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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 第 22:1-23:20 节组长版 

 亚伯拉罕循環⼋: 神必有预備 

 

敬拜时间: 15-20 min. 

诗歌: 3-4 ⾸  

祷告:  为⼩组聚会 

 

前⾔: 15-20 min 

破冰: ⼈活着每天生活都要经历伩心, 分享⼀个伩⼼的故事或伩⼼的遊戏.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5 min 创世记 22:1-23:20 

背景介绍: 5 min 

上⼀课我们讀到亚伯拉罕夫妇等候多年终于得到神所应许的⼉⼦以撒, 22 章⼀开头神就要亜伯

拉罕献上以撒为祭. 这信⼼的试验亜伯拉罕如何通过?  

23 章记載撒拉寿终正寝. 亜伯拉罕坚持以公平的⽥价收賣当地⼈的⼟地作为他家族的墳地, 为什

么圣经刻意记載这事情? 

这课的两个地理环境: (1) 摩利亚⼭: 亜伯拉罕带着两个仆⼈和他⼉⼦以撒从别是巴⾛到摩利亚地

神所指⽰他的地⽅(22:2). 别是巴是亚⽐⽶勒与亚伯拉罕⽴约之地, 摩利亚地是所罗门建圣殿之処

(代下 3:1). ⼤卫献祭之地 (代上 21:18). 主耶穌釘⼗字架的各各他，就在摩利亞⼭附近. (2) 希伯崙: 

是亚伯拉罕从赫⼈⼿中购买这⾥的麦⽐拉洞(23:17-19), 希伯仑也又名“基列亚巴”(23:2)，意为“四

之城”，可能是指 4 座⼩镇或 4 座⼩⼭, 這四城曾联盟抵抗迦勒和以⾊列⼈（书 14:15）的征服，

后来成为属于利未⽀派的⼀个逃城( 书 20:7 ; 21:11). 後來希伯仑成为犹⼤⽀派的主要中⼼之⼀(⼠

1:10)，⼤卫曾建都于此 (撒下 2:11)，直到夺取耶路撒冷，才将以⾊列王国的⾸都迁往那⾥. 1998

年，在 Tel Rumeida 的⼀次考古挖掘中，发现带有希伯来⽂字的图章，测定年代为主前 700 年，

这是在希伯仑发现最古⽼的题字. 

  

经⽂讨论: 

 (可分最多四組討論下列題⽬, 按時間許可每組討論 3 或 4 ⼤題, 45 分鈡後合組報告與討論; 若不

分組則可⽤ 60 分鈡把下列⼤題全部⼀起討論, 省去合組時間, 由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查

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參考). (观察, 解释和应⽤的问题，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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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整，答案仅提供思路, 开始前可简单的回顾下前⼀章的内容，也可⽤提问的⽅式让⼩组的

成员回答.) 

 

22:1-14 

1. 以撒出⽣后神要试验亜伯拉罕的什么? 神在创 12 章的呼召是他灵程的第⼀个⾥程碑. 如今他

又⾯临另⼀个⾥程碑. 请⽐较 12:1-9 与 22:1-19 的共同奌.  

 

以撒出⽣后神因要试验亜伯拉罕的伩⼼: 

⽐较 12:1-9 与 22:1-19 的共同奌: 

重點 12:1-9 22:1-19 

神指⽰……去 1 “往我所要指⽰你的地去” 2  “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你

的⼭上” 

亜伯拉罕的服从 4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5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说, “你们和驴

在此等候，我与童⼦往那⾥去拜⼀

拜，就回到你们这⾥来.” 

事后神的祝福 7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 “我要把

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17-18  “论福，我必赐⼤福给你。论⼦

孙，我必叫你的⼦孙多起来，如同天

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孙必得着仇

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

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亜伯拉罕的敬拜 8 他在那⾥又为耶和华筑了⼀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 

13 亚伯拉罕举⽬观看，不料，有⼀只

公⽺，两⾓扣在稠密的⼩树中，亚伯

拉罕就取了那只公⽺来，献为燔祭，

代替他的⼉⼦. 

亜伯拉罕的伩⼼

使他继续前⾏ 

9 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 19 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那⾥，他

们⼀同起⾝往别是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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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亜伯拉罕在献此事上从起⾏到献祭上⽤了多少时间? 从他的预備⼯作评论他对神嘱咐他献⼦

为祭这事上的想法. (22:5, 8, 来 11:17-19), 

 

亜伯拉罕在献此事上从起⾏到献祭上⽤了三⽈以上(3-7), 伩⼼経得起时间的考验. 

