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世記 (上) - RCCC 主日學



創世記的分段
創世記 (上)

一、神創造的歷史（1至 2章）

二、人類先祖墮落的故事（3至 11章）

1. 亞當與夏娃墮落失敗的經過
（3:1～24）

2. 該隱與亞伯（4:1～26）

3. 人類的墮落,洪水的審判與挪亞一
家蒙拯救的經過（6:1～9:29）

4. 挪亞後裔分佈發展,興建巴別塔的
經過（10:1～11:32）

創世記 (下)

三、以色列先祖的歷史 (12章至 50章)

1. 亞伯拉罕（12:1～25:18）

2. 以撒（25:19～26:35）

3. 雅各（27:1～36:43）

4. 約瑟（37:1～50:2）

1. 亞伯拉罕、以撒，到雅各；
2. 然後是家庭的──雅各的十二個兒子，
3. 後來成為以色列的十二個支派；
4. 再後是民族的──以色列；
5. 最後延伸至全人類



以色列的四位先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約瑟



1.亞伯拉罕
（12:1～25:18）

亞伯拉罕一生的五次重要選擇:

1) 亞伯拉罕初蒙神召、遷移到應許之地
迦南

2) 亞伯拉罕寄居埃及

3) 亞伯拉罕與羅得的衝突

4) 亞伯拉罕娶撒拉的使女夏甲，生了以
實瑪利

5) 亞伯拉罕獻他的兒子以撒



1. 亞伯拉罕初蒙神召、
遷移到應許之地迦南 -
偶像與上帝之間的選擇

創世記 12:1-5

•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
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
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於他；那咒詛你的，我
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 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羅得也和他
同去。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年七十五歲。

• 亞伯蘭將他妻子撒萊和侄兒羅得，連他們在哈
蘭所積蓄的財物、所得的人口，都帶往迦南地
去。他們就到了迦南地。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
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
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裡去。他因
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
異地居住帳棚，……因為他等候那座
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經營、所建
造的。”（來11∶8－10）



1. 亞伯拉罕初蒙神召、
遷移到應許之地迦南 -
偶像與上帝之間的選擇

創世記 12:1-5

•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
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
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於他；那咒詛你的，我
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 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羅得也和他
同去。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年七十五歲。

• 亞伯蘭將他妻子撒萊和侄兒羅得，連他們在哈
蘭所積蓄的財物、所得的人口，都帶往迦南地
去。他們就到了迦南地。

就如神曾說：「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
中間來往；我要做他們的神，他們要做我的子
民。」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
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
們。」「我要做你們的父，你們要做我的兒
女。」這是全能的主說的。林後6∶16－18）



2. 亞伯拉罕寄居埃及 - 安逸與苦難之間的選擇

創世記 12:10-17

• 那地遭遇饑荒。因饑荒甚大，亞伯蘭就下埃及去，要在那裡暫居。

• 將近埃及，就對他妻子撒萊說：「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婦人，

• 埃及人看見你必說『這是他的妻子』，他們就要殺我，卻叫你存活。

• 求你說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 及至亞伯蘭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見那婦人極其美貌。

• 法老的臣宰看見了她，就在法老面前誇獎她，那婦人就被帶進法老
的宮去。

• 法老因這婦人就厚待亞伯蘭，亞伯蘭得了許多牛、羊、駱駝、公驢、
母驢、僕婢。

• 耶和華因亞伯蘭妻子撒萊的緣故，降大災於法老和他的全家。



3. 亞伯拉罕與羅得的衝突 -利益與親情之間的選擇

創世記 13:5-13

• 與亞伯蘭同行的羅得也有牛群、羊群、帳篷。

• 那地容不下他們，因為他們的財物甚多，使他們不能同居。

• 當時，迦南人與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亞伯蘭的牧人和羅得的牧人相爭。

• 亞伯蘭就對羅得說：「你我不可相爭，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爭，
因為我們是骨肉。

•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嗎？請你離開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
向左。」

• 羅得舉目，看見約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瑣珥，都是滋潤的。那地在耶和
華未滅所多瑪、蛾摩拉以先如同耶和華的園子，也像埃及地。

• 於是羅得選擇約旦河的全平原，往東遷移。他們就彼此分離了。

• 亞伯蘭住在迦南地，羅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漸漸挪移帳篷，直到所多瑪。

• 所多瑪人在耶和華面前罪大惡極。



3. 亞伯拉罕與羅得的衝突 -利益與親情之間的選擇

創世記 13:14-16

• 與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從你所在的地方，你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

