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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與富：聖經、神學的反思：103-119

胡維華
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Taiwan

復合與祝福─

夏甲與以實瑪利的故事

正如所有偉大的著作一樣，創世記在扣人心弦的峰迴路轉中，持

續地在一些主題上開展。因此，深度的賞析包含着對其中故事細節的掌

握、人物的揣摩，也在乎思考每一幕在貫穿全書主題上的貢獻。當我們

未能走入情景，閱讀變成走馬看花，故事如同遠方一座朦朧的山，只剩

下概略的輪廓，而當我們忽略串接全景，閱讀變成見樹不見林，故事如

同懸浮的微粒，彼此互不相關。反過來說，當賞析的過程既注意單一故

事的細節，又關心這故事在全書中的地位和功用，所得到的報償常常是

深邃不止的感動。

在創世記多層次的串接中，「祝福」無疑是一極重要的軸線。
1 首

先，上帝創造了各樣有生命的物種，並且賜福給他們，而福氣的內容包

1 Allen P. Ross 的創世記注釋就以Creation and Blessing  (Grand Rapids: Baker House, 
1988) 為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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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命令他們要滋生繁多（一22、28）。2 其次，當地上充滿敗壞，上

帝用洪水審判大地之後，祂再一次賜福給挪亞與他的兒子（九1），地

上的生命也得以延續。祝福第三次成為創世記中的關注，是在亞伯拉罕

的敘事中，上帝應許賜給他大名、大國與大福，亞伯拉罕甚至要成為地

上萬族蒙福的管道（十二1∼3）！這個偉大應許的發展與成就也自然地

成為創世記之後敘事的主要內容，他的後裔以撒、雅各、約瑟等人依次

在舞台出現，也都成為上帝賜福的對象。

從敘事的發展來看，亞伯拉罕的出現及蒙上帝賜福並非只有扮演

啟後的角色。就承先的角度而言，這段文字也極為重要。上帝用洪水滅

絕大地和其上的活物，使得罪惡充斥、無法無天的世界透過審判再一次

呈現上帝公義的治理。然而，這樣的審判卻也顯出與「創造」之間的張

力，因為上帝所創造的生命也在全面的審判中失去。因此，當挪亞一家

出方舟之後，上帝說：「我與你們和你們的後裔立約，並與你們這裏的

一切活物─就是飛鳥、牲畜、走獸，凡從方舟裏出來的活物─立

約。我與你們立約，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滅絕，也不再有洪水毀壞

地了。」（九9∼11）這約中的承諾對人和活物來說，確實是極大的恩

典。不過，對上帝的治理而言，這也帶來相當的難題。自從亞當、夏娃

離開伊甸園之後，罪惡很快地充斥在所有人出現的角落，而且愈是人羣

聚集的地方，欺壓和逼迫也愈是猖狂。事實上，正是因為人在羣聚所產

生的權力中迷失，才造成洪水的刑罰。
3 如今，出方舟的挪亞彷彿當年

2 有關賜福與命令的關係，可參 Wesley Hu, "The Use of the Imperative in the Blessings 
in the Hebrew Bible," Jian Dao 34 (2010):269-93。

3 創六2提到，上帝的兒子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這段經文一
直是許多爭議的焦點，其詮釋的關鍵在於：（1）注意到「上帝的兒子」是古近東指稱君
王的方式之一；（2）因着這事，上帝刑罰人類，使洪水毀滅大地。換言之，這事必定是
呈現出人的罪大惡極。認為「上帝的兒子」指天使，與（2）衝突，認為「上帝的兒子」
指某一家族的後裔，則必須舉證為何只有這一家族的後代被稱為「上帝的兒子」。洪水

審判的導火線，應是城邑、邦國的掌權者濫用權力所造成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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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伊甸園的亞當，如果，罪在亞當的後代中引致了必須審判的結果，難

