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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廿⼆: 第 25: 18 -26:35 节组长版:  

 以撒循環⼀: 挖井与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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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个在争议中因礼让他⼈作息事宁⼈的退让, 最终反⽽得益的⼈物或经历(例: 中國

孔融让梨的故事)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5 min 创世记 25: 18 -26:35, 全段⼀起讀來領畧整全的伩息. 

背景介绍: 5 min 

这⼀課講以撒⽣平兩件重要事件: 其⼀有关他的產業, 其⼆是他的后裔. 

⼀: 神对亚伯拉罕在産业上的祝福也应騐在以撒⾝上: 使他在挖井有助于畜牧农作的顺利, 但以

撒也犯了⽗親同样的錯誤: 遇饥荒到⾮利⼠地, 为了求⽣以妻为妹骗亚⽐⽶勒; 経⽂㧱以撒的軟

弱來对⽐亚⽐⽶勒的正义, 強調神伸⼿保護利百加避免被沾污. 

以撒以遊牧为业, 神引領他住在⾮利⼠⼈中, 使他挖井成功, 畜牧昌盛, 卻遭到⾮利⼠⼈嫉妒, 以

撒谦让和解仆⼈与⾮利⼠⼈之争, 因以撒的谦让⽽得以和解.  

⼆: 利百加不孕和以撒求⼦是亞伯拉罕环节的回响.  神賜在利百加腹中双⼦之争是以扫雅各长

⼦名份议題的伏笔.  

以撒环节有很多与亞伯拉罕⽣平相似的地⽅, 雖然以撒的事跡, ⽐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平精简, 

然⽽来 11:20 仍列以撒为信⼼的榜样. 

  

经⽂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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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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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25:19-34 应许的后裔 

这⼀段开⾸第⼀句是: “亚伯拉罕的⼉⼦以撒的后代记在下⾯”. 全段的重點是什麼?以撒是亞伯

拉罕憑應許所⽣的后裔, 在以撒的后代中誰是继承這应許的后裔呢? 請从經⽂架構中分析答案

并歸納內中的敎訓. 

 

這段的重奌是說明神应许亞伯拉罕之⼦是以撒, ⽽继承這应許的后裔是看重长⼦名份的雅各. 

這重點可從 25:19 及 34 节全段头尾兩节領会出來: “亚伯拉罕的⼉⼦以撒的后代记在下⾯”, “这

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的名分”. 神的全能全知预⾔以扫⼦孙要服事雅各的⼦孙, 神的主杈掌管

⼈类历史, 世界的事物都是祂的允许和安排. 但 25:34 强调 “以扫轻看了他长⼦的名分.” 有责備

他的作为的涵义, 所以以扫要对⾃⼰的⾏动负责. 

 

內中的敎訓: 全知全能的神慿⼰意㨂選, 但神亦让⼈有⾃由意志選擇⾃⼰的道路. ⼈对⾃⼰⼈⽣

的道路負責, ⼆者相輔相承. 

 

2. 25:22-34 試看在⽣⼦的事上以撒与利百加的⾓⾊: 求⼦的是誰? 因腹中双⼦彼此相争⽽求问神

的又是誰? 神向誰启⽰将来誰要服事誰? 

 

求⼦的是丈夫以撒, 因腹中双⼦彼此相争⽽求问神为什麼的是利百加, 因為她关⼼神的旨意, 所

以神向她启⽰将来⼤的要服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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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5:25-28(a)以扫和雅各有何不同之处? 

(b)以撒和利百加对以扫和雅各的相争有没有任何责任?  

(c) 作為⽗母, 我们应如何对待兒⼥? 

 

(a) 以扫⾝体发红，浑⾝有⽑，如同⽪⾐，(以扫就是有⽑的意思), 雅各出⽣時⽤⼿抓住以扫的

脚跟,（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 以扫⽣性粗野, 善于打猎，常在⽥野. 雅各为⼈安静，常住在帐

棚⾥. 卻善于找住機會. 