• 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
後裔，直到永遠。

• 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塵沙那樣多，
人若能數算地上的塵沙，才能數算你的後裔。

• 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因為我必把這地賜
給你。」

• 亞伯蘭就搬了帳篷，來到希伯崙幔利的橡樹
那裡居住，在那裡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4. 亞伯拉罕娶撒拉的使女夏甲，生了以實瑪利
-人意與主意之間的選擇

創世記 16:1-3

• 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撒萊有一個使女，名叫夏
甲，是埃及人。

• 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
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

• 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
時亞伯蘭在迦南已經住了十年。

…

• 後來夏甲給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亞伯蘭給他起名叫以實瑪
利。

• 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亞伯蘭年八十六歲。

亞伯蘭

撒萊

夏甲



5. 亞伯拉罕獻他的兒子以撒 -私心和愛心
之間的選擇

創世記 22:1-8

• 這些事以後，神要試驗亞伯拉罕，就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
裡。」

• 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

• 亞伯拉罕清早起來，備上驢，帶著兩個僕人和他兒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
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 到了第三日，亞伯拉罕舉目遠遠地看見那地方。

• 亞伯拉罕對他的僕人說：「你們和驢在此等候，我與童子往那裡去拜一拜，就回
到你們這裡來。」

• 亞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兒子以撒身上，自己手裡拿著火與刀，於是二人同行。

• 以撒對他父親亞伯拉罕說：「父親哪！」亞伯拉罕說：「我兒，我在這裡。」以
撒說：「請看，火與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裡呢？」

• 亞伯拉罕說：「我兒，神必自己預備做燔祭的羊羔。」於是二人同行。



5. 亞伯拉罕獻他的兒子以撒
- 私心和愛心之間的選擇

創世記 22:9-14

• 他們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亞伯拉罕在那裡築壇，把柴
擺好，捆綁他的兒子以撒，放在壇的柴上。

• 亞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

• 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亞伯拉
罕！」他說：「我在這裡。」

• 天使說：「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可害他。
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
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

• 亞伯拉罕舉目觀看，不料，有一隻公羊，兩角扣在稠密
的小樹中。亞伯拉罕就取了那隻公羊來，獻為燔祭，代
替他的兒子。

•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直到今日人還說：
「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

亞伯拉罕對他的僕人說：
『你們和驢在此等候，
我與童子往那裡去拜一
拜，就回到你們這裡
來。』 【創廿二5】



5. 亞伯拉罕獻他的兒子以撒
- 私心和愛心之間的選擇

創世記 22:9-14

• 他們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亞伯拉罕在那裡築壇，把柴
擺好，捆綁他的兒子以撒，放在壇的柴上。

• 亞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

• 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亞伯拉
罕！」他說：「我在這裡。」

• 天使說：「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可害他。
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
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

• 亞伯拉罕舉目觀看，不料，有一隻公羊，兩角扣在稠密
的小樹中。亞伯拉罕就取了那隻公羊來，獻為燔祭，代
替他的兒子。

•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直到今日人還說：
「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做我的門徒；愛兒
女過於愛我的，不配做我的門徒；不背著他
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門徒。得
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
將要得著生命。（太10∶37－39）



1.亞伯拉罕（12:1～25:18）

亞伯拉罕一生五次重要選擇的屬炅功課:

1) 亞伯拉罕初蒙神召、遷移到應許之地迦南 - 讓亞伯拉罕在偶像與上帝之間做出正確的選擇

2) 亞伯拉罕寄居埃及 - 讓亞伯拉罕學習凡事不可根據自己和環境，而要單單根據信實的神。

3) 亞伯拉罕與羅得的衝突 - 讓亞伯拉罕學習單單以神為自己的產業、滿足和喜樂。

4) 亞伯拉罕娶撒拉的使女夏甲，生了以實瑪利 - 人自我努力的再度失敗，徹底拆毀亞伯拉罕的肉體，
使他真正成為「一個將亡的亞蘭人」

5) 亞伯拉罕獻他的兒子以撒 - 拿掉他裡面最深處、最珍愛的東西，讓亞伯拉罕學會在神面前完全順服。



以撒（25:19～26:35）

弟兄們、我們是憑著應許作兒女、如同
以撒一樣。（加4:28）

1) 甘心牺牲顺从上帝和父亲

2) 耐心等候遵从上帝的旨意，遵从父
亲的教导

3) 留心听命，认定神的带领

4) 谦卑、忍让的生活态度

以撒

雅各



1.以撒甘心牺牲顺从
上帝和父亲
創世記 22:6-10

• 亞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兒子以撒身上，自己手
裡拿著火與刀，於是二人同行。

