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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廿七: 第 34:1 -  36:43 节组长版 

雅各循環之四: 灵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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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孟母三遷的故事.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5 min 创世记 34:1 - 36:43 

背景介绍: 5 min 

 

雅各在⽰劍的逗留, 引起⼥⼉被辱和⼉⼦们以欺骗⼿段报仇, 西缅和利未杀⼈害⽰劍的男丁,  

其他的⼉⼦们擄掠那城, 使其家族与迦南⼈结怨, 从⼈的⽴㘯來看, 是雅各的⼉⼦们诡诈报复⽰

剑污辱其妹之罪, 另⼀⽅⾯神也⽤这场暴⼒事件迫使雅各迁离⽰劍, 免得神的⼦民与应许以外

的⼈通婚(24:3, 27:46, 28:1). ⽽西缅和利未不能逃罪, 要受诅被分散在以⾊列地上(49:5-7).  

 

神在伯特利吩咐雅各⼀家⾃洁离开外邦神, 重新认定他的新名以⾊列, 却不提及他与神的較⼒, 

反⽽注重他的后裔成為多国之民, 並且有君王从他⽽出(35:11).  

 

拉结⽣便雅悯难产⽽死, 所⽣之⼦便雅悯成为以⾊列⼗⼆⽀派的最後⼀位先祖, 弥畄之际 35:18 

“㚑魂要⾛”並⾮指灵魂可离开⾝体独⽴, 因为此处与创 2:7 “㚑魂”原⽂ nephesh 都可译作 “⽣命” 

(新译本 2:7, “有⽣命的活⼈”, 35:18, “正要断⽓的时候”.) 以撒的去世和以扫的族谱也交代了雅各

的系列成为下⽂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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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章交代了以扫的后裔成為西珥的以東⼈. 最终也籍着神的⼦民得到祝福(俄 21, 摩 9:21, 徒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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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31 在整个⽰劍城暴⼒事中试从经⽂中分析下列⼈物的⾏为性格: 底拿, ⽰劍, 哈末, 雅各, 

西缅, 利未與雅各的众⼦. 试从这事件衡量雅各的家庭教育. (参申 22:23-29, 创 24:3, 27:46, 28:1, 

49:7)  

 

底拿: 出去⽰劍城要见那地的⼥⼦们, 因為她招摇过市, 被⽰劍污辱, 引致兄弟的忿恨, 要杀⽰劍

⼈. 

 

⽰劍: 好⾊之徒, 污辱底拿, 因恋慕她, 不惜要在⽰劍城出⼊之男丁都受割礼, 好⾊是他的弱奌, 

促使他中计被杀. 

 

哈末: ⽰劍城领导⼈, ⽰劍之⽗, 賣地给雅各, 纵⼦⾏凶, 但因⽰劍的原故, 不惜要在⽰劍城出⼊

之男丁都受割礼, 虽然割礼是当时和⾄今中東通俗, 但他也怂容⼉⼦的淫⾏, 以致中计被杀. 

 

雅各: 雅各听见⽰剑玷污了他的⼥⼉底拿. 当时雅各闭⼜不⾔，要等⼉⼦们回来, 似乎没有尽⼀

家之主的责任. 事后又责備西缅和利未说, “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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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洗⼈中，有了臭名. 我的⼈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都必灭

绝”. 雅各是⼀個失敗的⽗亲, 沒有好好管教⼉⼥, 事后他所关注的不过是⾃⼰的名利, ⽽不是伸

张公义. 

 

西缅, 利未與雅各的众⼦: 西缅, 利未: 欺骗⽰劍和哈未要他们的男丁受割礼才让妺⼦嫁⽰劍, 在

他们⾏完此礼仍疼痛时, 西缅和利未杀害⽰劍的男丁,  其他的兄弟擄掠该城, 使其家族与迦南

⼈结怨, 招致雅各最后咒诅西缅和利未, 要分散他们在以⾊列各⽀派中(49:7). 

