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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讀經班之創世記21-30章

2016年7月17日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讀經班金句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
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3:16-17）



CBCWLA 讀經班的要求

 1.每日靈修

 2.每次上課之前讀完十章聖經

 3.參加隨堂測驗

 4.不無故遲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課態度



 一.創造: 世界的起源 (1-11章)
◦ 1.創造: 世界, 人類, 婚姻, 罪的起源 (1-2章)

◦ 2.墮落: 罪的開始, 加深, 與擴散 (3-5章)

◦ 3.洪水: 神對罪的審判 (6-10章)

◦ 4.巴別塔: 人類的自高與種族的分散 (11章)

 二.救贖: 以色列的起源 (12-50章)
◦ 1.亞伯拉罕: 蒙神揀選並以信心回應的人 (救贖計劃的開始)

◦ 2.以撒: 繼承應許的人

◦ 3.雅各: 蒙神恩待並開始以色列民族的人

◦ 4.約瑟: 拯救全族的人

創世記大綱

Warren Wang



 創世記22:18：「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加拉太書 3:16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

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

“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

 加拉太書3:14：「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

以臨到外邦人。」

 從血統上來說, 亞伯拉罕的後裔是以色列人。從屬靈的

意義來說, 亞伯拉罕的後裔是耶穌基督。

 神所應許的福是藉著耶穌基督而臨到萬民, 並非藉著以

色列人。(是藉著一個子孫, 而非藉著眾子孫)

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

萬國必因他的後裔(耶穌基督)得福

Warren Wang



 1. 為預備救恩而揀選（Elected to save）：神揀選亞伯

拉罕是要為救主的降生做預備，從肉身來說, 彌賽亞(耶

穌基督）將會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2. 為賜福萬族而揀選（Elected to bless）：神應許亞伯

拉罕，萬族萬民將會因他的後裔（耶穌基督）而得福。

 3. 為事奉神而揀選（Elected to serve）：選民將自己分

別為聖，歸屬於耶和華。基督徒因信稱義，歸耶和華為

聖，是亞伯拉罕屬靈的子孫，蒙揀選事奉永生神。

神揀選亞伯拉罕的目的

Warren Wang



亞伯拉罕家譜圖

Warr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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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族長與救恩

亞伯拉罕 神應許救恩 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以撒 神預備救恩 獻祭的羊羔…耶和華必有
預備。

雅各 神揀選蒙恩
者

要顯明神揀選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為，只在乎
召他的主。

約瑟 神差派拯救
者

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
要給你們存留餘種，又要
大施拯救，保全你們的性
命。

Warren Wang



以撒



以撒的一生

 出生：父親亞伯拉罕一百歲生以撒
◦ 他兒子以撒生的時候，亞伯拉罕年一百歲。(創21:5)

 娶妻：四十歲
◦ 以撒娶利百加為妻的時候正四十歲。(創25:20a)

 生子：六十歲
◦ 隨後又生了以掃的兄弟，手抓住以掃的腳跟，因此給他起名叫
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兩個兒子的時候，以撒
年正六十歲。（創25:26)

 結局：一百八十歲
◦ 以撒共活了一百八十歲。以撒年紀老邁，日子滿足，氣絕而死，
歸到他列祖那裡。他兩個兒子以掃、雅各把他埋葬了。（創
35:28-29）

 以撒的信心：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來的事給雅各、以掃
祝福。（來11:20）



以撒一生行止

聖經地名詞點, 白雲曉編著



以撒的身分：承先啟後的人

承先：亞伯拉罕的兒子
以撒是應許之子，繼承神與他父親所
立的約。

啟後：以色列的父親：
以撒是雅各的父親，雅各後來改名以
色列，後代成為一個民族。



神藉著以撒所啟示的真理一

神的應許不落空

1. 應許之子：「因為律法上記著，亞伯拉
罕有兩個兒子，一個是使女生的，一個
是自主之婦人生的。然而那使女所生的，
是按著血氣生的；那自主之婦人所生的，
是憑著應許生的。」（加4:22-23）

2. 堅定所立的約：「你妻子撒拉要給你生
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以撒。我要
與他堅定所立的約，作他後裔永遠的
約。」(創17:19)

3. 神的應許必定成就：「當亞伯拉罕年老
的時候，撒拉懷了孕，到神所說的日期，
就給亞伯拉罕生了一個兒子。」（創21:2）



神藉著以撒所啟示的真理二

耶和華必有預備

1. 耶和華以勒：

◦ 耶和華必預備

2. 燔祭的羊：神在救恩上的預備(創22:13-

14)

◦ 神所預備的公羊取代了以撒，預表耶穌基
督是神的羔羊，將取代人類被獻在祭壇上。

3. 以撒的妻利百加：神在生活上的預備(創
24:10-66)

◦ 神使亞伯拉罕的老僕人道路通達，順利為
以撒娶到利百加為妻。



以撒的名字: 他笑了!