• 以撒對他父親亞伯拉罕說：「父親哪！」亞伯拉罕
說：「我兒，我在這裡。」以撒說：「請看，火與
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裡呢？」

• 亞伯拉罕說：「我兒，神必自己預備做燔祭的羊
羔。」於是二人同行。

• 他們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亞伯拉罕在那裡築壇，
把柴擺好，捆綁他的兒子以撒，放在壇的柴上。

• 亞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



1.以撒甘心牺牲顺从
上帝和父亲
創世記 22:6-10

• 亞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兒子以撒身上，自己手
裡拿著火與刀，於是二人同行。

• 以撒對他父親亞伯拉罕說：「父親哪！」亞伯拉罕
說：「我兒，我在這裡。」以撒說：「請看，火與
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裡呢？」

• 亞伯拉罕說：「我兒，神必自己預備做燔祭的羊
羔。」於是二人同行。

• 他們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亞伯拉罕在那裡築壇，
把柴擺好，捆綁他的兒子以撒，放在壇的柴上。

• 亞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
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
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
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
源。(希伯來書 5 :7-9)

▪ 我們不但要順從上帝
▪ 在家應當順服父母
▪ 在上應當順從君王
▪ 在工作中要順服領導
▪ 在教會要順服牧長
▪ 生活中夫妻也要彼此順從
▪ 弟兄姐妹之間也要彼此順從



2.以撒以撒耐心等候遵从上帝的旨意，遵
从父亲的教导

創世記 24:1-9

• 亞伯拉罕年紀老邁，向來在一切事上耶和華都賜福給他。

• 亞伯拉罕對管理他全業最老的僕人說：「請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

• 我要叫你指著耶和華天地的主起誓：不要為我兒子娶這迦南地中的
女子為妻，

•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為我的兒子以撒娶一個妻子。」

• 僕人對他說：「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這地方來，我必須將你的兒子
帶回你原出之地嗎？」

• 亞伯拉罕對他說：「你要謹慎，不要帶我的兒子回那裡去！

• 耶和華天上的主曾帶領我離開父家和本族的地，對我說話，向我起
誓說：『我要將這地賜給你的後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
就可以從那裡為我兒子娶一個妻子。

• 倘若女子不肯跟你來，我使你起的誓就與你無干了，只是不可帶我
的兒子回那裡去。」

• 僕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亞伯拉罕的大腿底下，為這事向他起誓。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
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甚
麼相通呢？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
別名〕有甚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
有甚麼相干呢。（林後6:14-15）



2.以撒耐心等候遵从上帝
的旨意，遵从父亲的教导

創世記 24:61-67

• 利百加和她的使女們起來，騎上駱駝，跟著那僕人，僕人
就帶著利百加走了。

• 那時，以撒住在南地，剛從庇耳拉海萊回來。

• 天將晚，以撒出來在田間默想，舉目一看，見來了些駱駝。

• 利百加舉目看見以撒，就急忙下了駱駝，

• 問那僕人說：「這田間走來迎接我們的是誰？」僕人說：
「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臉。

• 僕人就將所辦的一切事都告訴以撒。

• 以撒便領利百加進了他母親撒拉的帳篷，娶了她為妻，並
且愛她。以撒自從他母親不在了，這才得了安慰。



3.以撒留心听命，
认定神的带领

創世記 26:1-6

• 在亞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饑荒，這時又有饑
荒，以撒就往基拉耳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亞比米
勒那裡。

• 耶和華向以撒顯現，說：「你不要下埃及去，要
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 你寄居在這地，我必與你同在，賜福給你，因為
我要將這些地都賜給你和你的後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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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撒就住在基拉耳。

以撒在那地耕種，那一
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
華賜福給他。他就昌大，
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戶。
（創26:12、13）



