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天主教聖經學院 聖經普及課程（進階班）
撒辣和哈加爾
I. 結構大
結構大綱

導言：
「撒辣依不生育，沒有子女」(創 11:30)
2 哈加爾的故事：聖祖家庭的內部糾紛 (創 16:1-16; 21:8-21)
2.1 哈加爾被虐待逃到曠野 (創 16:1-16)
2.1.1 哈加爾作主母的代孕工具 (創 16:1-3)
2.1.2 哈加爾懷孕後被虐待 (創 16:4-6)
2.1.3 哈加爾逃到曠野，遇到上主的使者 (創 16:7-14)
2.1.4 哈加爾給亞巴郎生了依市瑪耳 (創 16:15-16)
2.2 上主的祝福 (創 17 章)
2.3 哈加爾被放逐到曠野 (創 21:8-21)
2.3.1 依撒格斷乳的盛宴(創 21:8)
2.3.2 撒辣要求趕走哈加爾母子 (創 21:9-11)
2.3.3 天主”認同”撒辣的要求 (創 21:12-13)
2.3.4 哈加爾被放逐到曠野 (創 21:14-16)
2.3.5 天主的使者呼喚哈加爾 (創 21:17-19)
2.3.6 哈加爾獲得了自由 (創 21:20-21)
3. 撒辣的“妻子/妹妹身份”事件：聖祖家庭的內外衝擊 (創 12:10-13:1; 20:1-21:7)
3.1 撒辣的 “妻子/妹妹身份”事件一 (創 12:10-13:1)
3.1.1 亞巴郎一家因饑荒由乃革布南下埃及 (創 12:10)
3.1.2 撒辣被帶入法郎宮中 (創 12:11-16)
3.1.3 上主為了亞巴郎的妻子撤辣降下大難 (創 12:17)
3.1.4 法郎質問亞巴郎 (創 12:18-19a)
3.1.5 法郎的判決 (創 12:19b-20)
3.1.6 亞巴郎舉家回返乃革布 (創 13:1)
3.1.7 撒辣的 “妻子/妹妹身份”事件一之反省
3.2 上主的祝福 / 產子的預告 (創 17,18 章)
3.2.1 撒辣產子的預告 (創 18:1-15)
3.3 撒辣的 ”妻子/妹妹身份” 事件二 (創 20:1-21:7)
3.3.1 亞巴郎一家遷往革辣爾，撒辣被帶到革辣爾王阿彼默肋客的宮中 (創 20:1-2)
3.3.2 天主在夢中與革辣爾王的對話 (創 20:3-8)
3.3.3 革辣爾王與亞巴郎當面對質 (創 20:9-13)
3.3.4 革辣爾王的決定/天主的行動 (創 20:14-18)
3.3.5 上主行動的延續 (創 21:1-7)
3.4 撒辣之死 (創 22-23 章)
4. 總結 (迦 4:21-5: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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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問題討論：
問題討論：
1.

在哈加爾的兩個故事/敘述中 (創 16:1-16; 21:8-21)，撒辣兩次向亞巴郎提出
對哈加爾無理的要求，但似乎都得到天主的”認同”：
第一次：當懷孕的哈加爾因為受主母撒辣的虐待而逃到曠野的時候，上
主的使者竟然對哈加爾說：
「你要回到你主母那裏，屈服在她手下。」(創
16:9)
第二次：當撒辣因為哈加爾兒子的「戲笑」而擔心她的兒子會與自己的
兒子「一同承受家業」，於是就要亞巴郎趕走哈加爾母子二人，當時亞
巴郎為這事「很是苦惱」
，但是天主卻又吩咐亞巴郎說：
「凡撒辣對你說
的，你都可聽從」(創 21:12)
大家可否從故事中的上文下理中尋得天主”認同”撒辣要求的原因呢？

2.