 

雅各和哈末都是失敗的⽗亲, 事先沒有好好管教⼉⼥. 事后処事也沒有原则. 雅各更沒有⽤神的

价值观和伩仰管教⼉⼥.  

 

2. 35:1-15 (a) 伯特利在雅各灵程中代表什麼? ⽐較神两次在伯特利向雅各的显现的异同. (参

28:11-22)  

神两次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 28:11-22 35: 1-15 

神主动向雅各显现 11-13 太阳落了, 雅各拾起那地

⽅的⼀块⽯头枕在头下，在那

⾥躺卧睡了，梦见⼀个梯⼦⽴

在地上，梯⼦的头顶着天，有

神的使者在梯⼦上，上去下来. 

耶和华站在梯⼦以上（或作站

在他旁边） 

1 神对雅各说，起来. 上伯特

利去，住在那⾥. 要在那⾥筑

⼀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

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

那位. 

神的⾃称 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

神，也是以撒的神. 

11 我是全能的神. 

雅各⾃洁  2-4 雅各就对他家中的⼈并⼀

切与他同在的⼈说，你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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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

要⾃洁，更换⾐裳. 他们就把

外邦⼈的神像和他们⽿朵上

的环⼦交给雅各. 雅各都藏在

⽰剑那⾥的橡树底下. 

神的保护  5 他们便起⾏前往.神使那周围

城⾢的⼈都甚惊惧，就不追

赶雅各的众⼦了. 

神的祝福 13-15 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必

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

西南北开展. 地上万族必因你和

你的后裔得福. 我也与你同在。

你⽆论往哪⾥去，我必保佑

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

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

的. 

11-12 你要⽣养众多，将来有

⼀族和多国的民从你⽽⽣，

又有君王从你⽽出. 我所赐给

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

赐给你与你的后裔. 

 

雅各敬拜神 16-20 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

真在这⾥，我竟不知道.就惧

怕，说，这地⽅何等可畏，这

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

天的门. 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

的⽯头⽴作柱⼦，浇油在上⾯.

他就给那地⽅起名叫伯特利

（就是神殿的意思). 

7 他在那⾥筑了⼀座坛，就给

那地⽅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

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 14-15

雅各便在那⾥⽴了⼀根⽯

柱，在柱⼦上奠酒，浇油. 雅

各就给那地⽅起名叫伯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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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许愿 20-22 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

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物

吃，⾐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

回到我⽗亲的家，我就必以耶

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为柱⼦的

⽯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

给我的，我必将⼗分之⼀献给

你. 

 

 

雅各改名  10 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

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

列. 这样，他就改名叫以⾊列.  

 

3. 35:1-15 神为什么要雅各上伯特利? 雅各有否执⾏他在 28 章⾸次在伯特利遇见神时所许的愿? 

(参利 27:30-31, 民 18:21-28) 

 

神要雅各上伯特利记念向他第⼀次的显现和他所许的愿. 

 

35:7 “他在那⾥筑了⼀座坛，就给那地⽅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

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向他显现.”, 35: 14-15, “雅各便在那⾥⽴了⼀根⽯柱，在柱⼦上

奠酒，浇油. 雅各就给那地⽅起名叫伯特利.”  

 

雅各再次在伯特利记念神, 作者虽然⽆清楚描述他履⾏⼗⼀奉献, 伹神悦纳雅各的敬拜 (35:13), 

他的⼦孙也开始⼗⼀奉献的传统 (利 27:30-31, 民 18: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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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5:1-3 神如何提醒雅各? 雅各上伯特利前要家⼈做那三件事? 試反眏當時雅各家的属灵光景. 

雅各如何領導家⼈属灵的復興? 對我们有什麼意义? 

 

雅各上伯特利前要家⼈做三件事:  (1) 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2)要⾃洁，(3)更换⾐裳.  

這⾥反眏當時雅各家的属灵光景破产: 住在外邦⼈中间; 拜他们的神, 跟从他们⾏异教⾵俗(⽉

形⽿环是拜⽉神的象徵), 被异教邪术玷汚, 离棄神.  

