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我居首位并增长 
创世记13：1-14 
2018年10月7日 
	  
我们现在是在透过亚伯拉罕的生命增长系列的第三周，在此我们将会花一些
时间谈论上帝带领我们整间教会的方向。 
 
     上帝已经祝福了我们，透过这个祝福我们Efficiency: one Joel 105.也有了
要增长的责任。 
为此，我们将谈论作为整间教会我们将顺服的一些步骤。我们也将提到作为
个人我们在里面的角色。 
 
这个系列不仅仅是关于上帝要透过我们在社区里做什么，也有在祂增进我们
对祂的信靠和对我们对上帝使命的委身上，在我们里面做什么。 
上周我谈到我们的心就像是一辆失准的车，总是转变成自我为中心和自我满
足。 
 
     所以圣灵偶尔需要提醒我们检查什么是我们的优先次序；谁的使命在驱动
我们，我们真正信靠的是谁。 

那么，上帝也是这么一次又一次地帮助我们找到我们的位置。听着，我知道
你会感到不舒服。我也一样。但那是好的。这就是活祭的困境。活祭总是要
尽力脱离祭坛... 

今天我们将要谈论建立我们的优先次序。你会看到上帝让亚伯拉罕处
在一些环境中，他不得不选择什么对他是最重要，最基本的。

•他不是在好和坏里选择，是在一些好的之中选最好的和要放在第一位的。 

这些微妙的选择将会戏剧性地转变亚伯拉罕的生活。 
•我读过的每一本关于领袖的书都提到建立优先次序是成功最重要的钥匙。
意识到，在一些很好的事情中，一些关键任务要排在第一而不是那些好的但
不是重要的。 
• 在上帝的国度里，这尤其是真的。创世记13：1-17


Jonah Clay Ea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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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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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这里亚伯拉罕所做的是闻所未闻的。一般人都会有两种反应：战争或

亚伯拉罕可以直接告诉罗得去其他地方，因为亚伯拉罕是这些人中最伟
大的人。他是年长的，更富有的，他也是那个直接从神领受应许的。（如
果有区别的话，罗得只是跟在后面的。） 

• 但是亚伯拉罕没有选择这些。他不仅避免了战争，他也给了罗得一个更
好的选择。


o你们中间有哥哥吗？像这种情况他可能就只给你最后一块鸡肉了，真是闻
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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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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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对比，两套不同的优先次序，两种看待世界的不同方
式。 
罗得和亚伯拉罕都是有雄心的人，两个人根据一个特定的价值观都做聪明的
决定， 

•但是亚伯拉罕的决定带来了增长的富足和祝福和扩张。  



•罗得的选择却带来了灭亡：亚伯拉罕将要不得不两次从所多玛城营救罗得：
一次是在下一章，一次是在第18章，就在上帝要灭所多玛城和整个约旦河谷。

就是在那里罗得失去了他所有的财产，他的妻子变成了柱子。 
让我们看一下每一个人的价值观系统和优先次序：罗得

1.罗得把他所能看得到的富足放第一位 
• 当罗得注意这些选择时，基于一个原因他做出了选择。哪个地方能使我
更有钱？


• 就财务上，他的选择是一个好的选择！

• 但是在过程中，他表现出完全忽视，甚至鄙视了属灵的事情：


o他之前知道上帝，敬拜上帝，但在他选择的时候没有祷告，没有询问上帝
的意见。

o并且他使他的家挨近所多玛，那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地方。他使他的全家都
处在了属灵的危机中，因为所多玛就是金钱很多的地方。

▪▪你看到这些选择在他的家庭悲剧地结束。 
• 在第13章他移到“挨近所多玛”的地方。

• 在第14章里，他不再挨着所多玛，而是住在了所多玛城里。 
• 到第19章，不仅仅罗得在所多玛，他也是所多玛城里最受人尊敬的人之

一。

• 最后，上帝叫他出来时，他的妻子太爱物质上的富足和在所多玛城里的

生活方式，以至于她离不开了...上帝就使她变成了盐柱。

o听着：上帝有时允许他的百姓住在所多玛。（我是指住在西雅图周边的所
有人）重点不是你不应该住在一个有罪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罪）;重点是罗
得看重物质的财富过于上帝。 
• 我知道有些人的工作对他们的家人很糟糕，他们没有时间陪家人，没有

