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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〹⼀: 第 24:1-25:18 节组长版:  

 亚伯拉罕循環九: 天⼈共証良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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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个撮合的婚姻恋爱个案.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5 min 创世记 24:1-25:18 

背景介绍: 5 min 

这⾥的经⽂描述亜伯拉罕要从本族家⼈中替以撒找妻⼦和神籍由忠⼼的⽼仆⼈显⽰祂奇妙安排

的主权. 经⽂注重亜伯拉罕和⽼仆⼈的伩⼼, ⽼仆⼈合乎神⼼意的祷告, 利百加服侍⼈和顺服神

的美德, 她家⼈的好客和合作, 特别叫读者注意到在整个过程中神怎样掌管. 在作者转移经⽂的

重⼼到以撒和利百加⾝上时, 对亜伯拉罕其他⼦孙作⼀个交代. 

请畄意在以撒娶妻事上亜伯拉罕的執着: 他⼀定不要⼉⼦娶迦南⼥⼦为妻, ⼀定不要⼉⼦离開迦

南地去娶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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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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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9 

1. (a)亜伯拉罕差仆⼈往那⾥去为⼉⼦娶妻, 不要他娶迦南⼥⼦为妻 ?(24:3) 为什么又不許仆⼈帶

⼉⼦离開迦南地去娶妻?  

(b)为什么他找管理他全业最⽼的仆⼈来做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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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4:3 亜伯拉罕吩咐仆⼈往本地本族去为⼉⼦娶妻. 24:7 亜伯拉罕重視神的⽴約应許, 他说: “耶

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起誓说, ‘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

裔.’” 他相信他的后裔是应許之⼦, 迦南的⼦孙是咒詛之⼦的(9:26), 必会误导⼉⼦离开神. 另⼀⽅

⾯他相信神呼召他, 領他离家⼊应許之地, 他的⼦孙必須畄在应許地. 所以他對仆⼈說: “神必差遣

使者在你⾯前，你就可以从那⾥为我⼉⼦娶⼀个妻⼦.”  

 

(b) 他⾃⼰既然蒙召出來就不愿再⾛回头路, ⽽管理他全业最⽼的仆⼈是他最伩任⽽最多⼈⽣经

历的⼈, 办事会⽐所有其他家⼈稳重. 

 

2. 24:10-14.  

(a) ⽼仆⼈到境后在何処向神祷告?  

(b) 怎样向神祷告?  

(c) 他这样的祷告对今天伩徒的祷告有什么启发? 

 

(a) 那仆⼈起⾝往⽶所波⼤⽶去，到了拿鹤的城. 天将晚，众⼥⼦出来打⽔的时候，他便叫骆驼

跪在城外的⽔井那⾥, 祷告神. 

 

(b) 他说, “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阿，求你施恩给我主⼈亚伯拉罕，使我今⽇遇见好机会. 

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们正出来打⽔. 我向哪⼀个⼥⼦说，请你拿下⽔瓶来，给我

⽔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就作你所预定给你仆⼈以撒的妻. 这样，

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了.”  

 

(c) ⽼仆⼈哓得主⼈以撒要管理亚伯拉罕的丰富家畜産业, 需要能幹的贤内助, 他相信亚伯拉罕的

話說: “神必差遣使者在你⾯前指引.” 所以他敢作仔细和特别指定的祷告. 他的禱告包括下列的考

慮: 

1. 他趁傍晚勤劳强壮青年少⼥上井边打⽔时向神求遇到以撒之妻. 

2. 他要⼥⼦好助⼈, 打⽔给他喝. 



創世记查经资料 潘柏滔, 赵任君 2015 

   	

	 3	

3. 他要⼥⼦有细⼼照顾家畜之⼼, 也打⽔给骆驼喝. 

这些都是合理的要求, 最重要是⽼仆⼈对神的敬畏和信⼼(24:34-49). 我们应基本于对神的敬畏向

神祷告作合理要求, 尋求神的旨意. 

 

3. 24:15-67. 在这段经⽂中敘述可以观察到⼏位依次出現的⼈物: (1)利百加, (2)拉班与彼⼟利, (3)以

撒.  

(a) 经⽂如何描述依次出现的每个⼈物和他们的作为? 

(b) 他们待⼈接物和对神的态度是什么? 

 

(a) (1) 利百加 

是彼⼟利所⽣的. 彼⼟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鹤妻⼦密迦的⼉⼦. 那⼥⼦容貌极其俊美. 还是处⼥，

也未曾有⼈亲近她. 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 仆⼈跑上前去迎着她，说, “求你将瓶⾥的

⽔给我⼀点喝.” ⼥⼦说, “我主请喝.” 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上给他喝. ⼥⼦给他喝了，就说, 

“我再为你的骆驼打⽔，叫骆驼也喝⾜.” 她就急忙把瓶⾥的⽔倒在槽⾥，又跑到井旁打⽔，就为

所有的骆驼打上⽔来. 又说, “我们家⾥⾜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 邀请⽼仆⼈到家. ⽼仆⼈将

⾦环⾦镯送给利百加, 告诉她⾃⼰是亚伯拉罕的仆⼈被神带领遇到她, ⽼仆⼈跟她回家, ⼥⼦跑

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的⼈. 虽然家⼈要畄她和⽼仆⼈⼗天, 她愿意次⽇就与他

同徃迦南见以撒. 