道罪在挪亞的後代中就不會有一樣的影響嗎？如果罪必然如同之前一樣

地蔓延，上帝為何又應許不用洪水全面地滅絕？不用審判，卻可以有公

義，唯一的可能在於罪的問題可以有效解決。問題是上帝要如何解決罪

呢？

巴別的故事提供了一部分的答案。當人多起來，城市提供了人需

要的保護和安全，以及人渴望的繁榮與便利，人因此致力於建城應是不

難理解的。不過建造巴別，並非只有物質層面的意圖，這城要有一座

塔，塔頂通天，它的功能顯然不是只為了守望、防衛，而是包含心理與

宗教的面向，而這裏所要高舉和崇拜的是人自己的名。換言之，巴別的

信念是一個以人的名來召聚天下一家，城和塔則是這信念與價值的象

徵。這羣人的思想和行為不但是眾人聚集的理由，也將是眾人生活的依

歸。羣聚的希望與渴求並無罪惡的本質，但以一羣人的名為唯一和最高

的標準，將是許多罪惡的開端。
4

在伊甸園外，當罪在擴張其權勢之時，上帝警告了該隱，不要被

罪所轄制。現在挪亞離開了方舟，罪再一次張牙舞爪，上帝選擇介入了

歷史，藉着變亂口音，使人面對多元和差異，也再一次讓人意識到人本

身的有限與渺小。上帝預先、主動的出擊，一定程度地遏止了罪的蔓延

與擴散。
5

緊接着巴別事件的是亞伯拉罕蒙召的經過，兩段敘事在主題上卻

大異其趣。巴別故事中的人渴望羣聚帶來安全的保障，亞伯拉罕卻必須

4 聖經並未以城市為罪惡的象徵可以從啟示錄用新聖城耶路撒冷來描繪上帝的國得
到佐證。

5 Miroslav Volf 認為上帝打散這個帶着均質化和控制性的暴力、打壓差異的極權
建築，不只是一個懲罰，也同時是一個祝福，見Exclusion and Embrace: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ty, Otherness, and Reconciliation (Nashville: Abingdon, 1996), 2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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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本地、本族，甚至是父家。對他而言，安全的來源不能是武力的堆

疊，而必須是上帝的應許。蒙福的關鍵不是不斷的爭奪，而是順服上

帝的意志，即使他因而飄流在他鄉異邦，成為寄居的客旅。亞伯拉罕的

敘事要指出，當一個人以這樣的信念來生活，這個世界就有盼望。當這

人成為一家、一族、一國，挪亞之約的成就自然不是幻夢。亞伯拉罕的

生平所展現的是，亞當的子孫失去的祝福，不論是生命、遍滿各地的豐

富，都要在亞伯拉罕和他的子孫中成全。

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亞伯拉罕的敘事，其中一些細節的意義就不難

掌握，上帝使亞伯拉罕擁有許多的財富，包括金銀以及家中的僕役，也

使他凡事通達，享有大名。按照上帝的方式，人仍然可以蒙福，因為上

帝才是真正福氣的源頭。這也是許多解經家不斷強調的。

不過，在有關亞伯拉罕生平的記敘中，人際關係的課題一直未被

重視。究其原由，也許是部分描繪讓人覺得負面的教材多過於正面的例

子，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應是撒萊與夏甲間的爭鬥，以及後來以實瑪

利的被逐。
6 嚴格來說，這些事件使亞伯拉罕及其後代，是否能作為挪

亞之約的持守，成為一大疑問。如果亞伯拉罕的家庭在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上無計可施，甚至他們之間的糾紛比起他人要更為嚴重，那麼上帝透

過亞伯拉罕離開本族、父家，並未能成就新的家庭、新的盼望，為人與

人之間被罪所轄制的關係樹立一個典範。然而，這確實是創世記敘事的

真義嗎？這豈不是使挪亞之約成為空洞的應許？因此，重新探究夏甲、

以實瑪利與撒萊的關係，便是刻不容緩的事。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撒萊有

一個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不

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亞伯蘭聽

6 其他可以討論的例子包括亞伯拉罕與羅得，以及亞伯拉罕與撒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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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了撒萊的話。 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

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已經住了十年。 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

了孕；她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 撒萊對亞伯蘭說：『我因你

受屈。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她見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願耶和