(b)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 利百加却爱雅各住在家⾥安靜. 他们对⼆⼦的偏爱, 形成后

來⼆⼦相争的因素. 

(c) ⼉⼥是神的产业, 都是照着神形象被造, 我们为⽗母者不过替神作产业的管理者, 应对⼉⼥

⼀视同仁, 不能重男軽⼥或分别偏爱长或幼. 

 

4. 27:34 以扫为什么轻看了他长⼦的名分? 他的优先次序是什么? (参来 12:16, 太 16: 26) 我们在

以扫的選擇上学到什么功课? 请分享有关事绩和经騐.(参路 12:19) 

 

来 12:16 “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 他因⼀点⾷物把⾃⼰长⼦的名分卖了”说明他的优先次序是眼

前⾁体的需要和享受, 长⼦的名份是承继⽗业作应許之下⼀家之主的权利, 对以扫⽬前的需要

並⽆邦助;  以扫以满⾜现今⼜腹作为第⼀优先, 輕看属靈的祝福和盟約的应許, 宁愿捨弃将来

永恒的福利. 耶稣说, “(太 16: 26)⼈若赚得全世界，赔上⾃⼰的⽣命，有什么益处呢？⼈还能拿

什么换⽣命呢?”, 正是他的㝍照. 路加福⾳ - 第 12 章 第 19 节中只在今⽣積财⽽不理会永⽣的

财主是我们的⼀个警惕. 

 

5. 雅各在出⽣时抓住以扫, 又乘⼈之危得到长⼦名份. 这些⾏动似乎是负⾯的, 但是有没有可取

之処? (参 32: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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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 雅各在出⽣时抓住以扫, 又乘⼈之危得到长⼦名份. 可取之処是他要抓住

神的应许, 与他⽇后抓住神与神較⼒得胜⽽改名为以⾊列彼此呼应 (32:27-28). 他⼀⽣受的苦不

是因他抓住神的应许, ⽽是他以欺骗⼿段获神的祝福. (创 27)  

 

II.26:1-35 以撒的产业 

6. 神在什麼情況下向以撒显現? 給他什麼指⽰和应许? 並且对他有什麼要求? 

 

神在飢荒困境中向以撒显現, 應许他在⾮利⼠⼈中的基拉⽿地寄居, 应许与他同在賜福給他, 將

這地給他和他的⼦孙, 並且后裔繁多 (v.2-4), 以撒必須像亞伯拉罕⼀樣听話遵命. 

 

7. 以撒在基拉⽿受到什麼挑戰, 他如何应对? 神如何保护他⼀家? (26: 6-11) 

 

以撒住在基拉⽿, 那地⽅的⼈问到他的妻⼦，他便说, “那是我的妹⼦.” 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

⼦. 他⼼⾥想，恐怕这地⽅的⼈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她容貌俊美. 他在那⾥住了许久. 有

⼀天，⾮利⼠⼈的王亚⽐⽶勒从窗户⾥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利百加戏玩. 亚⽐⽶勒召

了以撒来，对他说, “她实在是你的妻⼦，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 以撒说, “我⼼⾥想，恐怕我

因她⽽死.” 亚⽐⽶勒说, “你向我们作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

在罪⾥.” 于是亚⽐⽶勒晓谕众民说, “凡沾着这个⼈，或是他妻⼦的，定要把他治死.” 

 

神籍著亚⽐⽶勒的正義保护以撒⼀家. 

 

8. 試分析以撒的仆⼈与⾮利⼠⼈在挖井事上之爭. 為什麼以撒挖的井必有⽔源? ⽔源与他的昌

盛有何关連? (2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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縂結 26:12-22. 以撒屢次挖井成功, 当⾮利⼠⼈要佔據他所挖的井時以撒謙虛奉上, 以撒挖井必

定找到⽔源是因為神与他同在祝福他. 在中東畜牧與耕种都依靠⽔源. 