4.以撒谦卑、忍让
的生活态度

以撒的生活态度表现在三个方面：
对人 — 肯忍让
对己 — 肯舍弃
对事 — 肯坚持

創世記 26:17-22

• 以撒就離開那裡，在基拉耳谷支搭帳篷，住在那裡。

• 當他父親亞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亞伯拉罕
死後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來，仍照他父親所叫的叫那些井的
名字。

• 以撒的僕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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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和他相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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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撒離開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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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耶和華現在給我們寬闊之地，我們必
在這地昌盛。」



4.以撒谦卑、忍让
的生活态度

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與那
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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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以
掃祝福。（來11:9,18-20)

創世記 26:17-22

• 以撒就離開那裡，在基拉耳谷支搭帳篷，住在那裡。

• 當他父親亞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亞伯拉罕
死後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來，仍照他父親所叫的叫那些井的
名字。

• 以撒的僕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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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和他相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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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撒離開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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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耶和華現在給我們寬闊之地，我們必
在這地昌盛。」



雅各（27:1～36:43）

雅各一生的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在出生地迦南，共七十七年。
雅各與父親以撒、母親利百加，還有哥哥以
掃同住。

❑第二個階段，在媽媽的老家巴旦亞蘭
(Padanaram 創28:5)，與舅舅拉班同住，為
拉班牧羊，共二十年。

❑第三個階段，回到他的出生地迦南。從示劍
一路往南，來到伯特利，再經過伯利恆，到
了希伯倫等地，一共三十三年。

❑第四個階段，雅各一百三十歲的時候，舉家遷往埃及地，
與兒子約瑟團聚。在埃及度過他人生的最後十七年。



1.雅各青少年时代——父家
的77年

1. 雅各出生时，在母腹中与哥哥相争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為她祈求耶和華。耶和華應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
就懷了孕。孩子們在她腹中彼此相爭，… 利百加生下兩個兒子的時候，以撒年正
六十歲。(創世記 26:17-22)

2. 雅各骗取哥哥长子名分
有一天，雅各熬湯，以掃從田野回來累昏了。以掃對雅各說：「我累昏了，求你把
這紅湯給我喝。」因此以掃又叫以東。雅各說：「你今日把長子的名分賣給我吧。」
以掃說：「我將要死，這長子的名分於我有什麼益處呢？」雅各說：「你今日對我
起誓吧。」以掃就對他起了誓，把長子的名分賣給雅各。(創世記 26:29-33)

3. 雅各骗取长子祝福
他父親以撒對他說：「我兒，你上前來與我親嘴。」他就上前與父親親嘴，他父親
一聞他衣服上的香氣，就給他祝福，說：「我兒的香氣如同耶和華賜福之田地的香
氣一樣。願神賜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並許多五穀、新酒。願多民侍奉你，
多國跪拜你；願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親的兒子向你跪拜。凡咒詛你的，願他受咒
詛；為你祝福的，願他蒙福。」(創世記 26:29-33)



2.雅各在亞蘭流亡的20年
（77-97歲）

1.雅各在伯特利夢見天梯
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裡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塊
石頭枕在頭下，在那裡躺臥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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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
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
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我也與你同在，你無
論往哪裡去，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棄你，直到我成全
了向你所應許的。」雅各睡醒了，說：「耶和華真在這裡，我竟不知
道！」 (創世記 28:11-16)



2.雅各在亞蘭流亡的20年
（77-97歲）

1.雅各在伯特利夢見天梯
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裡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塊
石頭枕在頭下，在那裡躺臥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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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
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
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我也與你同在，你無
論往哪裡去，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棄你，直到我成全
了向你所應許的。」雅各睡醒了，說：「耶和華真在這裡，我竟不知
道！」(創世記 26:11-16)

2. 為得妻服侍岳父14年為得羊群服侍岳父6年
我白日受盡乾熱，黑夜受盡寒霜，不得合眼睡著，我常是這樣。我這
二十年在你家裡，為你的兩個女兒服侍你十四年，為你的羊群服侍你
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價。



2.雅各在亞蘭流亡的20年
（77-97歲）

1.雅各在伯特利夢見天梯
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裡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塊
石頭枕在頭下，在那裡躺臥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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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
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
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我也與你同在，你無
論往哪裡去，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棄你，直到我成全
了向你所應許的。」雅各睡醒了，說：「耶和華真在這裡，我竟不知
道！」(創世記 26:11-16)