预備⼯作:  

备上驴，⽕与⼑ (6), 带着两个仆⼈和他⼉⼦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 (3). 到达后筑坛, 捆绑他的

⼉⼦以撒，放在坛的柴上.  

 

亚伯拉罕⼼境: 

(1) 23:5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往那⾥去拜⼀拜，就回到你们这

⾥来。23:8 亚伯拉罕说，我⼉，神必⾃⼰预备作燔祭的⽺羔. 于是⼆⼈同⾏。 

 

有伩⼼神必⾃⼰预备作燔祭的⽺羔. 

 

(2) 9-10 他们到了神所指⽰的地⽅，亚伯拉罕在那⾥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以撒，放在

坛的柴上. 亚伯拉罕就伸⼿拿⼑，要杀他的⼉⼦.  

来 11:17-19 這樣評論: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 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

的，将⾃⼰独⽣的⼉⼦献上. 论到这⼉⼦曾有话说，从以撒⽣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他以为神还

能叫⼈从死⾥复活. 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来。” 

 

亞伯拉罕相信即使以撒死了，神也可以叫以撒从死⾥复活.他虽然不了解神的奥秘, 但卻伩神必

⽤祂的⽅法成就祂的应许. 

 

今天我们所要做的是顺从神的帯领, ⾛在亚伯拉罕伩⼼的道路上, 必然体验神奇妙的安排! 

 

3. 神如何⼲预这事? (22:11-14)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

⼦⾝上下⼿. ⼀点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就是你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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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举⽬观看，不料，有⼀只公⽺，两⾓扣在稠密的⼩树中，亚伯

拉罕就取了那只公⽺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 亚伯拉罕给那地⽅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

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还说，在耶和华的⼭上必有预备. (11-14) 

 

4. (a) 神试验亜伯拉罕献独⽣⼦以撒是否不合情理? (利 18:21, 20:2, 雅 1:13)(神取祂所賜? 神不试探

⼈?) 

(b) 亜伯拉罕在遵命⽽⾏时有何 “放弃” 和 “获得”的思想来解决⼼中的⽭盾?  

 

(a) 神试验亜伯拉罕献独⽣⼦以撒是否不合情理: 

1. 神取祂所賜? ⼀切⽣命都从神⽽来, 神有绝对主朲取祂所𧶽之物. 预表道成⾁⾝的衪独⽣⼦耶

稣为⼈的罪献贖罪祭. 

2.  神不试探⼈: 但神试验亜伯拉罕是否敬畏神 (12), 因他是神的朋友和伩⼼之⽗ (参创 19-20), ⽽

且神的意念都是末后賜平安 (耶 29:11). 试探与试验同⼀原⽂, 试探是恶意的如魔⿁试探耶稣(太

4:1-11, 可 1:12-13, 路 4:1-13)和⼈的私慾试探(雅 1:14). 

 

(b) 亜伯拉罕“放弃” 和 “获得”的思想来解决⼼中的⽭盾: 

1. 伩神的公义憐悯, 就算献独⽣⼦以撒神也必然使他复活. 

2. 愿意捨去最爱的独⽣⼦以撒. 

3. 获得神的应许. 

 

5. ⽐较亜伯拉罕献在以撒此事和神献衪独⽣⼦耶稣之间相同之処！ (23: 8, 腓 2:6-11, 约 1:29, 3:16, 

19:17, 賽 53:7,10).  

 

⽐较亜伯拉罕献在以撒此事和神献衪独⽣⼦耶稣之间相同之処: 

亜伯拉罕(献祭者)与以撒(犧牲者) ⼆⼈同⾏ 

(22:6) 

 

耶稣(献祭者与犧牲者)背着⾃⼰的⼗字架⾛出

去 (约 19:17) 

 

他们到了神所指⽰的地⽅，亚伯拉罕在那⾥筑 耶稣是神賜祂的独⽣⼦作⼒世⼈代罪的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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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以撒，放在坛的

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拿⼑，要杀他的⼉⼦ 

(22:9-10) 

(约 1:29, 3:16), 他像⽺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

⽺在剪⽑的⼈⼿下⽆声，他也是这样不开⼜

(赛 53:7) 

