
  (不合人的潮流,不合人的常理) 

• 已经走了近千公里, 

• 无法继续孝敬父亲, 

• 更重要的是,还不知往哪里去! 



  

Video 短片 



思想    

世上不知有多少人死在拜偶像,死在罪中! 

不知道你现在（看了这短片）的心情怎样 ? 

惋惜和凄惨  

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神的福音,但很多人听过神的福 
音仍不肯接受。 

很多数人不是不愿相信神,不肯接受神主耶穌,而是: 

• 不愿放下, 
• 不肯离开。 



然而，我们这些相信神并且接受主耶穌的人, 
 又怎么样呢？ 

2. 亚伯兰和罗得不一样    

放得下吗?     先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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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得也有牛群、羊群、帐棚。 

6. 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
居。 

7. 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
罗得的牧人相争。 

8. 亚伯兰就对罗得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
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注：原文作“弟
兄”）。 

例子 1          《创世记 》13: 



 9.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 向
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10 罗得 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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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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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伯兰 罗得 

信心和爱心 肉体 

求告耶和华 顺从自己的私欲 



提醒    

不少世人顺从自己的私欲, 
 在赌博, 
 吸毒,  
婚外情, 

拜偶像中渐渐挪移帐棚, 越陷越深, 不能自拔。  

顺从自己的私欲 

渐渐挪移帐棚 

感谢神, 也有不少人听了神的福音,悔改归向神。 

但很多人至死 
• 不愿放下, 
• 不肯离开。 
以至于家破人亡 ! 



1.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2.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

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
上，把他献为燔祭。” 

3.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

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
的地方去了。 

4.  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 

5.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

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 你们这里来。”  

6.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
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 

例子 2     亚伯拉罕献以撒 《创世记 22:1-14》 



7.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哪！”亚伯拉罕说：

“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
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8.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
羔。”于是二人同行。  

9.  他们到了 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
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 

10.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 
11.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

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12.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 

       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 神的了，因为你没有  
       将你的儿子，就是你 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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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 
   （注：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 
      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亚伯拉罕 
献以撒 

伦勃朗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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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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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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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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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3  天使拉罗得逃生  《创世记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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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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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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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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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伯拉罕 罗得 

对神的信心 大 小 

对神的呼召 立刻回应 将信将疑 

结果 得胜蒙福 失败 

对神的带领 信而顺服 讨价还价 

生活态度 求告耶和华 顺从私欲 

行事方式 与神同行 
“我在这里” 

凭血气 

言行不一 

2. 亚伯兰和罗得不一样 



今天,我们一起 
 回顾了亚伯兰和罗得的故事(一部分),  
 分享了不少关于吾珥和哈兰的资料, 
 对亚伯兰和罗得做了比较, 
 发现亚伯兰和罗得不一样。 

3.小结 和 学习    

其目的是:帮助我们(包刮我自己) 

此外, 进一步坚定对圣经记载真实性的信心, 
      进一步了解圣经相关记载的真实背景。  

• 明白“离开”的重要, 

• 吸取 罗得的教训, 

• 学习 亚伯拉罕 对神信心和顺服， 



1). 神呼召: 离开吾珥,离开哈兰 
                          --- 被分别为圣 

我们的神是耶和华，祂就是爱。祂的爱，祂的呼召，祂
的话语，不曾改变，永不改变。神一直看顾、引领我们
（下回分享），不曾改变，永不改变。改变的是我们,
因为我们的旧我和肉体常常受罪的辖制而贪恋世界,这
样,罪使我们无法充分享受神的爱。(创世记6:5,12) 耶和

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凡有
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旧约时代神先呼召亚
伯拉罕离开吾珥和哈兰，目的是： 

1）为了使他远离偶像,被分别为圣, 
2）也是神看顾、保守他， 

3）赐福于他,也要叫别人得福,要叫他成为大国，要万
族因他得福。 



今天，神不曾改变爱我们。新约时代神对我们的呼召不

曾改变，让我们离开罪恶、远离偶像、分别为圣不
曾改变，只是我们信心不足。以致我们的神，耶和华，
特派基督耶稣,(马太福音1:21)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
里救出来 ，目的照样是为了赐福于我们。 