撒辣”妻子/妹妹身份”事件一(創 12:10-13:1)的敘述相當簡單，相信這種民間
傳奇式故事為當時的讀者非常熟悉，對很多細節都已瞭如指掌，但是為我們
現今的讀者就可能會問：
法郎如何得知撒辣是亞巴郎的妻子呢？
如果法郎並不知道撒辣是個有夫之婦，為什麼上主要「降下大難打擊了
法郎和他全家」(創 12:17)呢？
在這事件中，法郎曾為此事召見亞巴郎，而且質問亞巴郎為什麼將妻子
認作妹妹，法郎明顯是指責亞巴郎說謊；照道理，亞巴郎應該會向法郎
一一解釋才能脫罪。究竟亞巴郎有沒有可能曾向法郎解釋當中的原委呢？
如果有的話，他又可以如何解釋呢？
如果亞巴郎真的向法郎說謊，法郎大可以以這個理由殺死他，然後名正
言順地娶撒辣，事實上這樣做是合乎法理的；但是法郎並沒有這樣做，
反而將撒辣歸還給亞巴郎，也沒有沒收之前送給亞巴郎的「優待」，理
由是什麼呢？會不會是因為亞巴郎並沒有向法郎說謊呢？
大家可否從相關的事件中尋得可能性的答案呢？

III. 請閱讀以下聖經章節：
請閱讀以下聖經章節：
創 12，
，16-18，
，20-23 章以及迦 4:2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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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相關的聖經章節
相關的聖經章節資料
章節資料：
資料：
1. 上主許諾的相關章節
上主許諾的相關章節：
的相關章節：
創 12:1-3 「1 上主對亞巴郎說：
「離開你的故鄉、你的家族和父家，往我指給你
2
的地方去。 我要使你成為一個大民族，我必祝福你，使你成名，成為一個福源。
3
我要祝福那祝福你的人，咒罵那咒罵你的人；地上萬民都要因你獲得祝福。」
4
「這(僕)人(厄里則爾)決不會是你的
創 15:4-20「 有上主的話答覆(亞巴郎)說：
5
承繼人，而是你
你親生的要做你的承繼人。… …請你仰觀蒼天，數點星辰，你能
6
夠數清嗎？…你的後裔也將這樣。」 亞巴郎相信了上主，上主就以此算為他的
7
正義。 上主又對他說：
「我是上主，我從加色丁人的烏爾領你出來，是為將這地
18
賜給你作為產業。」… 在這一天，上主與亞巴郎立約說：
「我要賜給你後裔的這
19
20
土地，是從埃及河直到幼發拉的河， 就是刻尼人、刻納次人、卡德摩尼人、
21
赫特人、培黎齊人、勒法因人、 阿摩黎人、客納罕人、基爾加士人和耶步斯人
的土地。」
10
哈加爾
「我要使你的後裔繁衍，多得不可勝
創 16:10 「 上主的使者又對(哈加
哈加
爾)說：
數。」
15
「你的妻子撒辣依，你不要再叫她撒辣依，
創 17:15,16,21「 天主又對亞巴郎說：
而要叫她撒辣。16 我必要祝福她，使她也給你生個兒子。我要祝福她，使她成為
一大民族，人民的君王要由她而生…21 但是我的約，我要與明年此時撒辣
撒辣給你生
撒辣
的依撒格訂立
訂立。」
訂立
2. 天使的報喜，
天使的報喜，產子的預告：
產子的預告：
11