華在你我中間判斷。』亞伯蘭對撒萊說：『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隨意

待她。』撒萊苦待她，她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十六1∼6）

夏甲在創世記十六章中靜悄悄地出場。
7 她的命運完全不由她自己

決定，撒萊與亞伯蘭的商議雖然關乎她，但並不需要她的同意。他們決

定夏甲該和亞伯蘭同房，夏甲也因此懷了孕。

這帶來夏甲與撒萊之間關係的緊張，雖出乎撒萊的意料，不過卻

不難想像。旁人可以想像並不代表撒萊可以包容或諒解，她於是採取行

動來發洩心中的怒氣和委屈，正如布倫納（Brenner）所說，撒萊無法

接受自己所提建議的後果，
8 
而二階堂（Nikaido）甚至認為撒萊可能意

圖造成夏甲流產。
9 不管撒萊究竟是何居心，夏甲除了忍氣吞聲之外，

只有逃走一途。

上帝的使者在曠野書珥路上遇見夏甲，書珥指的應是埃及邊境上

的哨站。
10 換言之，夏甲在迦南往埃及的路上。雖然她已經離開了十

年，然而，埃及大概仍是她覺得最為安全的地方。我們不知道夏甲逃離

7 雖然經文並未明言，根據敘事的發展，夏甲可能是法老因撒萊之故所贈送禮物的
一部分（十二16）。

8 A. Brenner, The Israelite Women: Social Role and Literary Type in Biblical Narrative 
(Sheffield: Sheffield, 1995), 93.  

9 S. Nikaido, "Hagar and Ishmael as Literary Figures: An Intertextual Study," VT  51 (2001): 
230.

10 C. Westermann, Genesis 12-36  (Minneapolis: Augsburg, 1985), 244. 根據十六14，「庇
耳拉海萊」不遠，在加低斯和巴列中間，但確切地點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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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久，而亞伯蘭或是撒萊有沒有嘗試尋找她？如果有，他們顯然也沒

有成功。對夏甲而言，再多一段路就是埃及，就是自由，雖然未來充滿

不確定性。不過，她渴望的新生，也許真的是指日可待。就在這時，上

帝的使者出現了，對她說：「撒萊的使女夏甲，你從哪裏來？要往哪裏

去？」（十六8）

學者似乎都傾向於認為上帝對夏甲的眷顧在此表露無遺。
11 麥基

翁（McKeown）提到使者稱呼夏甲的名字，顯然是要建立個人直接的

關係。
12 韋斯特曼（Westermann）更認為這裏的稱呼代表接納，相對於

在曠野中被拒絕代表着危險和威脅；使者的接納對夏甲而言是生命。
13 

然而，這些見解既未注意上下文，又忽略了事件發生的情境。首先，使

者的確使用夏甲的名字來稱呼她，然而，他宣告夏甲真正的身分是撒萊

的使女，這一點也不含糊的表達使她一路上所有掩飾身分的努力瞬間成

為徒勞。其次，使者的兩個問題對夏甲來說一點也不友善，他無疑地更

像是捉拿逃跑奴僕的檢察官。上帝─這位亞伯蘭和撒萊的上帝，在

祂忠實的敬拜者無能為力的時候，顯出了祂的信實和權能，保障了他們

的財產，祂為他們逮住了逃跑的使女。夏甲一切未來的美夢至此完全幻

滅。

夏甲的回答着實令人吃驚。她說：「我從我的主母撒萊面前逃出

來」（十六8）。沒有謊言，沒有辯詞，也沒有反控。這也許是出於她

的無奈，在逃跑的過程裏，她的腦海中可能不止一次浮現被抓到的情

景，現在所發生的不過是早先的預期。另一可能是她的回答反映出她的

11 在這段記敘中，上帝的使者似乎等同上帝，在本文以下的討論，筆者將不區分這
兩者，「使者」與「上帝」將是可以互換的詞語。有關「上帝的使者」相關的討論，可見 
Westermann, Genesis  12-36 , 242-44。

12 J. McKeown, Genesis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8), 96.
13 Westermann, Genesis 12-36 ,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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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嚇，也許再多的想像都沒有辦法真正預備人面對如此可怕的失望和挫