(2) 拉班与彼⼟利: 

利百加有⼀个哥哥，名叫拉班，他先出現, 彼⼟利是利百加的⽗親, 到 50 节才出現, 拉班看见⾦

环，又看见⾦镯在他妹⼦的⼿上，并听见他妹⼦利百加的话，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到那⼈

跟前，见他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 便盛情邀請他到家⾥來款待他. 那⼈就进了拉班的家. 

拉班卸了骆驼，⽤草料喂上，拿⽔给那⼈和跟随的⼈洗脚，把饭摆在他⾯前，叫他吃. ⽼仆⼈

陳明来意后拉班与彼⼟利以家⾧的⾝份⼀起回答说: “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

⽍. 看哪，利百加在你⾯前，可以将她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的⼉⼦为妻.” 利百加

的哥哥和她母亲又邀請⽼仆⼈和利百加多畄⼗天. ⽼仆⼈要次⽇⾛, 他们徵求利百加同意后, 打

发利百加和她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并跟从仆⼈的，都⾛了. 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 

“我们的妹⼦阿，愿你作千万⼈的母. 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 

(3) 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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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住在南地，刚从庇⽿拉海莱回来, 天将晚，以撒出来在⽥间默想，(暗⽰在禱告中), 举⽬⼀

看, 神答應他的禱告, 见来了些骆驼. 仆⼈就将所办的⼀切事都告诉以撒. 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

母亲撒拉的帐棚，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 以撒⾃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b. (1) 利百加 

待⼈接物: 勤奋, 强壮, 好客, 细⼼, 果断. 顺服 

对神: 伩⼼, 利伯加主动愿意离开⽗家 (24:58), 回應神对她的呼召与安排, 这伩⼼可⽐美昔⽇亚伯

拉罕离家回应神的呼召(12:1-4). 

对以撒: 利百加举⽬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说, “这⽥间⾛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

⼈说, “是我的主⼈.” 利百加就拿帕⼦蒙上脸. 

(2) 拉班, 彼⼟利  

待⼈接物: 好客 

对神: 尊重神的⼼意, 愿意順从 

对利百加: 拉班和彼⼟利似乎都很友善好客, 并且重視神的旨意, 愿意順从, 作為家⾧他們都能为

利⽿百加的前途着想, 愿意放⼿让她离家. 

(3) 以撒: 

待⼈接物: 爱利百加,  好丈夫, 思念亡母, 证明他是孝⼦, 也順服⽗母的安排.  

对神: 椄受神的安排, 敬畏神, 与神有靈交禱告.  

 

4. 青年⼈喜欢⾃由交友恋爱.  亜伯拉罕找管理他全业最⽼的仆⼈替⼉⼦觅偶是否过时?对我们有

何启发? 

 

青年⼈喜欢⾃由交友恋爱, 也有圣经的根据 (2:24, 神造男⼥离开⽗母,在婚姻中成为⼀体), 但伩主

的⽗母和教会师友应在交友恋爱过程中作出重要的贡献, 正如寻求神旨意的⽼仆⼈⼀样. 各⼈可

分享其他觀奌. 

 

5. 25: 1-6 亚伯拉罕如何処理其他庶出众⼦和如何分开他的家産? 重点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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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其他众⼦似乎是妾基⼟拉所⽣, 基⼟拉可能是撒莱在⽣之时亚伯拉罕娶之妾, 25:6 “庶出

的众⼦”有此涵义.  

亚伯拉罕将⼀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又說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趁着⾃⼰还在世

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以撒，往东⽅去. 

重点在 vs 5&6: 显然亚伯拉罕看他 “所有的”是神賜給他的產业, 包括迦南地, 和神与他⽴約⾥有

关后裔的应許. 只有從应许与撒莱⽣的⼉⼦以撒才能承受這⼀切所有的. 其他的財物⾮從应許⽽

得. 在亚伯拉罕眼中并不重要,  他把这些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 但他們在迦南地和后裔的应許

上⽆份, 所以他把他們遣散到東⽅. 這些⼈與以实瑪利的后裔都成为今天的亞拉伯⼈. 

 

6. 25:7-11 这⾥怎样描述亚伯拉罕埋葬之地? 作者有何⽤意? 对今⽇以⾊列与巴勒斯坦⼟地主权争

议上有⽆启发? 

 

亚伯拉罕埋葬在麦⽐拉洞⾥. 这洞在幔利前，赫⼈琐辖的⼉⼦以弗仑的⽥中，就是亚伯拉罕向

赫⼈买的那块⽥. 亚伯拉罕和他妻⼦撒拉都葬在那⾥. 

⽤意似乎是亚伯拉罕和他家族在迦南地有合法交易⽽得到的⼟地权, 是今⽇以⾊列与巴勒斯坦

⼟地主权争议上作为历史上的根据. 

 

7. 25:11-18. 神如何照顧以实玛利的⼦孙? 18 节說他們的 “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英⽂ NIV 翻译 

“为与弟兄作对 lived in hostility”有何涵义? 

 

以实玛利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作了⼗⼆族的族长. 似乎与雅各⼗⼆⼉⼦成为以⾊列⼗

⼆⽀派有对应之処(创 47). 18 中译 “他⼦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原⽂是 “he settled over against 

all his people 他在⾯对他的弟兄之处居住” 与 16:1 “他为⼈必像野驴. 他的⼿要攻打⼈，⼈的⼿也

要攻打他. 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相同. 似乎有负⾯之意.  

历史过程中以实玛利的⼦孙都成为今天的亞拉伯⼈, 与以⾊列⼈在中東的争⾾⾄今仍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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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