亜伯拉罕愿意捨去最爱的独⽣⼦以撒 耶稣捨去与神同等的地位虛已降世为世⼈死在

⼗字架上(腓 2:6-11). ⽗神捨去独⽣⼦道成⾁⾝

为世⼈犧牲 (约 3:16) 

亜伯拉罕获得神的应许. 神預畚公⽺贖以撒 神将耶稣升为⾄⾼，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

的名，叫⼀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

的，因耶稣的名，⽆不屈膝，⽆不⼜称耶稣基

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神。(腓 2:6-11) 

 

 

6. 22:20-24(a) 創世记为何在这⾥记录拿鹤的后代? 与以撒有何关系? (畄意 v.22) (b) 拿鹤的家谱共

记載了多少后裔? 以实玛利又有多少后裔?(17:20) 以撒的⼉⼦雅各又有多少后裔? 是否巧合?  

 

(a)創世记在 22:20-24 记录拿鹤的孙⼦彼⼟利⽣利百加, 是以撒的未来妻⼦, 是下⽂(創 24) 以撒从

家族中娶妻的伏笔. 

 

(b) 㧱鹤, 以实玛利, 和雅各都有⼗⼆个⼉⼦, 这是作者刻意设计的记載. 

 

7. 23:1-19 (a) 亚伯拉罕为什么坚持要買地? 買此地有什么意义? (参 11:1-16). 对今天伩徒在世上的

産业和昐望有何启犮? 

(b) 此地的价格如何? (参王上 16:24, 耶 32:9). 从整个買地的过程中看到亚伯拉罕如何待⼈処物?  

(c) 他和当地⼈民关系如何?  

 

(a) 撒拉死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 就是希伯仑(13:18, 23:19), 亚伯拉罕買这块地埋葬他的死⼈, 这

地也成为埋葬其它先祖之処(25:9, 49:29-30, 50:13), 约韦亜将此地赐予迦勒 ( 書 10:36; 

10:37 ; 12:10 ; 14:13 ).  后来成为属于利未⽀派的⼀个逃城( 20:7 ; 21:11). ⼤衞在此被膏为猶⼤王, 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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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居住 7 年半 (撒下 5:5 , 撒下 2:1-4 撒下 2:11 ; 王上 2:11). 迦南地本是应许之地. 神与亚伯拉

罕屡次⽴约都提及“地”. 憑着伩⼼他早⼰知道, 神也屡次提及迦南⼈的罪恶満盈时, 要把这地赐给

他的后裔. 亚伯拉罕此次⽤价買这墓地成为这地象征性的主⼈. 他不接受迦南⼈的赠送是要保证

他是从神⼿⾥领受此地, 不是迦南⼈赏赐给他的. ⽽且墓地在此可確保他的後裔必要回到這裡。 

 

亚伯拉罕不看重世上財富, 買地葬亲⼈为要不愿给他⼈籍⼜⽽给后代公义的传承. 他昐望那座有

根基在天上更美的家鄕 (来 11:1-16). 功课: 伩徒应昐望在在天上更美的家鄕, 世上財富是神的托付

保管物, 伩徒要以公义持守. 

 

(b) 亚伯拉罕不接受当地⼈的餽贈, 坚持以公平的价值購買这地, 地主赫⼈以弗仑虽然⼜说贈地, 

但开价甚⾼, 若⽐较⼤衞(王上 16:24)⽤ 50 舍客勒银⼦, 和耶利⽶(耶 32:9)⽤ 17 舍客勒银⼦所買的

地, 四百舍客勒银⼦的⼀块⽥是相当昂贵, (同时代的巴⽐侖汉谟拉⽐法典提到当时每⽇的⼯资为

1 舍客勒银⼦), 亚伯拉罕却没有讨价还价, 因此神使他丰富, 是不愿亐待⼈, 也不愿给他⼈籍⼜(参

14:23). 

 

(c) 亚伯拉罕以外⼈的⾝份, 先徴求所有当地赫⼈的意见(23:4), 然后再找寻地主赫⼈以弗仑在城门

⼜(公开见证之地)交易. 当地⼈尊他为王⼦(23:6), 愿意赠地. 所以与亚伯拉罕感情和洽. 相敬如賓. 

是我们与⾮伩徒相处的典範. 

 

合組總結: 15 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部份,作整体性總結) 

 

祷告:  15 min 为查经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