2. 為得妻服侍岳父14年為得羊群服侍岳父6年
我白日受盡乾熱，黑夜受盡寒霜，不得合眼睡著，我常是這樣。我這
二十年在你家裡，為你的兩個女兒服侍你十四年，為你的羊群服侍你
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價。(創世記 31:40-41)



3.雅各歸回迦南地（97-130歲）
1. 雅各毗努伊勒的經歷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個人來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見自己勝
不過他，就將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窩正在摔跤的時候
就扭了。那人說：「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說：「你不給我
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說：「你名叫什麼？」他說：「我名
叫雅各。」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
與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雅各問他說：「請將你的名告訴我。」
那人說：「何必問我的名？」於是在那裡給雅各祝福。雅各便給那
地方起名叫毗努伊勒，意思說：「我面對面見了神，我的性命仍得
保全。」(創世記 32:24-30)



3.雅各歸回迦南地（97-130歲）
1. 雅各毗努伊勒的經歷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個人來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見自己勝
不過他，就將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窩正在摔跤的時候
就扭了。那人說：「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說：「你不給我
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說：「你名叫什麼？」他說：「我名
叫雅各。」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
與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雅各問他說：「請將你的名告訴我。」
那人說：「何必問我的名？」於是在那裡給雅各祝福。雅各便給那
地方起名叫毗努伊勒，意思說：「我面對面見了神，我的性命仍得
保全。」(創世記 32:24-30)

2. 雅各與哥哥和好 (創世記 33)

3. 血洗示剑城 (創世記 34)

4. 痛失爱妻拉结 (創世記 35)

5. 大兒子流便欺父亲雅各寢 (創世記 35)



3.雅各歸回迦南地（97-130歲）
1. 雅各毗努伊勒的經歷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個人來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見自己勝不過
他，就將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窩正在摔跤的時候就扭了。
那人說：「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
容你去。」那人說：「你名叫什麼？」他說：「我名叫雅各。」那人說：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了
勝。」雅各問他說：「請將你的名告訴我。」那人說：「何必問我的
名？」於是在那裡給雅各祝福。雅各便給那地方起名叫毗努伊勒，意思
說：「我面對面見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創世記 32:24-30)

2. 雅各與哥哥和好 (創世記 33)

3. 血洗示剑城 (創世記 34)

4. 痛失爱妻拉结 (創世記 35)

5. 大兒子流便欺父亲雅各 (創世記 35)

6. 雅各愛子約瑟被賣 (創世記 37)
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間圍上麻布，為他兒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兒女
都起來安慰他，他卻不肯受安慰，說：「我必悲哀著下陰間，到我
兒子那裡。」約瑟的父親就為他哀哭。米甸人帶約瑟到埃及，把他
賣給法老的內臣護衛長波提乏。(創世記 37:24-30)



4. 雅各人生的最后岁月 — 在埃及的17年

1. 雅各全家因饑荒下埃及
雅各就從別是巴起行。以色列的兒子們使他們的父親雅各和他們的
妻子、兒女都坐在法老為雅各送來的車上。他們又帶著迦南地所得
的牲畜、貨財來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孫都一同來了。雅各把
他的兒子、孫子、女兒、孫女，並他的子子孫孫，一同帶到埃及。
(創世記 46:5-7)

2.雅各祝福十二個支派
他就給約瑟祝福說：「願我祖亞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
是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贖我脫離一切患難的那使者，賜福
於這兩個童子。願他們歸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亞伯拉罕，我父以撒的
名下，又願他們在世界中生養眾多。」(創世記 48:15-16)

3.雅各葬在迦南幔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
雅各的兒子們就遵著他父親所吩咐的辦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
幔利前麥比拉田間的洞裡。那洞和田是亞伯拉罕向赫人以弗崙買來
為業，做墳地的。(創世記 50:12-13)



4.約瑟 - 任何處境中的得勝者

(37:1～50:2）

1. 約瑟在家庭中的得勝
約瑟十七歲與他哥哥們一同牧羊。他是個童子，與他父親的妾辟拉、
悉帕的兒子們常在一處。約瑟將他哥哥們的惡行報給他們的父親。
以色列原來愛約瑟過於愛他的眾子，因為約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給
約瑟做了一件彩衣。約瑟的哥哥們見父親愛約瑟過於愛他們，就恨
約瑟，不與他說和睦的話。約瑟做了一夢，告訴他哥哥們，他們就
越發恨他。(創世記 37:3-5)