时间服侍上帝，但是他们为他们一直想要的生活付上代价，所以他们选
择待在里面。


• 我认识一些有孩子的夫妻，两个人都工作，不是因为他们被呼召或是最
大程度地使用他们的恩赐，或因为他们相信这对他们的家庭是好的，仅
仅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收入能满足他们真正想要的生活。


• 我知道一些父母的孩子不是真的参加教会是因为他们太致力于跳舞或棒
球或垒球...




o听着，我得到了...我有三个孩子。当他们逐渐长大，就越来越困难去平
衡一切的事情... 

o但是让我们一起面对它。你的孩子可能不会加入职业体协，但是他们
肯定是要么去天堂要么去地狱，所以为什么要牺牲属灵的事情在一些你
明知道会流逝，是短暂的和不大可能的祭坛上呢？ 

▪▪据我观察，看起来大多数父母更关心他们的孩子去哪里上大学而不是他们
在哪里度过永生，说实话，那是很令人伤心的。 
▪▪就算你的孩子们变成所多玛的领导者却失去了他们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
呢？ 
o这不是说这些事情是错的...而是说上帝应该在我们所有的决定中居首位。 

另外：在你选择职业和住的地方时，什么是最主要的因素？

o我们在说...不管你擅长什么，就做好它... 
▪▪你选择职业时会有很多的因素... 

为什么不让上帝的国度成为最大的因素？你不得不在某个地方得到一份工作，
为什么不在一个上帝在做一些策略的一个地方呢？ 
... 罗得最关心的是他追求他事业的地方是他最能赚到钱的地方。结果却是糟
糕的。 

2.罗得优先...自我利益（高于慷慨） 
• 罗得选择了对他来讲是最好的，即便当时的情况是他那样选择是对他叔
叔的无礼。（非常清楚的是亚伯拉罕应该得到更好的选择。）


• 罗得没有一刻宽宏大量的心。在他的选择里他只想到一个人的成功：他
自己和他最接近的家人。


  
1.亚伯拉罕（相比之下）优先...上帝的国 

• 他的问题不是，“哪里是最好的土地？”而是，“上帝你想让我去哪里？” 
o你注意到在3-4节里他到一个新地方的第一个举动是建立一座祭坛并寻求上
帝想让他做什么？ 



o事实上，当他到那里，他去了一个叫伯特利的地方，那是他之前听过上帝
的声音的地方，因为他说，“上帝，我需要听到你想从我这个时候的生命中得
到什么。” 
• 亚伯拉罕在他的每一个决定中首先并最多地想到上帝。你看到不仅仅是体

现在他怎么做决定，也体现在他怎么对待他的祝福和胜利。


o在第14章罗得被所多玛的一些王抓走了，亚伯兰完成了胜算极低的营救，
他赢得了很大的胜利。在过程中，他得到了很多攻击他们的战利品，这些战
利品让他更富有。

o亚伯兰做的第一件事是十一当纳（给十分之一）给一位神秘的上帝的祭司，
叫麦基洗德。

o亚伯拉罕不仅是在做决定时首先想到上帝，而且在他得胜之后也是首先向
上帝说“谢谢”。（因为亚伯拉罕所有的祝福和富足都是来自上帝，上帝应该
得到亚伯拉罕得到所有的初熟的果子。） 
你或许会问：为什么说给麦基洗德就是在给上帝？因为麦基洗德是上帝指定
的器皿。

o在新约里，上帝指定的器皿是教会。浏览使徒行传-上帝借着一个重要的组
织-教会在地上做工。教会是上帝传福音，带领门徒，满足穷人需要的途径...