折。
14 不論是那一種原因，夏甲毫無能力為自己辯白，只能承認她從撒

萊那裏逃出來，要逃回記憶中的家鄉。現在呢？撒萊的上帝逮到她了，

她已經不知道她還能怎麼辦？使者問她的未來，可惜她的未來已經消失

得無影無蹤！

撒萊的上帝一點也不浪費時間，祂說：「你回到你主母那裏，服

在她手下。」上帝的命令直接、清楚、沒有商量的機會，更沒有模糊的

空間。

夏甲沒有回應一點也不令人驚訝，面對上帝的權勢，她毫無招架

之力，也可能是夏甲嚇呆了，上帝的命令並不令人意外，只不過這麼直

白、毫無修飾，叫人不知如何回應。
15 在希伯來文中，此處的「服」在

她手下，與撒萊「苦待」她（十六6）是同一字根，唯一的差別是，原

來是撒萊強加在她身上的，現在上帝要夏甲自己做到。
16

夏甲也許沒有反應過來，上帝倒是一刻沒有停歇，祂繼續說：

「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甚至不可勝數」（十六10）。表面上看

來，這似乎是個安慰的信息：「回去吧，沒關係，我會賜福給你的孩

子，會使他的後裔極其繁多。」然而，這樣的解讀並未考慮到夏甲的處

境和感覺。如果夏甲當初被選上，正是因為上帝要賜給亞伯蘭後裔的應

許無法實現，她現在回到亞伯蘭與撒萊的手下，成就的是他們的美夢，

14 我們很難確定這裏的使者是以甚麼樣式出現，如果是超自然的形體或方式，那夏
甲的反應就可能是驚嚇害怕多過無奈。

15 McKeown 認為一個懷孕的婦女是不可能自己旅行的，因此這是對夏甲最好的，見 
Genesis , 97。雖然這一論點有其值得考慮之處，不過，其臆測的成分也不該被忽略，夏甲
畢竟已經逃了相當的距離。此外，他的詮釋完全沒有討論夏甲當時的感受。

16 十六6 的是 Piel, 此處是 Hithpael，正如 Arnold 所注意的, 見 B. T. Arnold, Genesis  
(New York: Cambridge, 2009),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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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甲不過是個生產的工具而已；上帝的話對夏甲來說，實在是一點也不

安慰人。
17

夏甲也許愈聽心情愈沈重，上帝卻似乎是愈說愈起勁，祂接着

說：「你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可以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因為耶和

華聽見了你的苦情」（十六11）。

上帝是如何聽見夏甲的苦情？到目前為止，祂好像完全是站在

亞伯蘭、撒萊的這一方，夏甲的盼望在哪裏呢？上帝接着說：wühû´ 

yihyè Peºre´ ´ädäm yädô baKKöl wüyad Köl Bô wü`al-Pünê kol-´eHäyw 

yišKön。《和合本》將第一個子句 wühû´ yihyè Peºre´ ´ädäm  譯為：「他

為人必像野驢。」這一譯法也許是丘恩處將此處理解為描繪以實瑪利性

格的主要原因，他寫道：「這是形容以實瑪利的性格，其實也形容曠野

沙漠地帶遊牧生活人士的不羈性格。」
18 不過，人稱代名詞加上be動詞

（hû´ yihyè）並非指性格。這種句型在創世記中或指某人與他人的關

係，
19 或指某人的作為，20 與個性無關。21 至於，Peºre´  一字的含義可

由「誰放野驢（Peºre´）出去自由？誰解開快驢的繩索」（伯三十九5） 

看出。
22
「野驢」並非指以實瑪利桀驁不馴、放蕩不羈，而是不被人轄

制，享有真正的自由。
23

17 可惜的是幾乎所有的學者都忽略了這一點，如 Westermann, Genesis 12-36 , 245；
Arnold, Genesis , 165；G. Wenham, Genesis 16-50 (Waco: Word, 1994), 10。 

18 丘恩處：《中文聖經註釋‧創世記》（香港：文藝，1992），頁304。
19 如四20，四十四17。
20 如十9，四十八19。
21 Westermann 研究此句的方法不同，但得到類似的結論。他指出，在聖經中當一個

孩子將要出生時的啟示都是在預示孩子未來的命運，換言之，孩子的性格不是關注的焦

點。見其注釋 Genesis , 246。
22 其他可參考的經文包括：耶二24；何八9。
23 Wenham, Genesis 16-50 , 10-11; Arnold, Genesis ,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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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子句 yädô baKKöl wüyad Köl Bô  的問題更複雜。《和合本》