約瑟的哥哥們往示劍去放他們父親的羊。以色列對約瑟說：「你哥
哥們不是在示劍放羊嗎？你來，我要打發你往他們那裡去。」約瑟
說：「我在這裡。」以色列說：「你去看看你哥哥們平安不平安，
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來報信給我。」於是打發他出希伯崙谷，他
就往示劍去了。有人遇見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問他說：「你找什
麼？」他說：「我找我的哥哥們，求你告訴我他們在何處放羊。」
那人說：「他們已經走了，我聽見他們說要往多坍去。」約瑟就去
追趕他哥哥們，遇見他們在多坍。(創世記 37:12-17)



4.約瑟 - 任何處境中的得
勝者 (37:1～50:2）

1. 約瑟在家庭中的得勝

2. 約瑟在波提乏家中的得勝
這事以後，約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給約瑟，說：「你與我同寢吧！」
約瑟不從，對他主人的妻說：「看哪，一切家務我主人都不知道，
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裡。在這家裡沒有比我大的，並且他沒有留
下一樣不交給我，只留下了你，因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這大
惡得罪神呢？」後來她天天和約瑟說，約瑟卻不聽從她，不與她同
寢，也不和她在一處。有一天，約瑟進屋裡去辦事，家中人沒有一
個在那屋裡。婦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說：「你與我同寢吧！」約瑟
把衣裳丟在婦人手裡，跑到外邊去了。(創世記 39:7-12)



4.約瑟 - 任何處境中的得
勝者 (37:1～50:2）

1. 約瑟在家庭中的得勝

2. 約瑟在波提乏家中的得勝

3. 約瑟在监狱中的得胜
約瑟的主人聽見他妻子對他所說的話，說「你的僕人如此如此待我」，
他就生氣，把約瑟下在監裡，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於是約瑟在
那裡坐監。但耶和華與約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獄的眼前蒙恩。
司獄就把監裡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約瑟手下，他們在那裡所辦的事都是
經他的手。凡在約瑟手下的事，司獄一概不察，因為耶和華與約瑟同
在，耶和華使他所做的盡都順利。(創世記 39:7-12)



4.約瑟 - 任何處境中的得
勝者 (37:1～50:2）

1. 約瑟在家庭中的得勝

2. 約瑟在波提乏家中的得勝

3. 約瑟在监狱中的得胜

4. 約瑟在埃及国尊荣中的得胜
▪ 法老對約瑟說：「神既將這事都指示你，可見沒有人像你這樣有聰明有智

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聽從你的話，唯獨在寶座上我比你
大。」法老又對約瑟說：「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創世記 41:39-41)

▪ 約瑟給長子起名叫瑪拿西，因為他說：「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
全家。」他給次子起名叫以法蓮，因為他說：「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
盛。」 (創世記 41:51-52)

▪ 約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豈能代替神呢？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現在你們
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婦人孩子。」於是，約瑟用親愛的話安
慰他們。(創世記 50:19-23)

約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
豈能代替神呢？從前你們的意思
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
的光景。 (創世記 50:19-23)



4.約瑟 - 任何處境中的得
勝者 (37:1～50:2）

1. 約瑟在家庭中的得勝

2. 約瑟在波提乏家中的得勝

3. 約瑟在监狱中的得胜

4. 約瑟在埃及国尊荣中的得胜
▪ 法老對約瑟說：「神既將這事都指示你，可見沒有人像你這樣有聰明有智慧。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聽從你的話，唯獨在寶座上我比你大。」法
老又對約瑟說：「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創世記 41:39-41)

▪ 約瑟給長子起名叫瑪拿西，因為他說：「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
家。」他給次子起名叫以法蓮，因為他說：「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
盛。」 (創世記 41:51-52)

▪ 約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豈能代替神呢？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現在你們不
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婦人孩子。」於是，約瑟用親愛的話安慰他
們。(創世記 50:19-23)

▪ 約瑟對他弟兄們說：「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顧你們，領你們從這地上去，
到他起誓所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約瑟叫以色列的子孫起誓
說：「神必定看顧你們，你們要把我的骸骨從這裡搬上去。」約瑟死了，正
一百一十歲。 (創世記 50:24-25)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
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饑餓；
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
我都得了秘決。（腓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