•所以当你给教会时...你不是在给教会，是借着教会。


3.亚伯拉罕优先...慷慨（高于自我利益） 

•亚伯拉罕做决定时把自己排在第三（上帝第一，罗得第二，亚伯拉罕第
三）。因此，谁会考虑亚伯拉罕的需要？上帝


箴言书19：17【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
还。】 
当你借给别人钱时，你会问，他们会还我吗？给穷人是在给上帝：祂会偿还
你。你优先穷人的需要。上帝会看顾你。


.或者这个应许： 

箴言书11:25【25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个应许。 



所以...哪一个人更好地接近你的生活？ 
一些诊断性的问题： 
A.在你的决定中什么是“第一”的？

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些
东西”：钱财，关系。总是问上帝祂想要什么并做；总是优先于上帝的国和
使命，上帝将会供应你一切所需。 

B.在所有你得到中上帝得到了首先的和最好的吗？ 

想一下该隐和亚伯的故事 
o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两个人都向神献祭。但是有一个不
同： 

o亚伯献上的是他牲畜中首生的。意思就是在生有其他动物之前，上帝的到
第一个...要是没有动物出生？他以此来信靠上帝。 
o该隐，相比之下，献上的只是在所有的作物收进来之后。他等着所有的作
物都收进来来看他是否有足够的，然后再献上。他就是那种我们叫的“12月
份的献上者”；他等到年尾来看是否有余下的献上。 
o上帝喜悦亚伯的献上并拒绝了该隐的献上。

哪一个代表你的献上？ 

你首先献上的和献上最好的是什么显示出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是什么。 
事实是...每个人都为了一些东西纳十分之一。每一个人都为了一些东西给他
们首先的&最好的。你首先献上的和你献上你的最好的是什么显示出什么东
西是你最珍爱的。 

o如果你的首要的和最好的薪水被用来提升你的生活方式，那说明舒适是你
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 
o你注意到在第10节里提到罗得描述约旦河谷像“是主的园子” 
为什么作者要如此描述：罗得看到的有一个属灵的范围...那是一个乐园。所
以那是他的决定中的首要。 

o对于亚伯拉罕，上帝的同在是乐园，所以他把上帝的同在放在首要... 
• 你献上的第一的和最好的是什么显示出你最信靠的是什么...




o如果你得到你的工资第一件事是存起来（你把你的第一和最好的存起来）
那是因为金钱是你所信靠的。你认为你能够是你的将来安全。 

o亚伯之所以能把牲畜中的第一个献上给神是因为他相信神会供应更多的牲
畜。亚伯拉罕之所以对土地是慷慨的，是因为他相信上帝能供应给他土地。 

o对很多人来说，你不大方的原因不是你很吝啬，是你害怕。上帝不是你信
靠的。

你献上的你的⾸要的和最好的是什么显⽰出上帝在你⽣命中是什么样。
根据你的个性，经文中提到金钱和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一两方面的竞争。对一
些人来说，金钱是是他们的意义所在...对其他人 来说，金钱是他们所信靠
的。从上帝幽默的角度来看，这两种人总是在一起。 
o两方都认为另一方在钱上有问题。但是讽刺地说，两方都有相同的问题，
只是从不同的角度：都是把金钱当作偶像崇拜。他们仰望金钱能做上帝做的
事情。 
o上帝应该是我们意义的首要源头，上帝也应该成为我们信靠的首要源头。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流露出慷慨。 

▪▪很多年，十一当纳只是我预算中排列事项中的一项。它并不影响其他事情。
它并不是首要的也不是最好的，因为之后并没有带来任何影响。 
上帝想让我以一种能显示出祂是我首要的和最好的方式来奉献。 

你花费你的第一和最好的在什么事情上？你的房贷？你的存款？ 
不论你给你的第一的和最好的是什么就是你所敬拜的，上帝在你的生命里就
是什么。 
C.你认为你自己是你得到的祝福的主人还是管家？ 
o上帝已经告诉亚伯拉罕祂将会祝福他成为一个祝福，所以当亚伯拉罕得到
的任何的祝福时，他首先自然地想到如何祝福别人。 
▪▪就算是当他要选择住在哪里时，他把首要的和最好的给罗得。 
o罗得，当然，他是相反的。他总是先想到他自己。 

o罗得是圣经里的第一个美国人：尽可能得到所有；你能得到所有吗；然后
坐在你的罐头上。 



o哪一个更好地代表了你？ 

o你是祝福的管道，还是容器？ 

o听着：根据圣经，上帝祝福我们不仅仅是让我们的生命富足，也是借着我
们可以祝福其他人。 
哥林多后书9:10 
【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
们仁义的果子，】 
意思就是如果你不慷慨地奉献，事实上你在偷窃。你正在盗用上帝的钱。

o想一下你会多么心烦，如果你为“喂养儿童”有很大的捐款，然后你发现
90%的钱去了CEO的腰包（而不是你认为的，“喂养儿童”）。你一定会很愤
怒，因为那个家伙在偷本不属于他的钱。

o这就是在说我们：在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种“不盈利的事工”，上帝已
经给了你钱因为他想让你使用在他的事工上。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或使用在
你自己的享受上，你就是在盗用神的钱。 