的譯文：「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也被《聖經新譯

本》接受。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原文此處並無動詞，「攻打」是譯者

們添加上去的。按着這一理解，這一子句所表達的是以實瑪利與人之間

將有戰爭等敵對行為。這一詮釋可說有相當有力經文本身的支持，因為

介系詞 Bü可以用來表達「敵對」是眾所皆知。24

不過，這理解並不如想像中的完美。首先，此處的子句既然沒有

動詞，就應以無動詞子句來分析其功能。根據學者的研究，無動詞子句

表達的是狀態、情境或是背景資訊。
25 在無主要子句的狀況下，背景資

訊的選項也不存在，故此處描述狀態似乎是最可能的詮釋。

描繪的是何種狀態呢？是將敵對的「行為」稍加修改成敵對的

「狀態」嗎？撒母耳記上有一極為有趣的例子：wüšä´ûl ´ämar ´al-Tühî 

yädî Bô ûtühî-bô yad-PülišTîm（十八17下）。此段可譯為：掃羅說：「我

的手不需對付他，讓非利士人的手對付他（即可）」。與創世記十六章

13節相比，兩處都提到 yad，也都使用介系詞 Bü，唯一的差別是，一處

使用了 be 動詞，而另一處則是無動詞子句。這一差異其實不大，正如

文法學家所指出的，許多時候，無動詞子句可視為省略了 be 動詞的子

句。 因為兩處相同的用語，以及類似的結構，以「對付」來理解這段

有關以實瑪利的經文似乎是合理的。

不過，這段經文描述的並非單方面的，而是雙方彼此的「對

付」，接着我們需要衡量的是，這是描繪劍拔弩張，衝突一觸即發的緊

24 B. K. Waltke and M. O'Connor,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Hebrew Syntax (Winona 
Lake, Ind.: Eisenbrauns, 1990), §11.2.5d.

25 Ellen van Wolde, "The Verbless Clause and Its Textual Function," In The Verbless 
Clause in Biblical Hebrew , ed. C. L. Miller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99),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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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狀態，還是宣告雙方會力量相當，勢均力敵呢？若是前者，也許「他

的手會對付所有人；所有人的手會對付他」是個可考慮的翻譯，若是後

者，那麼也許「他的手能對付所有人；所有人的手能對付他」是個不算

太差的開始。

在考慮字義、結構之後，我們需要轉向關注上下文，其中包括了

緊接着的第三個子句 wü`al-Pünê kol-´eHäyw yišKön。這其中主要的爭

議在介系詞片語 `al-Pünê，通常被理解為「在⋯⋯東邊」或「在⋯⋯面

前」。
26 不過，斯派澤（Speiser）認為，提到以實瑪利後裔時，同樣

用了介系詞片語 `al-Pünê  的創世記二十五章18節，應決定這兩種常見的

理解是否合適，而他主張創世記二十五章18節應翻譯為"they shall make 

raids against（`al-Pünê）all their kinsmen"。27 對斯派澤來說，既然衝突

是如此直接、明顯，上述兩種傳統的理解均不適用於我們正在考慮的子

句。

不過，斯派澤對創世記二十五章18節的詮釋並未贏得大部分學者

的贊同。事實上， 許多將創世記十六章12節理解為表達敵意、甚至是

仇恨的學者，仍是以「在⋯⋯東邊」或「在⋯⋯面前」來翻譯創世記

二十五章18節的`al-Pünê。28 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因為在該段經文的上

下文中，沒有任何衝突的暗示。在沒有清楚的指示或甚至是可能的暗示

時，採用字詞常見的意義，是正確解經的原則。如此看來，我們所關

心的 wü`al-Pünê kol-´eHäyw yišKön，仍應理解為「他必住在眾弟兄的東

邊」，或「他必面對眾弟兄而居」，表達的是平等之意，表示以實瑪利

會與眾弟兄平起平坐。

26 E. A. Speiser, Genesis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4), 118. 
27 Speiser, Genesis , 118.
28 如《和合本》，NR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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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該是我們回到第二個子句的時候了。既然第一個子句表達的