 

35:1-3 神对雅各说, “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 要在那⾥筑⼀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

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 此時雅各才醒悟過來, 知道⾃⼰⼀家⼈已經遠離耶和华, 忘记

他以前在伯特利所許的愿 (28:10-22), 就对他家中的⼈并⼀切与他同在的⼈说, “你们要除掉你们

中间的外邦神，也要⾃洁，更换⾐裳. 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我要筑⼀座坛给神，

就是在我遭难的⽇⼦应允我的祷告，在我⾏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 

 

應⽤: 答案不⼀. 

 

5. 雅各復興之后神再度賜福給他, 再提及他改名之事, 神两次吩咐雅各改名为以⾊列(32:28, 

35:10)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试从神再度揀選雅各分析神的⼼意. 

 

32:28: 第⼀次神吩咐雅各改名为以⾊列注重雅各与神較⼒. 35:10-11 第⼆次吩咐雅各改名为以⾊

列却注重 “将来有⼀族和多国的民从你⽽⽣，又有君王从你⽽出.” 雅各从争取得到⾃⼰的福利, 

到成为多国和君王之祖; 神要以他的新名字成为⼀个選民代表, 成为多国的祝福. 

  

从雅各⾝上可看到神揀選⼈的最終⽬标: 神終極的關怌是全⼈類, 祂的旨意是從⼀⼈到⼀族, 最

后要籍以⾊列的后裔成為彌賽亞建⽴永遠属於神的国度,  雅各屢屢跌倒再起來, 神要使他经历

到神的主朲, 和⾃⼰本⾝的责任, 神要籍着雅各好计划和要枛着的性格来引导他找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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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5:16-26 便雅悯的出⽣和拉结的死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参 30:24, 35:20) 

 

便雅悯的出⽣代表拉结⽣约瑟时的祷告蒙允(30:24), 滿⾜以⾊到⼗⼆⽀派先祖的数⽬, 因为⼗⼆

象征整体(参启 21:12,14). 拉结给他起名叫便俄尼: “我尤伤之⼦”, 雅各将他改名为便雅悯: “右边

(即重要之意)之⼦”,  是⼀个雅各从丧妻的悲哀变成对便雅悯充满伩⼼的举动, 拉结难产⽽死, 

雅各为拉结在墳上⽴下统碑纪念她(35:20), 表达他的深情和哀恸. 

 

7. 36:1-43 記載以扫的后裔. 以扫为什么离开迦南? 他定居西珥后怎样成为以東⼈始祖(36:2, 19, 

25)? 為什麼神要使雅各从外邦⼈之地(⽰劍)带回伯特利, 卻让以扫离开迦南到外邦地(西珥) 

(Hint: 与神的计划和预⾔有何关系)? [参 25:22-23, 27:28-29, 民 20:14, 撒下 8:14, 王上 11:14, 王下

8:20) 和被神審判 (珥 3:19, 摩 1:11, 9:12, 俄 1)] 

 

36:6-7 以扫带着他的妻⼦，⼉⼥，与家中⼀切的⼈⼜，并他的⽜⽺，牲畜，和⼀切货财，就

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 因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容

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 注意雅各回家之后⼊住外⼈之地—⽰劍, 可能是要避开以扫, 但神⽤

各種情境使他迁回伯特利, ⽽以扫也因同樣原因避開雅各, 迁徃西珥. 

 

36: 20-30. 以扫搬到西珥以后, 他和他的后代与西珥住民何利的后代通婚(36:2, 36:25), 混合成为

以東⼈. ⽽雅各⼀族卻沒有与⽰劍⼈結親. 先祖的取捨決定了歷史的⾛向. 

 

神计划和预⾔以東⼈將与以⾊列⼈相争: (25: 22-23 民 20:14, 撒下 8:14, 王上 11:14, 王下 8:20).  以

東被神審判, 以⾊列⼈最终得胜 (27:28-29, 珥 3:19, 摩 1:11, 9:12, 俄 1). 創世記的主題: 神的揀选和

⼈的責任, 籍着这些歷史環节表明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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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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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