1). 神呼召: 离开吾珥,离开哈兰 
                          --- 被分别为圣 



真实的信心对象必须是神而不是我们自己，信心的凭据 
不是我们肉体的看见或认识, 而是神先向我们说话,需 
要我们有灵里的看见与听见(如:亚伯拉罕献以撒 ),在于我 
们灵里得着神的话，神的应许，神的呼召。倘若神没有 
向我们灵里说话，我们的信心只是自信,凭肉体,凭血气。  

(如:罗得要舍两个女儿),而不是圣经里的信心。 (创 6:3) 
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 
面。”神的呼召常与我们肉体的需要相反，我们常常自 
以为有头脑，有知识，有经验；却不知这些都是属世的， 
属肉体的，有限的，很容易出现错误和问题。 

2).学习 亚伯拉罕对耶和华神 
                         --- 信而顺服 

全部新约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只有两个，一
是信心，一是顺服。 



耶和华说：“你要离开… …,亚伯兰 就照着 … 去了！
当神叫他说：“亚伯拉罕！”他就说：“我在这里。” 
对神的呼召,亚伯拉罕立刻回应，对神的带领, 亚伯拉罕

信而顺服；（下回分享）神给亚伯拉罕各样的应许和祝
福，都是在他顺服离开哈兰以后发生的 。 

2).学习 亚伯拉罕对耶和华神 
                         --- 信而顺服 
顺服 是信心的果子, 真实的信心必然带出顺服神的行

动，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
的(雅各书2:20-22)。 

没有顺服神,天使变成了魔鬼 ! 
没有顺服神,好人也可以变得十分可怕 ! 

只要不愿放下,不肯顺服神 ,   
  那就只能在哈兰 、只配在哈兰 ! 



2).学习 亚伯拉罕对耶和华神 
                         --- 信而顺服 

今天，神也照样要赐福给我们,也照样拣选、呼召我们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需要我们学习 亚伯拉
罕,信而顺服才能一步一步跟随神的带领，并最终得到
神的祝福。 

分享 

只要我们顺服神，就是神做主,不再是我们自己做主。 

谁做主,当然谁责任!自己做主,自己责任;神做主,神责
任。只要我们顺服神,因为祂是信实的, 祂必定要为我们
今后的一切责任,  。 



可惜罗得也不明白“离开”的真实意义,或者说,不愿
放下世界的享受，不能胜过世界的诱惑。 

3).吸取 罗得的教训 
                                               --- 凭血气,靠自己 

虽然罗得起先跟随亚伯拉罕离开了吾珥,离开了哈兰,但
后来还是顺从私欲，又回到世界,渐渐挪移帐棚,直到在
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的所多玛。 

耶和华怜恤罗得，在决意要毁灭所多玛前，派天使特
来救他和他的家人，但罗得还是犯糊涂迟延不走。 
 
对神的呼召,罗得将信将疑;对神的带领,罗得又讨价还价;

虽然罗得认识神,但面对神时,还是凭血气依靠自己。 



• 今天, 我们许多不信主的人 还是与罗得相似 

                              --- 迟延不走？ 
         还是硬着心不愿相信神的儿子耶稣, 

        还是不愿相信祂是为救我们离开罪恶而来。 

• 今天, 我们许多信主的人,虽然认识神,但还是与罗得
相似                        --- 凭血气行事 ?  

        还是信不过神,将信将疑, 
        还是自己做主! 不愿放下自己, 
        还是不肯“离开”,不愿 顺服神 多一点! 

那,我们又怎么样呢? 会比罗得好吗 ？ 

见证  



求神 怜恤 我们: 

求神 帮助我们: 

                    道理都知道,  就是做不到! 

         学习靠主而不再靠自己, 
         信而顺服, 

         就一切都能做到! 

“ 阿门 ！ ” 

感谢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