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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廿三: 第 27:1 -28:9 节组长版:  

 以撒循環⼆: ⼆⼦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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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曽被⼈欺骗的经历与感受.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5 min 创世记 27:1 -28:9 

背景介绍: 5 min 

猶太⼈⾧⼦的名分，通常是有較好的地位，和較多的遺産. 他們得了⾧⼦名分， 可有幾種益

處：如得到⽗親的祝福，管家的權柄（撒上 20:29），雙分的家業（申 21:15-17 ），全家祭司

的尊榮等. 这段經⽂記載以撒⼆⼦對⾧⼦的名分之爭, 戲剧化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法企

图決定⾃⼰的命運, 但是最终也得成就神的旨意, ⼈却要负担⾃⼰犯罪的責任: 利百加早知神揀

迭雅各, ⼤的要服侍⼩的, 卻⽤欺骗的⼿段与次⼦串同获得以撒对长⼦的祝福, ⽽以撒作为⽗亲

希望⽤⾃⼰的权柄给以扫长⼦的祝福, 雅各不惜冒以扫的名骗年邁眼昏的⽗亲. 以扫軽看长⼦

的名份, 却也迁怒弟弟骗他要怌恨报复. 四⼈都輕忽了神的应許与意旨, 險些造成家庭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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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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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7:1-46 从雅各骗取⾧⼦的祝福的过程中, 分析下列⼈物的个性和动机: 

(a) 以撒陷⼊騙局的內在原因是什么? 以撒知道受骗后有没有后悔? (27:33) 神也容许他被骗⽽对

雅各和以扫的祝福得到成全嗎? 

(b) 利百加⽤什么计谋与雅各串同骗取以撒的祝福? 她为什么这样做? 

(c) 雅各如何被母亲说服去欺骗⽗亲? 他怎样通过了以撒的質问? 

(d) 以扫知道受雅各骗⾛长⼦的祝福之后为什么放声痛哭? 是否他改变了以前对长⼦名份的軽

看? (25:34) 

(e) 从整個过程描述与佈局, 試看创世记作者要传遞什麼伩息? 

 

(a) 1-4 以撒年⽼，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以扫来，说, “我⼉.”以扫说, “我在这

⾥.” 他说, “我如今⽼了，不知道哪⼀天死. 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往⽥野去为我打

猎，照我所爱的作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 

以撒对他⼉⼦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 以扫往⽥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  

以撒陷⼊騙局的內在原因: 

1. 眼睛昏花，不能看见. 

2. 注重⼜福, 要吃以扫的野味 (25:28). 

3. ⽿/摸: 以撒摸着雅各的⼿，说, “声⾳是雅各的声⾳，⼿却是以扫的⼿ (27:22).” 

4. 他⽗亲⼀闻雅各(穿了以扫的)⾐服上的⾹⽓，就给他祝福 (27:27). 

他以五宫(眼⽿⼜⿐摸)感受为判斷的主導, 忽略了神的引領.  

以撒知道受骗后就⼤⼤地战兢，对以扫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

吃了，为他祝福. 他将来也必蒙福.” 这时他也晓得⾃⼰要给予以扫的长⼦祝福⼀定要属于雅各

的. 虽然后悔, 但只得顺服在神的安排底下. 

“謀事在⼈, 成事在天”, 神也容许他被骗⽽对雅各和以扫的祝福得到成全, 並⾮执⾏⼈的意旨, 

⽽且成就祂⾃⼰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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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扫的祝福是在神原来的应许以外, 39 他⽗亲以撒说, “地上的肥⼟必为你所住, 天上的⽢露必

为你所得”也可译作 “你所住的地⽅必逺离地上的肥⼟, 逺离天上的⽢露”(呂振中, NIV). 上下⽂

与以扫的后裔以東⼈与以⾊列⼈地⼟之争似乎⽀持后⾯的意思. 

 

(b) 利百加(1) 偷听传⾆, (2) 偏愛雅各, (3) ⽤⾃⼰計謀達成⼼願, (4) 存⼼欺哄, (5) 妄⾃起誓:  

27:6-17: 利百加就对她⼉⼦雅各说, “我听见你⽗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作成美

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前给你祝福. 现在，我⼉，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

听从我的话. 你到⽺群⾥去，给我拿两只肥⼭⽺羔来，我便照你⽗亲所爱的给他作成美味. 你

拿到你⽗亲那⾥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 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 “我哥哥以扫浑

⾝是有⽑的，我⾝上是光滑的. 倘若我⽗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

福.” 他母亲对他说, “我⼉，你招的咒诅归到我⾝上. 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羔给我拿来.” 他

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 他母亲就照他⽗亲所爱的作成美味. 利百加又把家⾥所存⼤⼉⼦以扫

上好的⾐服给他⼩⼉⼦雅各穿上，又⽤⼭⽺羔⽪包在雅各的⼿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作

的美味和饼交在他⼉⼦雅各的⼿⾥.  