是身分的自由，第三個子句關注的地位的平等，那麼第二個子句在意的

是力量的相當，應是極為合理的。
29

換言之，上帝給夏甲的應許，首先是她的孩子以實瑪利將會是自

由的。這對夏甲而言應是意義非凡。在她與撒萊之間的爭鬥，她永遠不

可能佔上風，因為她是使女，必須服在撒萊手下，而她所生的以實瑪利

將是所謂的「生在家中的奴僕」，他的情形只會比夏甲更糟糕。夏甲

之所以要逃跑，除了自身的考量外，想必更多是為了以實瑪利的緣故。

如果他生下來就不得撒萊的歡心，又沒有贖身的可能，那他的人生豈不

是慘不忍睹？而今，上帝應許以實瑪利將是自由之身，這真是何等安慰

人的信息。然而，若僅僅是擁有自由，他的人生仍然不盡理想。上帝第

二個應許是，他的力量與其他任何人相比，將是勢均力敵，可以分庭抗

禮。不但力量如此，上帝所給的第三個應許是，他將與他的弟兄平起平

坐，在地位上毫不遜色。

29 學者在此的解讀不論正確與否，似乎所呈現的並非長期思考經文的結果，而僅
是反映傳統的認知。事實上，將這一句理解為表達敵意、衝突（如 NIV, NRSV, Wenham, 
Genesis 16-50 , 11； Westermann, Genesis , 246），很可能只依循了晚期猶太解經傳統的
觀點。這一派的看法，可以選用Sarna的注解作為代表，他說：This prediction reflects the 
unceasing tension that exists between the sedentary and nomadic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East. 
見其 Genesis  (New York: JPS, 1989), 121。然而，我們至少應注意到此句在他爾根譯本作：
hû´ yèê šerîk lükwölä´ wü´aP ´anäšä yèê šerîk lêh，中文直譯可作：「他將需要每一個
人，人們也需要他。」當然，如此截然不同的詮釋，有可能是肇因於他爾根所根據的文

本與《馬索拉文本》不同。不過，整體來說，在創世記中，《他爾根譯本》與《七十士

譯本》相關度非常高。在《馬索拉文本》與《七十士譯本》沒有歧異的情形下，《他爾

根譯本》有獨特的讀法，是極為少數的。而此處，《馬索拉文本》與《七十士譯本》是

相同的。換言之，《他爾根譯本》在此有一獨特的原始文本的可能性，應是較低的。另

一值得考慮的是《撒瑪利亞五經》。這份文本在許多經文反映出以撒瑪利亞為中心的觀

點，而非猶太的觀點，是眾所皆知的事實。而在此處它的讀法與《馬索拉文本》並無差

異。我們也許應當考慮，撒瑪利亞傳統在此並未發現任何讓他們這些非猶太觀點的信徒

無法接受的經文。這是否代表，當時的文士對這個子句的理解，與後來的猶太傳統不見

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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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完全的承諾之下，難怪夏甲喜出望外，稱那對她說話的耶

和華為看顧人的上帝。上帝雖為亞伯蘭與撒萊的上帝，卻用這些話安慰

了她的心，給了她極大的盼望。也許此時夏甲終於明白以實瑪利這個名

字真正的意義，上帝的確聽見了她的苦情，也將永遠垂聽、記念這個孩

子。於是夏甲回到亞伯蘭那裏，順利生下以實瑪利。

夏甲和以實瑪利再一次出現是在創世記二十一章，此時撒拉已按

着上帝的應許生下以撒，在以撒斷奶之時，亞伯拉罕擺了豐盛的筵席，

撒拉因為以實瑪利的某種行為，就要亞伯拉罕將夏甲與以實瑪利趕逐出

門（創二十一9∼10）。

關於以實瑪利究竟做了甚麼事，眾學者有許多猜測，可能性包

括：他自己在戲玩，
30 他自己在笑，31 他逗弄以撒，32 他嘲笑以撒，33 

他藐視以撒
34
。要還原原始的場景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動詞 

mücaHëq  的含義有解讀的空間之外，還有原始文本不易確定的難題。如

果根據《馬索拉文本》，這動詞在此並無受詞，而如果依據希臘文譯本

則有受詞，至於這受詞是表示原始文本有受詞，或者只是希臘文譯者按

其所理解的加上，也很難斷定。不論如何，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撒拉因

而想到產業的問題，並要求亞伯拉罕將夏甲母子趕走。

有學者認為，撒拉之所以如此要求是因為以實瑪利長子的身分使

得他可以得到父親大部分的產業，為了保障以撒能得到亞伯拉罕的產

業，她提出趕逐夏甲、以實瑪利的要求。
35 但如此理解似乎將原本的

30 NJPS.
31 ESV.
32 NRSV.
33 KJV, NIV.
34 NKJV.
35 McKeown, Genesis ,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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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過於簡化了。首先，以實瑪利算為亞伯拉罕的兒子應是毫無異議