 

9. 以撒离开基拉⽿上別是巴之际神再向他显現給他什麼肯定? 以撒如何回应? 他在⾮利⼠⼈中

有什麼⾒證?  (26:24-29) 

 

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 “我是你⽗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

给你，并要为我仆⼈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 以撒就在那⾥筑了⼀座坛，求告耶

和华的名，并且⽀搭帐棚. 他的仆⼈便在那⾥挖了⼀⼜井. 亚⽐⽶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

的军长⾮各，从基拉⽿来见以撒. 以撒对他们说, “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了，为什么到我这

⾥来呢?” 他们说, “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 便说, “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约，

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味地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你是蒙耶和华

赐福的了.” 

以撒蒙神祝福和他的謙让在⾮利⼠⼈中榮耀神. 

 

10. 请列出亞伯拉罕循環与以撒循環中相似的事跡. 圣经記載這些重覆的事跡有何⽬的? 

 

重覆的事跡: 

1. ⼉⼦长⼦名份反逆: ⼤的服事⼩的: 以实瑪利/以撒; 以掃/雅各. 

2. 亞伯拉罕/以撒都⼊住⾮利⼠⼈之地. 

3. 亞伯拉罕/以撒都落在亞⽐⽶勒⼿中. 

4. 亞伯拉罕/以撒都被神保護, 使妻⼦腹中应许之⼦未受沾污. 

5. 亞伯拉罕/以撒都在灾難中蒙神祝福⽽昌盛 

6. 亞伯拉罕/以撒家中都有兩⼦相爭. 

7. 亞伯拉罕/以撒都曽為保存⼰命⽽撒謊称妻為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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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重演中我們看到⼈的軟弱, 和神万代不変的伩实和莫⼤的慈愛. 

 

11. 26:34-35 章为什么以下⽂结束, “以扫四⼗岁的时候娶了赫⼈⽐利的⼥⼉犹滴，与赫⼈以

伦的⼥⼉巴实抹为妻. 她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愁烦.” 对⼉⼦娶妻和擇偶对象有何启犮? (参

林后 6:14). 

  

以扫⾮经⽗母同意娶妻. 赫⼈是伩奉外神的迦南⼈, ⾮应许之家,  伩与不伩者的婚姻不讨神的

喜悦. (林后 6:14), 且会引起家庭紏纷. 下⽂就强调雅各要到母舅家中娶妻的重要性.  

⼉⼦娶妻擇偶对象: (1) 应得⽗母同意, (2) 应对主有同样的委⾝. 

 

Optional discussion. 25:19-21 以撒和利百加婚后 20 年才⽣⼆⼦. 他们⽣⼦的过程是怎么样? 对

我们今⽇不育的伩徒夫妇有何启犮? (参诗 127:3,创 1:28-30, 约 1:12-14, 罗 8:22-23). 

 

以撒因他妻⼦不⽣育，就为她祈求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利百加就怀了孕. 

⼉⼥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诗 127:3). 今⽇不育的伩徒夫妇也可以⽤

伩⼼求问神, 如果象以撒和利百加有神的应许的话祂⼀定应允. 伩徒夫妇需要继续以伩⼼等待, 

正如以撒和利百加等了⼆⼗年⼀样. 若⾃然受精的过程有问题, ⽤不孕的夫婦的性細胞，體外

受精後植⼊妻⼦的⼦宮. 這些試管嬰兒，也是神賜的禮物，科學家成了神的好管家 (创 1:28-30). 

但圣经更注重“得着”(或 “得赎”的含义 adoption) (罗 8:22-23 我们知道⼀切受造之物，⼀同叹息

劳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的，也是⾃⼰⼼⾥叹息，等候得着⼉

⼦的名分，乃是我们的⾝体得赎).  ⼈犯罪后与神隔绝, 只有接待道成⾁⾝的耶稣基督才能成为

神的⼉⼥(约 1:12-14), 在主再来时与主同复活得赎时我们的⼉⼥⾝份才得到完成. 同样地有遗传

病基因的夫妇应考虑领养(adoption)⼉⼥, 包括“剩餘”的试管胚胎，或者被遺棄的孩⼦. 

 



創世记查经资料 潘柏滔, 赵任君 201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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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员需要等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