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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创19:1-14
注释：《先祖与先知》第14章

并非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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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罗得就出去，告诉娶了

聚光灯
“世人的救赎主声称，有一些罪比使所多玛和蛾摩拉
遭毁灭的罪更大。那些听见福音的邀请呼召罪人悔改而不
加以留意的人，在上帝面前比西订谷的居民更为有罪。还
有比这更大的罪，就是那些自称认识上帝并遵守他诫命的
人，却在他们的品格和日常生活上否认基督。”（《先祖
与先知》第14章，第20段）

他女儿的女婿们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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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19:14）

你

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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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向他们作什么。’”

如果你所住的城市马上要发生一场灾难，将下面的
五个警告，按照重要性排列，（1代表最先；5代

走进
故事

表最后）。
____我想让我爸妈得到警告。
____我想让我朋友得到警告。
____我想让我宠物得到警告。
____我想让别人警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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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我想让整个城市得到警告。

他们说：‘不！我们要
在街上过夜。’

吗？

你知道

所多玛、蛾摩拉并不是创世记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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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主啊，
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
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

十九章中上帝所毁灭之城市最
初的名字。很不幸，所多玛、蛾
摩拉两城真正的名字并没有保存
下来。所多玛源自希伯来文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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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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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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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om，意思是，“燃烧。”蛾摩拉
源自希伯来文词语Amorah，
意 思 是 ， “毁 灭 的 废
堆。”这些地名显然
是人们在灾后起的，并
不是它们原本的名字。

罗得出来，把门
关上，到众人那里，
说：‘众弟兄，请
你们不要作这恶
事。我有两个
女儿，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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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那二
人伸出手来，将罗得拉进屋去，
把门关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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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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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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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得就出去，告诉娶了他
女儿的女婿们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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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19:1-14）

走出
故事

妙语连珠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
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来13:2）

谁是这故事中的主要人物？

“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
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
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利19:34）
“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
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
呢！”（诗31:19）

故事中哪些部分是理解重点的关键？（用底线标注）
故事中的哪些部分是你以前不知道的？（用箭头标注）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
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
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罗12:2）

罗得在顺从天使离开所多玛的命令之前曾经犹豫。这是真
顺从吗？请解释。

“所 以 你 们 若 真 与 基 督 一 同 复
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
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
（西3:1）

哪些表示情感、行动的词语以及形容词使这故事内容丰富？
（用四边形标注）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
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
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
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
不行的。”（书11:15）

你认为罗得的女婿为什么不相信他？

言锦囊

如果与犯罪的人比邻而居决不是一个聪明之举，罗得应该怎
么做？

名

“一件顺从的行为强过千篇讲
道。” ——迪特里希•潘霍华，二
十世纪德国路德宗牧师，神学家。

“人 蒙 救 赎 的 第 一 步 就 是 自 知 己
罪 。 ” ——赛内卡，公元一世纪罗马哲学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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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本周课程“你的看法？”部分给
你出了个难题，假如灾难发生，
按照次序，你要先警告谁？
正如我们在本周课程中看到的，
上帝非常严肃地对待祂所发出的
警告。阅读以下几节经文：代下
19:10；结3:18；结33:9。
上帝在这几节经文中明确指出了
不听从祂警告之人的结局。将这
些结局列在下边：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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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走进故事”部分的经文。
圣经中的故事很少有像这篇如此
惊心动魄的。本篇故事中有好几
个转折点。将它们列在下面：
1、两位神秘的旅客出现在城中。
2、罗得邀请并坚持他们留宿自
己家中。
3、
4、
5、
当那两位陌生旅客表明上帝的毁
灭马上就要临到所多玛、蛾摩拉
时，罗得意识到事情的急切性。
罗得家中的其他人也有意识到吗？
列出两种可能的原因，为什么罗
得的妻子、儿女并其他亲属不觉
得需要马上离开所多玛呢？
1、
2、
你有没有预备好撇下一切来得蒙
上帝的拯救呢？

星期一
再次阅读本周的存心节。这节经
文清楚说明了上帝毁灭所多玛、
蛾摩拉这两城时其中居民的悲惨
现实。罗得的女婿们对于所多玛
即将毁灭的警告反应如何？下列

那句话最适合描述他们当时的态
度：
1、“我根本不在乎。”
2、“这儿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3、“明天再来说吧！”
4、“老头，你上帝和你说的这些
话听起来太可笑了。”

可能是什么人？
在你过去所遇到、所帮助的人中，
有没有看似是上帝使者的呢？耶
稣在马太福音25:40中说到什么有
关帮助他人的道理？

星期四

阅读使徒行传26:25-29。保罗不
久即被判处死刑，但就在这时，
他讲了一篇感人的道。亚基帕王
对保罗的话有何回应呢？

所多玛故事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
话题就是淫乱。城中的男子到罗
得家门口，要和那两位旅客发生
性关系。

你对上帝向你发出的呼吁有何回
应呢？

上帝爱不爱那些在性方面犯了罪
的人呢？阅读撒下11:1-5,26,27
中的故事。上帝爱罪人，但上帝
决不接受他们的罪。

星期二
所多玛、蛾摩拉人罪恶是什么呢？
我们先想到的，可能是性方面的
罪，此外他们还拜偶像、行巫术
以及其它许多邪恶的行为。
怀爱伦表明，有一种罪比这些更
大。阅读“聚光灯”部分中的引
文。
为什么这种罪比所多玛、蛾摩拉
人犯的罪更大呢？

想一想，本周你可以做些什么来保
持自己贞洁呢？举出两个例子。
1、
2、

星期五
你人生中有什么事物使你与上帝
分离的吗？对罗得的家人来说，
为上帝而放弃所多玛的多彩生活
实在是太难了，以至于天使必须
拽着罗得及其妻女离开所多玛。
哪些事物会阻碍你，使你看不见
上帝呢？

星期三
罗得、所多玛、蛾摩拉故事中为
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便是好客。你
认为罗得首次邀请那两位陌生人
去他家里时，他知道他们的真实
身份吗？在今天这个社会，邀请
完全陌生之人到你家中，是个明
智的选择吗？
在世界很多地方，罗得所表现出
的好客之道是很平常的。阅读本
周课程“妙语连珠”部分，并回
答以下问题：我们该如何对待我
们遇到的陌生人呢？这些陌生人

本周阅读*
《先祖与先知》第14章。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请浏览以下网站获http://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
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坚持
这项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至少读
完一本历代之争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