利百加偏爱雅各 (25:28), 虽早知神⽴雅各⾼于以扫, 但未求告神, 也未与以撒和其他⼈商量, 既

缺乏伩⼼又没有爱, 结果活该收到憎恨的恶果. 

 

(c) 雅各攻⼼計, 既以紅⾖湯換取⾧⼦名份, 對母親所提出的狡計並不抗拒, 起先雖有介⼼, 也不

过是怕欺哄⼈所招来的咒诅, (27:11-13)对他母亲利百加说, “我哥哥以扫浑⾝是有⽑的，我⾝上

是光滑的. 倘若我⽗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 他对祝福的期昐

超越了他是⾮之⼼, 与母串联欺骗以撒, 雅各存⼼欺騙, 在⽗親屢次審問下他都撒謊回应, 所以

以扫称他名为雅各, 因他不惜⽤欺骗來抓取別⼈的東西 (27:36).  

 

(d) 34-36 以扫听了他⽗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 “我⽗阿，求你也为我祝福.” 以撒说, “你兄弟

已经⽤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 以扫又说, “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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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扫这时所注重的是以撒的祝福, 因为⽗亲⽼邁快要死亡, 他可从⽗亲获得的東西已经具体化, 

不像他以前軽看长⼦名份时⽐不上红⾖湯裹腹(25:34), 以扫愛現世物質享受, 輕看属靈福份, 在

兩次失落中显露⽆遺. 

事后他仍没有尊重神, 娶应许之外的⼥⼦为妻(28:6, 来 12:16-17)  

 

(e) 以撒贪吃野味; 以扫到外⾯打猎; 利百加和雅各趁机煑⽺羔扮以扫欺骗⽗亲; 雅各获得以撒

祝福后剛 “从他⽗亲那⾥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30); 以扫因受骗怌恨要杀雅各, 催使

利百加遣雅各到母舅家, 以扫的迦南妻⼦不讨利百加的喜悦, 是以撒在下⽂嘱咐雅各返母舅家

娶妻的伏笔. 

整個戏剧化的佈局要說明神的㨂选和神的旨意會排除萬難得以成就, ⼈在其中要尋求神的旨意, 

遵⾏与順服. 若逆反神必⾃⾷其果, 落在永⽣神的審判中.  

 

2. 28:1-5 以撒怎样嘱咐雅各返母舅家娶妻? 为什么? 根据这⾥和前⽂亚伯拉罕替以撒从⽗家觅

偶的经过(創 22:20-25:18), 信徒与⽗母可学到什么有关觅偶的功课? 

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 “你不要娶迦南的⼥⼦为妻. 你起⾝往巴旦亚兰去，

到你外祖彼⼟利家⾥，在你母舅拉班的⼥⼉中娶⼀⼥为妻. 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养众

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

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 

理由: 

(1) 以撒的根据是⾃⼰娶利百加的经历, 和神从亚伯拉罕给他家族的应许.  

(2) 迦南⼈是被咒诅的. (创 9) 他們拜假神, 雅各若娶迦南⼥⼦, 極可能被牽引离棄耶和华去拜假

神. 

(3) 以扫媳妇不讨利百加的喜悦, 影响以扫离开神.  

功課: 伩与不伩的原不相配, 會做成⽣活上的磨擦, 伩仰上的困境, 不伩的另⼀半会把伩徒帶离

神家. 



創世记查经资料 潘柏滔, 赵任君 2015 

   	

	 5	

 

3. 28:6-9(a)从这⾥以扫又娶妻的⾏动, 和他在 27 章的表现, 可以看到他是⼀个怎样的⼈? (b) 来

12:16-17 给以扫⼀个怎样的评语? 我们从他⾝上可以学到什么警惕? 

 

(a) 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

咐他说, “不要娶迦南的⼥⼦为妻.” 又见雅各听从⽗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

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便往以实玛利那⾥去，在他⼆妻之外又娶了玛哈拉为妻. 她是亚伯

拉罕⼉⼦以实玛利的⼥⼉，尼拜约的妹⼦. 

以扫只顾要讨⽗母喜悦, ⽽不明⽩也不顾神的应许, 以为再讨⼀个亚伯拉罕家族中的妻⼦便可

挽回⽗母的青睐. 他是⼀个孤⾏⼰意, 只顾⽬前⾁体之快, 不顾永⽣的⼈.  

(b) 来 12:16-17: “恐怕有淫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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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来想要承受⽗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亲的⼼意回转，

这是你们知道的.” 

以扫乱娶妻是淫乱. 他贪恋世俗⼀点⾷物把⾃⼰长⼦的名分卖了, 要⽤⼰计承受⽗所祝的福却

得不着门路. ⾃当不得神祝福的責任. 正如以实玛利⼀样, 他需出⾃伩⼼之⽗亚伯拉罕的家族, 

却是在神应许以外. 今天伩徒的⼦孙若不承受伩⼼的传统, 孤⾏⼰意, 也會像以扫⼀样被拒于神

国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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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