• 上帝祝福你来增加你慷慨的能力。不仅仅是提高你的生活水平，而是提高
我们奉献的能力。 

觉醒教会，我们也要问作为一间教会：为什么上帝祝福我们？为了一个原因：
用福音祝福西雅图和全世界！ 
• 对我们来说罗得类型的自我为中心是怎么样的？没有预备好 

• 我们还要继续接触人吗？我们怎样能更好地带领门徒？ 

总结 

故事的结尾是上帝扩张了亚伯拉罕超过他的最疯狂的梦。 
亚伯拉罕的故事阐明了一个叫“经济领域”，只有一些人明白： 
• 在上帝之前你优先任何东西，你都会失去。但是不管你给上帝你的首要

的和最好的是什么，祂都会因着永恒的意义来扩张你。


你会失去你优先的任何东西： 



• 难道你没有看到罗得的结局吗？罗得首先选择钱。所以他失去了他的未来
和家人。


• C.S.路易斯：“当我们把排在第一位的事情放在首位，上帝会增加排在第二
的事情。当我们把排在第二的事情放首位，我们将不仅失去排在第一位的，
也会失去排在第二的，”（反复地说几遍）：如果你不明白，就想想罗得。


o造成离婚的第一因素不是不忠，而是钱的问题。

o讽刺地说，当你把钱放在第一位，你甚至会失去享受它的能力：

传道书5:10 
【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
这也是虚空。】 
我听到一些年纪大的人抱怨说随着他们慢慢变老，他们会失去味觉。他们能
吃很好的和很贵的食物，但是他们并不享受食物。 
但是当你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祂会扩张你，就像亚伯拉罕...上帝增加了亚伯
拉罕所拥有的，也在这个过程中祝福了世界。 

• 箴言书的作者这样写到： 
箴言书3:9-10

【9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10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
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 
不一定会使你富有，像成功神学...但是他将会使你的生命有永恒意义的富
足。 
• 他们是如何溢出来的呢？借着把首要的和最好的奉献给上帝。


• 你奉献给上帝的他将会增加。在整本圣经里我们都能看到。


现在，我又告诉你我之前提过的...如果这个真的使你不安，你感到这是自私
自利，我邀请你在别处奉献。 
     对于你我的主要目标是要让你成为一个慷慨的奉献者，如果你在这方面不
相信这间教会，那就在别处奉献。我是认真的。 
我想让你从这个问题，“我要奉献多少呢？”到：“我不能奉献什么和为什
么？” 



• 很多年，那是我问的主要问题，“我要奉献多少呢？”  

• 一个国度的门徒是一个把一切看成是上帝给他或她的一粒种子，在国度
里被用来扩张。 

• 所以问题是，“我不能奉献的是什么和为什么？”

• 很明显的是，上帝给你的一些祝福是被用来祝福和照顾你的家人的。

• 但是当你开始问，“我不能奉献的是什么和为什么？”你会发现你把很多

的事情，一些你信靠和依靠超过上帝的事情优先于上帝的事工。

最后，不要尝试经济领域直到你认识了国王！ 
• 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他信靠上帝；他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他

很确信上帝的应许。

o他知道上帝会持守祂给他的应许...
• 你和我知道上帝给我们有应许。耶稣基督为了挪掉我们所有的定罪和一
切能使我们与神隔离任何事情，他为我们死了，祂也告诉我们在祂里面
上帝从不离开和撇下我们。我们知道没有留下祂儿子不给我们的神也不
会留下所有的事情不给我们！


• 你用你的全部生命信靠耶稣吗？ 
 
o如果是...


• 当你知道你是被爱的和你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安全的，你就会像亚伯拉罕
一样顺服。


• 耶稣邀请你进入那样的关系中，你将会接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