的。一開始，是撒拉自己提議讓亞伯拉罕從夏甲得子，而亞伯拉罕也同

意了。在整個敘事中，經文也不斷強調以實瑪利是亞伯拉罕兒子的身分

（十六15，十七23、25，二十一11，二十五9、12），正是因為以實瑪

利是亞伯拉罕兒子的這身分，使得他有分於亞伯拉罕的產業，不然，撒

拉的擔心與趕逐夏甲與以實瑪利的要求都將變得毫無意義。

然而，因為以實瑪利是兒子，又比以撒早出生，就認定他是長

子，則有忽視了撒拉、夏甲兩人身分地位差別的嫌疑。《漢穆拉比法

典》的條文論到（Code of Hammurabi §170）：如果一個人的妻子為他

生了孩子，他的使女也為他生了孩子，且這個父親在世時曾指着使女所

生的孩子，宣告他們為「我的孩子」，將他們算為妻子所生的孩子，在

父親過世之後，妻子所生的孩子與使女所生的孩子應均分父親的家產，

優先權歸屬於妻子所生的孩子，他可先選擇。
36 如此看來，母親的身分

地位在孩子繼承父親產業上是極為關鍵的因素。以實瑪利雖在以撒之前

出生，長子的地位以及產業的優先繼承權卻屬於以撒。只是撒拉顯然認

為以實瑪利分得產業，儘管他得的是較小的一份，對撒拉而言，這仍是

無法接受的。
37

夏甲與以實瑪利的離開，如何能解決撒拉的問題呢？根據另一份

法典的條文（Lipit-Ishtar §25），如果一個人娶了妻子，她為他生了孩

子，孩子也存活下來，而使女也為她的主人生了孩子，這個父親可讓使

女以及她的孩子得自由，使女的孩子將不可與主人的孩子分家產。
38 雖

36 M. Roth, Law Collections from Mesopotamia and Asia Minor  (Atlanta: Scholars, 1995), 
113-14.

37 亞伯拉罕似乎也有這種想法。他從基土拉得了六個兒子，為了把一切留給以撒，
他給了這六個兒子財物，打發他們離開（創二十五1∼6）。

38 Roth, Law Collections from Mesopotamia and Asia Minor,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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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亞伯拉罕一家一直在遷徙中，因此不必然受制於某一特定行政與司

法的權柄，不過，他們一定相當程度受到當時的風俗、文化的影響。撒

拉的要求與法典中所提到的狀況十分類似。但亞伯拉罕聽了之後，為了

以實瑪利的緣故，非常憂愁。

亞伯拉罕的憂愁不難明白。法律、風俗允許如此做是一回事，要

忍心將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媽，棄之不顧，又是另一回事。表面上

他們得到自由，但是實際上每天的生活呢？誰保護他們呢？他們會不會

從這裏得了自由離開，卻因環境的困難、或是人心的險惡，卻又成為

其他人的奴僕？可是，撒拉已經表達意見了，這也不是第一次她覺得委

屈，受到威脅，如果不與理會，夏甲和以實瑪利是不必離開，然而這就

是對他們好嗎？撒拉身為一家的女主人，她有太多可以掌控的空間，那

麼兩邊的紛爭豈不是天天上演？他夾在當中，又應如何是好？

上帝又一次在人無能為力時出手相救，祂對亞伯拉罕說，以撒將

承受應許與產業，而以實瑪利也將享有他的自由、強盛，自成一國，兩

個兒子都是他所生的，也都蒙上帝賜福。亞伯拉罕與以實瑪利分離，雖

然不捨，卻是對各方有益，既成就眼前的和平，也為未來的和好開展契

機。

第一個關於和好的故事發生在亞伯拉罕死時。死亡雖然將人原有

的關係活生生的撕裂，葬禮卻使活着的人在共同的傷痛中彼此安慰，重

新堅定對彼此的責任。因此，以撒和以實瑪利一起將亞伯拉罕埋葬在麥

比拉洞其實是意義非凡的（二十五8∼9）。撒拉與夏甲的恩怨早已成為

過去，新的一代成熟地面對彼此，接納上帝在他們人生中的安排。

第二個關於和好的故事則是發生在約瑟的身上。當約瑟就要被哥

哥們謀殺之時，以實瑪利人的商隊經過，眾哥哥靈機一動，把約瑟賣給

了商隊（三十七25∼28），約瑟因此保住一命，輾轉到了埃及，當初夏

甲要去的地方。若當年被撒拉放棄的以實瑪利在曠野未能存活（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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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此時被哥哥們放棄的約瑟恐怕也難逃一死，39 雅各全家更不

