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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兰与罗得分地而居  (创 13:1-18) 
 

吕振中译本 ESV	   MSG	  

1 亚伯兰从埃及上南地去，他和他妻
子、跟他一切所有的、以及罗得、都
和他同行。2 亚伯兰有的牲畜金银极
多。3 他从南地按着路站走，直到伯
特利，到了伯特利和艾的中间，他起
先支搭帐棚的地方，4 他先前造祭坛
的地方；在那里亚伯兰呼求永恒主的
名。5 跟亚伯兰同行的罗得也有羊群
牛群和帐棚。6 那地容不下他们住在
一起；因他们的活财物很多，他们便
不能住在一起。7 牧养亚伯兰牲畜的
人和牧养罗得牲畜的人就起了分争。
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住在那地。8

亚伯兰就对罗得说∶「你我之间、不可
分争；你牧人和我牧人之间、也不可
分争，因为我们是族弟兄。9 所有的
地不都在你面前么？请离开我！你
左，我就向右；你右，我就向左。」
10 罗得举目，看见约但河那一片平原，
沿到琐珥的路向，各处水源充足，在
永恒主还没有毁灭所多玛蛾摩拉以
前，就像永恒主的园子，就像埃及地
一样。11 于是罗得选择了约但河那一
片平原，向东边往前行，他们就彼此
分离了。12 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得
住在那片平原的城市，渐渐搬着帐
棚，直到所多玛。13 说到所多玛人，
他们是坏人，是大大悖逆永恒主的罪
人。14 罗得离别了亚伯兰以后，永恒
主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
举目向北此、向南、向东、向西观看！
15 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
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16 我要使你
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若有人
能数得清地上的尘沙，你的后裔也就
能数得清。17 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
因为我都要赐给你。」18 亚伯兰就搬
了帐棚，来到希伯崙幔利的圣笃耨香
树（或译∶圣橡树）那里住下；在那里
他给永恒主筑了一座祭坛。 

1So Abram went up from Egypt, he and his 
wife and all that he had, and Lot with him, into 
the Negeb. 
2Now Abram was very rich in livestock, in 
silver, and in gold. 3And he journeyed on from 
the Negeb as far as Bethel to the place where 
his tent had been at the beginning, between 
Bethel and Ai, 4to the place where he had made 
an altar at the first. And there Abram called 
upon the name of the LORD. 5And Lot, who 
went with Abram, also had flocks and herds 
and tents, 6so that the land could not support 
both of them dwelling together; for their 
possessions were so great that they could not 
dwell together, 7and there was strife between 
the herdsmen of Abram's livestock and the 
herdsmen of Lot's livestock. At that time the 
Canaanites and the Perizzites were dwelling in 
the land. 
8Then Abram said to Lot, “Let there be no 
strife between you and me, and between your 
herdsmen and my herdsmen, for we are 
kinsmen. 9Is not the whole land before you? 
Separate yourself from me. If you take the left 
hand, then I will go to the right, or if you take 
the right hand, then I will go to the left.” 10And 
Lot lifted up his eyes and saw that the Jordan 
Valley was well watered everywhere like the 
garden of the LORD, like the land of Egypt, in 
the direction of Zoar. (This was before 
the LORD destroyed Sodom and 
Gomorrah.) 11So Lot chose for himself all the 
Jordan Valley, and Lot journeyed east. Thus 
they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12Abram 
settled in the land of Canaan, while Lot settled 
among the cities of the valley and moved his 
tent as far as Sodom. 13Now the men of 
Sodom were wicked, great sinners against the 
LORD. 
14The LORD said to Abram, after Lot had 
separated from him, “Lift up your eyes and 
look from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northward 
and southward and eastward and westward, 
15for all the land that you see I will give to you 
and to your offspring forever. 16I will make 
your offspring as the dust of the earth, so that if 
one can count the dust of the earth, your 
offspring also can be counted. 17Arise, walk 
through the length and the breadth of the land, 
for I will give it to you.” 18So Abram moved 
his tent and came and settled by the oaks of 
Mamre, which are at Hebron, and there he built 
an altar to the LORD. 