 亞伯拉罕的喜笑：
◦ 亞伯拉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裡說，一百歲的人還能
得孩子麼？撒拉已經九十歲，還能生養麼？（創17:17）

 撒拉的暗笑：
◦ 撒拉心裡暗笑，說，我既已衰敗，我主也老邁，豈能
有這喜事呢？（創18:12）

 以實瑪利的戲笑：
◦ 當時，撒拉看見埃及人夏甲給亞伯拉罕所生的兒子戲
笑。（創21:9）

 神的微笑：
◦ 耶和華以笑臉幫助我（詩篇42:5）。
◦ 撒拉說：「神使我喜笑，凡聽見的必與我一同喜笑。 (
創21:6）



亞伯拉罕獻以撒

 神向亞伯拉罕信心的試驗
◦ 你帶著你的兒子，
◦ 就是你獨生的兒子，
◦ 你所愛的以撒。

 亞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
◦ 當時亞伯拉罕心中的信念為何?

 亞伯拉罕相信神會讓人從死裡復活
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這便
是那歡喜領受應許的，將自己獨生的兒子獻上。論到這
兒子，曾有話說：「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他
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裡復活；他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
兒子來。[來11:17-19]

(強調亞伯拉罕心中所珍貴愛憐的)



1. 繼承父親的祝福

2. 繼承父親的軟弱

以撒繼承父親

Warren Wang



以撒繼承父親的祝福

 神第一次向以撒顯現：
◦ 耶和華向以撒顯現說：「我必堅定我向你父亞
伯拉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後裔，像天上
的星那樣多；又要將這些地都賜給你的後裔，
並且地上萬國必因你的後裔得福；都因亞伯拉
罕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令、律
例、法度。」（創26:2-5）

 神第二次向以撒顯現：
◦ 當夜耶和華向他顯現，說：「我是你父親亞伯
拉罕的神，不要懼怕！因為我與你同在，要賜
福給你，並要為我僕人亞伯拉罕的緣故，使你
的後裔繁多。」（創26:24）



以撒繼承父親的軟弱

 亞伯拉罕在基拉耳：
◦ 亞伯拉罕從那裡向南地遷去，寄居在加低斯和書珥
中間的基拉耳。亞伯拉罕稱他的妻撒拉為妹子。基
拉耳王亞比米勒差人把撒拉取了去。（創20:1-2）

 以撒在基拉耳：
◦ 以撒就住在基拉耳。那地方的人問到他的妻子，他
便說：「那是我的妹子。」原來他怕說：「是我的
妻子。」他心裡想：「恐怕這地方的人為利百加的
緣故殺我，因為她容貌俊美。」（創26:6-7）

* 註：「亞比米勒」可能是頭銜，而非人名。如中國的君王稱為
「皇帝」，埃及的君王稱為「法老」，非利士的君王稱為「亞比
米勒」。



 以撒的三口井
1. 埃色（相爭）
 基拉耳的牧人與以撒的牧人爭競，說：「這水是我們的。」以撒就
給那井起名叫埃色（就是相爭的意思），因為他們和他相爭。（創
26:20）

2. 西提拿（為敵）
 以撒的僕人又挖了一口井，他們又為這井爭競，因此以撒給這井起
名叫西提拿（就是為敵的意思）。（創26:21）

3. 利河伯（寬闊）
 以撒離開那裏，又挖了一口井，他們不為這井爭競了，他就給那井
起名叫利河伯（就是寬闊的意思）。他說：「耶和華現在給我們寬
闊之地，我們必在這地昌盛。」（創26:22）

以撒在寬闊之地昌盛

Warren Wang



 約瑟給兩個兒子取名，記念神在他身上
的作為：

◦ 瑪拿西：約瑟給長子起名叫瑪拿西（就是使
之忘了的意思），因為他說：「神使我忘了
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 以法連：他給次子起名叫以法蓮（就是使之
昌盛的意思），因為他說：「神使我在受苦
的地方昌盛。」

約瑟在受苦之地昌盛

Warren Wang



雅各



雅各的身分：創立以色列民族的人

1. 神將雅各改名為「以色列」，後來成
為一個民族的名字

2. 雅各的十二個兒子後來成為以色列的
十二個支派



神藉著雅各所啟示的真理一

揀選的恩典

1. 揀選是神的主權

2. 揀選是神的恩典

3. 神揀選雅各：

◦ 神對利百加說：「兩國在你腹內，兩族要從
你身上出來，這族必強於那族，將來大的要
服事小的。」（創25:23）



神藉著雅各所啟示的真理二

改變生命的大能

 雅各的本相：天生詭詐(原文發音相同)
◦ 以掃說：「他名雅各，豈不是正對麼？因為

他欺騙了我兩次…」（創27:36）

 雅各的進步：從求福到祝福
◦ 雅各求神祝福：雅各說：「你不給我祝福，

我就不容你去。」（創32:22）
◦ 雅各給法老祝福：雅各又給法老祝福，就從

法老面前出去了。（創47:10）

 雅各的信心
◦ 「雅各因著信，臨死的時候，給約瑟的兩個

兒子各自祝福，扶著杖頭敬拜神。」（來
11:21）



附註：祝福的意義

1. 福從神來： 「我親愛的弟兄們，不要
看錯了。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
的賞賜都是從上頭來的，從眾光之父
那裡降下來的」。（雅1:16-17）