可能經歷在饑荒時得蒙拯救，以及彼此饒恕、和好的事了。

以實瑪利在第二個關於和好的故事中所扮演的，也許只是一個小

角色，「分離」這主題在聖經中，倒是頗為常見
40
，而且與「祝福」相

關的更是不在少數：亞伯拉罕自己離開了本地、本族、父家，領受賜

福；摩西離開了出生的家庭，成了法老女兒的兒子，後來又離開王宮去

了米甸，至終成就了舊約中最偉大的救恩；雅各離開家往亞蘭去，避開

以掃的憤怒，後來又離開迦南，終於全家團員；約瑟離開迦南，促成兄

弟的和好。如此看來，以實瑪利的離開，以及之後他與以撒的和平，也

成為這大敘事中美妙的一章。

分析了夏甲以及以實瑪利的故事，讓我們對亞伯拉罕的角色有更

深一層的理解，他的呼召是上帝成就挪亞之約的具體作為，藉着離開本

地、本族、父家，他學習完全倚靠上帝，而脫離罪那以自我為一切中心

的行為模式。在人來看，這似乎代表與成功、福氣擦身而過，或甚至

是反其道而行，上帝卻使他愈來愈富足，即使亞伯拉罕的家庭並非一開

始就美滿幸福。許多時候他們的確是勾心鬥角、彼此欺壓，與許多人一

樣，然而，就在他們山窮水盡之時，上帝總是使他們經歷一次又一次奇

妙的恩典。和好也許是漫長的過程，在亞伯拉罕的約中，卻從來不可

少，也不缺乏。人的和好，才是真正上帝的賜福。

39 S. Nikaido, "Hagar and Ishmael as Literary Figures: An Intertextual Study," VT  51 
(2001): 238. 以實瑪利與約瑟另有許多的類似與關連，可另參 S. Gevirtz, "Of Patriarchs and 
Puns: Joseph at the Fountain, Jacob at the Ford," HUCA  46 (1975): 35-49。

40 Nikaido, "Hagar and Ishmael as Literary Figures," 233. 從這個角度出發，也許 Kidner 
對以實瑪利的評價就顯得過於苛刻，不夠中肯。他說："To some degree this son of Abram 
would be a shadow, almost a parody, of his father, his twelve princes notable in their times (17:20; 
25:13) but not in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his restless existence no pilgrimage but an end in itself; 
his nonconformism a habit of mind, not a light to the nations." Genesis  (Downs Grove: IVP, 
1967),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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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  要
上帝呼召亞伯拉罕，並應許賜福的記敘，在聖經中扮演着極為重要的角

色。就承先的角度而言，亞伯拉罕的一生，特別是他與上帝的關係，顯示上帝

與挪亞所立，不再滅絕大地是可以持守的約。就啟後的角度而言，之後的敘事

圍繞在上帝賜給亞伯拉罕的應許會如何實現。不論是子嗣、土地、財富、美名

等，成就的過程可謂高潮迭起、峰迴路轉。

然而，夏甲與以實瑪利在這當中常被視為不必要的配角。他們的出現，是

人在軟弱之下的不得已，而他們的離開，則是使脫軌的火車回到正途。不過，

這樣的理解使得亞伯拉罕的敘事，完全無法與挪亞之約承接。上帝所呼召的亞

伯拉罕，在家庭的關係上，與被洪水滅絕的人們沒有兩樣，一點也沒有成為典

範。

本文從字義的研究、情境的分析、語法的推敲等，重新檢視上帝對夏甲所

說的話。在審酌各方論點之後，發現夏甲與以實瑪利的記敘，應視為上帝介入

而成就和好的篇章。和好的關係，顯明恩慈的上帝賜福給亞伯拉罕，挪亞之約

也因而得蒙堅立。

ABSTRACT
The call of Abraham occupies a pivotal position in the book of Genesis. On one 

hand, building on the preceding flood narrativ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covenant God 
made with Noah can be established forever. Man can be obedient to God and cultivate 
a life style that is in congruent with God’s will. As a result, God does not need to 
destroy the earth because of the sins of mankind. The promises God made to Abraham, 
on the other hand, become the focal point of the following stories. Whether it is 
offspring, or land, or fame, the process leading to the fulfillment is always dramatic, 
and the retelling, inviting. 

Hagar and Ishmael, however, are often seen as unnecessary intrusion in a 
well-constructed story. Their appearance was simply the result of human weakness, 
and their departure from the scene provides great relief to the reader. This line of 
interpretation, though often adopted, runs contrary to the understanding that in 
Abraham was seen the initial fulfillment of the Noahic covenant. If abuse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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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fests itself in the family of Abraham just as in those of the flood generation, the 
answer to God’s promise not to destroy the earth has to lie in someone else. 

This paper seeks to re-examine the Hagar story through semantic, contextual, 

and syntactical analyses. It suggests that the account about Hagar and her child should 

be read as a narrative of peacemaking through God’s intervention.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Issac and Ishmael is a vivid testimony to the grace of God. It seems this 

understanding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role that Abrahamic cycle plays in the Book of 

Gene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