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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〹六: 第 32:1 -  33:20 节组长版 

雅各循環之三: 雅各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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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久别回乡见亲⼈的经历.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5 min 创世记 32:1 -  33:20 

背景介绍: 5 min 

雅各回乡见以扫的过程是他⼀⽣的⾥程碑, 因为在途中神的使者遇见他, 他也与神的使者摔跤.  

雅各抓住神不放, 要得到祂的祝福, 神的使者见⾃⼰胜不过他，就将他的⼤腿窝摸了⼀把，雅

各的⼤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 並为他改名字为以⾊列, 因为他与神与⼈较⼒，都得了胜.  

神也听他的祷告.  

雅各计划週详地要预防他兄弟的恶待, 神却改变了以扫以前要杀他报复受他欺骗的恨, 反⽽与

他擁抱迎接他. 雅各也开始了抓着神的新认识, 从此以⾊列的民族因⽽得名. 

 以⾊列(Israel)名意是神得胜, 神当家(God prevails), 或作神眼中的王⼦(Prince with God).[⾒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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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2: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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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雅各怎样预備回乡见以扫?  从他预備的过程中可看到他的性格与以前有什么异同?  

(b) 什么因素使雅各有这些改变?   

(c) 我们可以从以扫⾝上学到什么功课? 

 

(a) 雅各得知以扫带领四百⼈迎着他来, 他的⾏动表⽰他⼀向的活⼒: 计划週详(scheming): (1)32: 

7-8: 他把与他同在的⼈⼜和⽺群，⽜群，骆驼分作两队, (2)32: 13-21: 㧱礼物分三隊要解以扫对

他的恨, (3)33:1-3: 带领妻⼉, 從疏遠到亲蜜按次序排列, ⾃⼰先⼀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 

但与他离家时不⼀样的地⽅: (1)他两次在计划中都祷告神, 32:9-12, 32:22-32. (2)以前他要抓住⼈

家的東西, 现在他要送上礼物. 

 

(b) 神给雅各在拉班家中⼆⼗年的磨练, 使他学会谦卑. 神屡次向他显现, (28-31), 包括神以軍兵

的样式(32:2)使他经历神的同在, 和他对神的需要. 也使雅各有这些改变. 从雅各的虚⼰谦卑的⾏

动看到他真诚地悔改他以前欺骗⼈的性格 (33:1-3), 谦让(⼀连七次俯伏在地称以扫为主, 求他施

恩)和诚⼼(送厚礼)都是与⼈和解的好开始. 

 

(c) 以扫不是因为雅各的礼物与他和好, ⽽是從⼼底⾥寛容了他, 最后从接纳雅各的礼物上看到

他完全接納了雅各,  以后他们在有⽣之⽇和平相处, 同为⽗母送终(35:29). 能夠赦免別⼈的过犯

是⼀個美德. 

 

2. 32:22--32.  

(a)雅各在什么情況之下经历⾯对⾯与神摔跤?  

(b) 此時他與神交⼿跟他以前欺骗以扫和騙⽗亲的祝福(25: 31; 27) 有什么异同?  

(c) 神为什么改了雅各的名字和让他有这样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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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当时雅各承恐承惶, 未知以掃是否要报仇杀他, 他夜间起来，打犮妻兒⼦⼥都过了雅博渡⼜，

他要独⾃会见神. (b) 雅各同樣地珍惜神的祝福, 同樣地侭所能去爭取所要得的東西 (25:31; 27; 

32:26),  但是此時他要得到的是神⾃⼰(32:29), 雅各要知道神是誰! 

 

(c) 神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神又见⾃⼰胜不过他，就将他的⼤腿窝摸了⼀把，雅各的⼤腿窝

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 神说, “天黎明了，容我去吧.” 雅各说, “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神说, “你名叫什么?” 他说, “我名叫雅各.” 神说,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列. 因为你与

神与⼈较⼒，都得了胜.” 雅各问他说, “请将你的名告诉我.”  神说, “何必问我的名.” 于是在那⾥

给雅各祝福. 雅各便给那地⽅起名叫毗努伊勒（就是神之⾯的意思), 意思说, “我⾯对⾯见了神，

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毗努伊勒，他的⼤腿就瘸了. 神給他起了个

新名字, 说,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列, 因为你与神与⼈较⼒，都得了胜”, 雅各改名

为以⾊列, 神要他记得不再是 “抓住” ⾃⼰和利益的⼈(雅各名意是“抓住”), 神要他記得他虽是 

“与神与⼈较⼒都得了胜的⼈.” 但神仍然是当家, 因為神使他瘸了腿. (Is-rael 希伯來名意是 God 

prevails, 但 God 是 subject 或 object 的次序不清楚; 或作他是神眼中的王⼦ Prince with God, 因

為他抓住胜过神⼈)! 神要使雅各经历到祂⾃⼰的主朲, 和雅各本⾝的责任. 

 

 3. 33: 4-16 雅各为什么不应以扫的邀请往以扫的住处西珥? 

 

以扫是真⼼的铙恕了雅各, 像擁抱回头的浪⼦的⽗亲(路 15:20), ⽽且虽不需要也接受雅各的礼

物, 还预備将⼿下畄给雅各护送他的家⼈到居地西珥. 但是雅各对兄还有戒⼼, 籍⼜孩⼦⽜⽺乳

养娇嫩, 不与以扫前徃西珥. 仍然有他深思熟慮的品格.  

 

⼀个⼈饒恕別⼈需要寛⼤的⼼, ⼀个⼈接受饒恕也需要⼤量的伩任. 这些都是我們作為基督徒

需要操練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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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3: 17-20 雅各在疏割和⽰劍城⽀搭帐棚和築坛有些什么属灵的意义可作我们的借镜? (参 34, 

35:1) 

 

雅各本应记念神要往在他离家途中遇见神之伯特利 (35:1), 反⽽到北⽅相反⽅向的疏割和⽰劍

城, 在那⾥⽀搭帐棚居住好⼏年 (30:19-25, 31:41, 雅各离开巴旦亚兰的拉班时⼥⼉底拿可能只是

⼉亗, 但到下⼀章被⽰劍玷辱时已经是少⼥ (34:1-4), 虽然在⽰劍築坛以⾃⼰的新名字为之命名

敬拜神, 却也躭误神对他的呼召, ⽰劍城是⼀个外族⼈聚居的地⽅, 雅各回家卻没有住在⾃⼰家

族當中, 使家⼈出⼊在未受割礼的⼈之間, 造成后患 (见 34 章), 最終雅各痛定思痛才上伯特利

築坛, 全家在神⾯前更新(35 章). 

 

基督徒是⼊世⽽出世, 若完全与世界同住是很危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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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