2. 祝福是信心的禱告:  以宣告的方式, 用
信心為他人向神求福。

3. 祝福是神的心意：神要父親給孩子祝
福，祭司給百姓祝福，神的僕人給教
會祝福。

「從來都是位分大的給位分小的祝福，這
是駁不倒的理。」（來7:7）



雅各夢見一個梯子立在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
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來，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
（創28:12-13）



天梯的意義

 雅各夢見一個梯子立在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
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來，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創
28:12-13）

1. 天梯代表神的接納：

 神允許自己與雅各之間有通道存在

2. 天梯代表神恩典的管道：

 天使是服役的靈，為承受救恩的人效力(參來1:14)。
天使在梯子上穿梭往來，代表神對雅各的恩惠與保
護。

3. 天梯的終極意義是耶穌基督：通往天父的道路

 耶穌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要看見天
開了，神的使者上去下來，在人子身上。」（約
1:51）



伯特利分別為聖

1. 祭壇的分別為聖：
◦ 「雅各清早起來，把所枕的石頭立做柱子，澆油在

上面。」(創28:18)

◦ 「澆油」是一種手續，澆在祭壇、祭物或人上，將
其分別出來，凡油所澆到的都歸給耶和華為聖。

2. 地點的分別為聖：
◦ 「他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利（神的殿）；但那地

方起先名叫路斯。」（創28:19）伯特利後來成為
以色列的敬拜中心，因雅各將其分別為聖，稱為
「神的殿」。

3. 財物的分別為聖：
◦ 「凡你所賜我的，我必將十分之一獻上。」（創

28:22）



排行 兒子 其母 名字的意義 相關經文

1 流便

利亞

有兒子
利亞：耶和華看見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愛
我。（29:32）

2 西緬 聽見
利亞：神因為聽見我失寵，所以又賜給我這個兒
子。（29:33）

3 利未 聯合
利亞：我給丈夫生了三個兒子，他必與我聯合。
（29:34）

4 猶大 讚美 利亞：這回我要讚美耶和華。（29:35）

5 但
辟拉

伸冤
拉結：神伸了我的冤，也聽了我的聲音，賜給我

一個兒子。（30:6）
6 拿弗他利 相爭 拉結：我與姊姊相爭，並且得勝。（30:7）
7 迦得

悉帕
萬幸 利亞：萬幸。（30:11）

8 亞設 有福
利亞：我有福啊，眾女子都要稱我是有福的。
（30:13）

9 以薩迦
利亞

價值
利亞：神給了我價值（報酬），因為我把使女給
了我丈夫。（30:18）

10 西布惀 同住
利亞：我丈夫必與我同住，因我給他生了六個兒
子。（30:20）

11 約瑟

拉結

增添
拉結：神除去我的羞恥，願耶和華再增添我一個
兒子。（30:23-24）

12 便雅憫 右手之子
拉結難產，臨終前給兒子取名為「便俄尼」（我
苦難中的兒子），雅各給他改名為「便雅憫」
（我右手的兒子）。（35:18）



神是否允許多妻制?

 問：亞伯拉罕有一妻一妾，雅各有二妻二妾，大
衛和所羅門都多妻，這是否表示神允許多妻？

 答：神所設計的婚姻制度是一夫一妻，多妻違背
神的心意，這樣去做的人要自己承受不良的後果。
◦ 亞伯拉罕和雅各都因多妻而引起家庭糾紛

◦ 大衛因多妻而使得後代中發生淫亂和謀殺

◦ 所羅門因多妻而遠離神。

 勿以「詭詐」待妻：
o 雖然神有靈的餘力能造多人，他不是單造一人嗎？為何
只造一人呢？乃是他願人得虔誠的後裔。所以當謹守你
們的心，誰也不可以詭詐待幼年所娶的妻。（瑪拉基
2:15）



雅各致富的原因

 說法一：雅各致富是方法的問題。
◦ 雅各在羊群飲水之處插上剝皮露白的樹枝，這個作法的本
身具有神奇的功能，使得生下來的小羊都是有紋的，有點
的，有斑的。

 說法二：雅各致富是信心的問題。
◦ 雅各在插樹枝的時候，以「信心遠望術」(visualization)看
到將來的成果，以致於心中所想的成為事實。

 說法三：雅各致富是自然的結果。
◦ 純色的羊也有隱性的雜色基因，所以很可能生出雜色的羊

 說法四：雅各致富是神的作為。
◦ 神要祝福雅各，事情就這樣成就了。

 哪一個說法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