1So Abram left Egypt and went back to the 
Negev, he and his wife and everything he 
owned, and Lot still with him. 2By now 
Abram was very rich, loaded with cattle 
and silver and gold. 
3He moved on from the Negev, camping 
along the way, to Bethel, the place he had 
first set up his tent between Bethel and 
Ai 4and built his first altar. Abram prayed 
there to God. 
5Lot, who was traveling with Abram, was 
also rich in sheep and cattle and tents. 6But 
the land couldn’t support both of them; 
they had too many possessions. They 
couldn’t both live there - 7quarrels broke 
out between Abram’s shepherds and Lot’s 
shepherds. The Canaanites and Perizzites 
were also living on the land at the time. 
8Abram said to Lot, "Let’s not have 
fighting between us, between your 
shepherds and my shepherds. After all, 
we’re family. 9Look around. Isn’t there 
plenty of land out there? Let’s separate. If 
you go left, I’ll go right; if you go right, 
I’ll go left." 
10Lot looked. He saw the whole plain of 
the Jordan spread out, well-watered (this 
was before God destroyed Sodom and 
Gomorrah), like God’s garden, like Egypt, 
and stretching all the way to Zoar. 
11Lot took the whole plain of the Jordan. 
Lot set out to the east. 12Abram settled in 
Canaan; Lot settled in the cities of the 
plain and pitched his tent near Sodom. 
13The people of Sodom were evil-flagrant 
sinners against God. 
14After Lot separated from him, God said 
to Abram, "Open your eyes, look around. 
Look north, south, east, and 
west. 15Everything you see, the whole land 
spread out before you, I will give to you 
and your children forever. 16I’ll make your 
descendants like dust-counting your 
descendants will be as impossible as 
counting the dust of the Earth. 17So-on 
your feet, get moving! Walk through the 
country, its length and breadth; I’m giving 
it all to you." 
18Abram moved his tent. He went and 
settled by the Oaks of Mamre in Hebron. 
There he built an altar to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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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 
1. 亚伯兰全家的回归 (13:1) 

2. 亚伯兰与罗得决定分地而居(13:2-7) 

3. 罗得得约旦河平原亚伯兰得迦南地(13:8-13) 

4. 亚伯兰蒙神赐福后裔地大人多(13:14-18) 

观察、解释、应用﹕ 
亚伯兰全家的回归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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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伯兰在埃及不受当地人的欢迎后，决定从埃及北上回到迦南的南地。这时亚伯兰全家与罗得已经非常的富有，
要带着所有的牛羊财富把整个家族搬回迦南地实在不容易。但是亚伯兰一家之主的决定就是搬回南地，不再居住
在神没有应许的埃及地。 

思想：自己有没有搬家的经验？是什么原因促成搬家的决定？当时的感受如何？ 

应用：如果自己还没有属灵的家，请快快找到你属灵的家而成为家中的成员。 

亚伯兰与罗得决定分地而居(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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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伯兰的钱财极多对他的灵命有什么影响？从这段经文看到亚伯兰并没有因为钱财的增多而影响他与神亲密的关
系。他还是以敬畏神、保持与神亲密的关系为大前题。「伯特利」是「神殿」、「神的家」的意思。当亚伯兰离
开了神的家下埃及外邦偶像之地而灵命受到打击创伤后，经过神的引领「渐渐」回神的家，让神自己来医治他、
重新认知唯有神是永远可信可靠的。在伯特利和艾的中间有一处特别的地方，是亚伯兰从前搭过帐棚并且筑过坛
的地方。当他回到这地方时，他又在那里向耶和华祷告，恢复与神亲密交往的关系。换句话说，亚伯兰是已经有
一阵子离开神、与神没有亲密来往的关系了。 

除了亚伯兰的家庭以外，他的侄儿罗得这时候是与他一同起居、一同行动的。罗得当时也与亚伯兰一样地蒙福、
财富产业极其繁多，多得容不下他们两个家族那么众多的人口相聚在一起，而使得他们双方的牧人们起了争执。
教会的团契或查经班会也可能会有争执，会是因为哪些因素而起争执的呢？如何不让教会因钱财而起纷争？教会
的成员如何平衡灵命与物质上的需求？主耶稣教导门徒要积财宝在天上，这是要我们把价值观作怎么样的调整？
「迦南人与比利洗人」代表当时在那地方居住，但并不是神选民的那些民族，他们并不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
并且是拜偶像的。 

思想：如果你钱财极多，对你会产生什么作用？积极方面如何？消极方面又如何？自己有没有认识的朋友已经有
一阵子没来团契或教会？怎么关怀这样的朋友？自己如今每天与神的关系交往如何？祷告生活亲密吗？读经有没
有内容？团契生活紧密吗？什么是你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阻拦？如果自己产业很多，你觉得好处是什么？坏处又
是什么？教会大是不是也有她的好处与坏处？团契又如何？如果教会中的成员有纷争而让不信的朋友看见，你觉
得会产生什么影响？你觉得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应当如何在不信的人中间作见証呢？ 