創 16:11 「 上主的使者再對(哈加爾)說：
「看，你已懷孕，要生個兒子；要給
他起名叫依市瑪耳，因為上主俯聽了你的苦訴。12 他將來為人，像頭野驢；他要
反對眾人，眾人也要反對他；他要衝著自己的眾兄弟支搭帳幕。」
12
「現在，我已衰老，同我年老的丈夫，還有這
創 18:12-15「
「 撒辣遂心裏竊笑說：
喜事嗎？」13 上主對亞巴郎說：
「撒辣為什麼笑﹖且說：像我這樣老，真的還能生
14
育﹖ 為上主豈有難事﹖明年這時，我必要回到你這裏，那時撒辣必有一個兒子。」
15
撒辣害怕了，否認說：
「我沒有笑。」但是那位說：
「不，你實在笑了。」
3. 亞巴郎，
亞巴郎，撒辣等人的年歲記述資料
撒辣等人的年歲記述資料：
資料：
「亞巴郎離開哈蘭時，已七十五歲。」(創 12:4)
16
「 哈加爾給亞巴郎生依市瑪耳時，亞巴郎已八十六歲。」(創 16:16)
「1 亞巴郎九十九歲時…撒辣已九十歲…」(創 17:1,17)
「24 亞巴郎受割損時，已九十九歲；25 他的兒子，依市瑪耳受割損時，是十三歲。」
(創 17:24-25)
「5 他兒子依撒格誕生時，亞巴郎正一百歲」(創 21:5)
「撒辣一生的壽數是一百二十歲。」(創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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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撒辣和哈加爾的異同之處 (聖經
聖經章節請參閱
聖經章節請參閱 III)
撒辣

哈加爾

背景
她是個希伯來女人，也是哈加爾的「主
母」
，相當富有，已年過半百，但非常
美麗，卻不能生育。

背景
她是個埃及女人，是撒辣的「婢女」
，
卑微貧窮，但年輕，正值生育的盛年，
「富有生機」 (出 1:19)

性格
性格
積極、主動、好奇心重、有主見，是個 消極、被動，但也有勇敢的一面。
相當理性的婦人。
忠誠
忠誠
為保存全家的性命，她犧牲自己進入有 她願意聽從「上主的使者」的提議，由
權勢者的王宮。
曠野回到主母家。
不忠誠
為了建立和鞏固自己的地位，她會虐待
懷孕的婢女。她對天主的許諾只是半信
半疑。她過於有機心，會「趕走」有可
能威脅自己兒子的哈加爾母子。她的不
完美有可能令天主的許諾變得複雜，但
卻無阻天主的忠信。

不忠誠
她因有孕而看不起不能生育的主母，加
深了撒辣的苦痛。她會給上主的使者起
名為「…看顧人的天主」
，但卻不會呼
求上主的名來拯救自己和兒子於危難
中。她的不完美不可能影響天主的忠
信，因為天主的忠信可以超越盟約。

經歷
她在外並沒有自主權，只是任由丈夫和
有權勢者擺佈，對於他們的擺佈，她幾
乎沒有說過一句話。為當時的文化，她
只是丈夫隨時可以調動的財產，是個受
迫害者。
天主卻祝福她，拯救她，並預告她產子
的喜訊，讓幾乎分裂的聖祖家庭保持完
整無缺；她的後裔成了天主恩許的承繼
人，她也成為了聖經中的第一位女聖
祖。

經歷
她在主母家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也從
來沒有人叫過她的名字，她一直被人稱
為「婢女」
。為當時的文化，她只是主
母手中隨時可以丟棄的工具，是個受迫
害者。
上主的使者卻祝福她，拯救她，並預告
她產子的喜訊，更帶領她尋得維持人生
命的水源。她最終得到解放，她可以自
由地為兒子娶個埃及女子為妻。她的兒
子成了帕蘭曠野的承繼人，而且生了十
二位族長；她的後裔「成一大民族」
。

諷刺
諷刺
她是上主揀選的民族—希伯來人，但 她是埃及人，但卻是個被希伯來主母壓
她的後裔卻是一群被埃及法郎壓迫勞 迫欺凌的婢女。
役的奴隸。
註：
撒辣和哈加爾兩位婦人本身並不是完全忠誠的人，她們的命運更是繫於當時男性
社會的價值觀，但是上主卻仍然可以在不完美的人類歷史中保持祂的忠信，這會
不會就是若瑟所說的：
「20 你們原有意對(人)作的惡事，天主卻有意使之變成好事」
(創 50:20)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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