应用：如果身旁有一阵子不聚会的朋友，请打电话作关怀。如果自己与神在一起的时间太少，请增加自己与神同
行的时间，如灵修、聚会、查经等等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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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得得约旦河平原亚伯兰得迦南地(1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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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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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先讲话？是亚伯兰先讲话。当然亚伯兰是长辈，有权柄先讲话。不过从讲话的内容来看，是亚伯兰自动愿意
放弃他的权益，而让罗得先作选择。也就是说亚伯兰的心胸十分的宽大，并不计较物质上的一些得失。他所注重
的是亲情、兄弟间亲密的关系比物质上的得失重要多了。他也清楚告诉罗得简单的解决办法，二选一那么简单。
同样地，如果我们注重彼此间连接相爱的关系，超过任何物质上的得失，那么肢体间息息相关的生命关系就会特
别的显明出来、有美好的见证。亚伯兰不但心胸宽大，他也有强大的领导力能够代表全家说话作决定。全家都自
然地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教会需要的就是这样有榜样、有属灵权柄、有爱心的带领人在整个教会产生积极和谐
的作用。如果有爱心，心胸一定不会狭窄！经常能够从神宽大遥远的角度看事件，而不是凭肉眼！ 

罗得则是反面的例子。他只凭肉眼所看见的作决定。他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琐珥作牧养牛羊的草地非常适
合。但是他没有洞察到所多玛与蛾摩拉两地一直走向败坏，是神将要用火毁灭的对象。罗得所看到的约旦河的全
平原就好象神起初创造的伊甸园那么美好！当然亚当夏娃犯罪后的伊甸园情况又不一样了。同样地，我们是不是
也像罗得一样，所看见的是肉眼上的所见。并没有看见更深厚的意义呢？使徒约翰曾警告所牧養的教會「因为凡
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
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约壹 2:16-17) 我们所有天父的儿女所当注重的不是世
界上的事(不贪爱这个世界)，而是专注于天父所重视的事，也就是在这段经文中，亚伯兰生活上谦让人敬畏神的好
榜样。 

罗得不但不尊重长辈而先选择了肥沃的平原，现在又选择了定居城市的繁华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他放弃简朴的生
活方式，而追求大都市多彩多姿但充满罪恶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罗得是渐渐走向败坏的。这提醒我们在我们日
常生活是不是每次作决定，先以神的价值观来断定？如果我们每作一决定都是以讨神喜悦为先决条件，那么日常
生活天天都能帮助我们灵命进深，更加爱主事主。 

这里说：「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从(创 19:4-5)所描写所多玛人所犯的罪是同性恋的罪行，也就是
说同性恋这罪是神认为罪大恶极的罪。我们如今活在是非不明、没有绝对真理的黑暗世界，当更加十分的小心谨
慎免得一失足而成为千古恨。不知道你对同性恋的敏感度有多深？在美国这个赞同同性恋合法的国家，身为真正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坚持自己的立场看法并不容易。 

思想：亚伯兰有些什么美好的品格？你自己有什么美好的品格？又有些什么品格需要加强的呢？你认为心胸的宽
广是怎么造成的呢？什么样的人比较会有属灵的洞察力？你怎么表达你从圣经上看到神所喜悦的生活方式？对自
己、对家中的后代如何教导？如果教会团契中有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或看法，你会不会表达你的立场？ 

应用：如果在团契或教会有别人坚持某些意见看法 (当然不是违反圣经的基本原则)，学习谦让不坚持己见。 

亚伯兰蒙神赐福后裔地大人多(13:14-18) 
14 罗得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15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16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
数算你的后裔。17 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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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得与亚伯兰分开以后，亚伯兰并不是孤孤单单的，而是神自己又向亚伯兰显现，并且再度的鼓励他。神要亚伯
兰举目向东西南北全方位的观看，打开属灵的眼睛，看到肉眼看不到神所赐的一切。神要亚伯兰看到的不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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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赐广大的迦南美地（参创 12:1-3, 13:14-18, 15:1-21, 17:1-27），并且有多如天上星星、地上的沙那么多的后
裔，此外又加上极大的福气（参创 12:2-3, 18:18）。注意这里所赐的地是不受时间限制，是一个永远有效的应许。
如果从空间来看，也是不受空间限制的，「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指亚伯兰凭着信心所见到的应许地都是他的，
当然亚伯兰在世时，并没有亲自得到这应许地，而是他的后裔后来所承受的。所以这应许地也不受空间的限制。
不过神也要求亚伯兰「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也就是除了信心以外，要加上行动。而亚伯兰也确实马上采取
行动，「来到希伯仑幔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并且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马上开始敬拜讚美神。 

除了广大的应许地之外，神对亚伯兰另外一个无条件的应许是：「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
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这个应许如果只是从血统肉身的后裔来看，人数还是相当的有限；但
是从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信神儿女都是亚伯兰的后裔这个角度来看，那就比血统肉身方面的后裔多得多了，据统计
现在全世界约有 23 亿基督徒，这是十分浩大的一个数字。 

思想：神的赏赐中，你比较注重的是什么？实际能感受到的事物？或是心灵上能体会的赏赐呢？在你日常生活的
活动中，你能数算什么活动算是「筑坛」的活动吗？ 

应用：如果还没有开始定期家庭聚会，请计划开始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