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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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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女子给他喝了，就说：

聚光灯

“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

“在他，那正是思潮起伏的一段时间。由于他所作
的选择，其结果的重要，不但关系他主人的家，而且也
关系将来的世代；他将如何在完全陌生的人中作聪明的
选择呢？他忆起亚伯拉罕所说上帝必要差遣天使与他同
在的话，于是就恳切地祈求上帝赐给他明白的指引，他
在主人家中惯于看见仁爱好客的举动，所以这时他祈求
能看到一次殷勤有礼的行为，作为上帝所拣选之女子的
特征。”（《先祖与先知》第15章，第4段）

叫骆驼也喝足。”
（创24:19）

你

的 看法？

肩头上扛着水瓶
出来。……那女子容貌极其
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
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
又上来。

你希望你将来的配偶具备哪些特性呢，将下列特性
从一（最重要）到十（最不重要）进行排列。
_____仁慈
_____诚实
_____具吸引力
_____知足
_____乐观
_____无私
“亚伯拉罕年纪老
_____勇敢
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
_____自信
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
_____谦逊
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
_____创新

走进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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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首选特性，对你为何这么
重要呢？在你所认识的人中，
谁最具有这种特性呢？圣经中
哪个人物身上展现出了这种特
性呢？你会和一个没有这种特
性的人结婚吗？会，为什么？
不会，为什么？

吗？

你知道
42

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
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
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
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
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
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
妻子。’”

“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
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
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
达米亚去，到了拿鹤的城。”

“他说：‘耶和华我主人
亚伯拉罕的上帝啊，……我向
当今世界上的婚姻，约有一半还
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
是由父母做主安排的。亚伯拉罕
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
时代的习俗也是如此。亚伯拉罕
说：‘请喝，我也给你的
为他儿子以撒筹划婚姻时已是一百
骆驼喝。’愿那女子就
四十岁高龄（当时撒拉去世已经三
作你所预定给你仆人
年）。亚 伯 拉 罕 将 这 事
以撒的妻。这样，我
交给他的管家以利以
便知道你施恩给我
谢 。这是一个非常严
主人了。’”
肃的任务，以利以谢要
“话还没
将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
有说完，不
罕大腿底下起誓，不给
料，利
以撒在当地迦南女子中
百加
挑选妻子。当时人们认
为大腿靠近人繁衍能力的所
在，因此将手放在一人大腿下，
就是应许要严格遵从邀誓人的命令。

“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
‘求 你 将 瓶 里 的 水 给 我 一 点
喝。’”
“女子说：‘我主请喝。’
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
他喝。”
“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
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
喝足。’”
“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
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
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
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
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
主人的兄弟家里。’”
“利百加和她的使女们起来，
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
带着利百加走了。”
“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
亲撒拉的帐棚，娶了她为妻，
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
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创24:1-4,10,12-19,26,27,61,67）

走出
故事

妙语连珠
“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
人作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
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西3:23,24）

阅读本篇故事，特别注意那些你感到陌生
的细节。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
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
二里。”（太5:39-41）

将本篇故事中的不同人物圈起来。
用四边形将描述本篇故事核心部分的短语圈起来。
将你认为包含本篇故事最重要部分的章节划出来。并
说明理由。

“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
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
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
是了。”（林前7:36）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
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上帝
必要审判。”（来13:4）
“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
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
（箴18:22）

这篇故事如果帮助我们理解浪漫的意义？

“为 这 个 缘 故 ， 人 要 离 开 父
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
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
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
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
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
夫。”（弗5:31-33）

你从下列人物身上看出哪些特性？
亚伯拉罕？
以利以谢？
利百加？
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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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做主安排的婚姻有何利弊？

言锦囊

名
如果要把这篇故事拍成电影，你会给它起个什么名字？

“婚姻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而不是一
种成就。” ——大卫•西蒙德，美国现任
教牧学教授。

“青春年少时的爱情与老夫老妻时的相比，显
得肤浅稚嫩。” ——威尔•杜兰特，美国二十世纪哲
学家，在他九十岁生日时如此说。

活灵活现
安息日

星期二

本周课程“你的看法？”部分让你
选择，你认为将来的配偶的哪些
特质对你来说最为重要。对你的
前三项选择略作解释。你觉得在
配偶身上最难找到哪种特质呢？
为什么？

在本周课程“聚光灯”部分，怀
爱伦提到，以利以谢为以撒选择
妻子时，真诚渴望得到上帝的引
领。这件事非常重要，绝不能掉
以轻心。阅读选自《先祖与先知》
的话，请注意，以利以谢确定，
他要找的人，必须要是“仁爱”
和“好客”的。你觉得为什么这
两种特性在亚伯拉罕的家中非常
重要呢？你所面临的哪些决定可
能影响你将来人生的方向呢？在
你所认识的人中，谁因为年轻时
与人建立了良好关系，而现在享
有美满的婚姻呢？问问他们，看
他们在选择人生配偶时都看重什
么。

当你将要与另一个人结合时，你
是否看重配偶有你所期望的特质
呢？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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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阅读“走进故事”并思考“走
出故事”部分所列问题中的细节
时，你能得到哪三个启发呢？
1、
2、
3、
你觉得这个故事能够列在圣经中
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关于爱情和
婚姻，你觉得上帝在这个故事中
想向你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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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圣经，看看还有哪些人物、
故事、经文有对婚姻的启示？将
圣经中的这些经文找出来，并在
你去与人约会之前阅读。

星期五
婚姻的经历以及在有生之年中建
立一个能荣耀上帝的关系是人生
中最宝贵的经验之一。就像“妙
语连珠”中所列：“得着贤妻的，
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
恩惠。”（箴18:22）这句经文
同时亦证实，一位姑娘嫁给一个
好丈夫亦同样得着好处。上帝真
的希望我们得着完全的喜乐，而
这喜乐其中便包括了我们与他人
之间的关系。本周课程哪些方面
今天对你有特别帮助呢？

星期三
阅读本周课程“妙语连珠”部分，
为每节经文想一个合适的标题。
哪节经文给你人生的启发最深呢？
在你思考引起你共鸣的经文时，
想想自己的朋友中有谁也能从这
段经文中获益，向上帝求一个机
会能在本周鼓励他。

给一对曾经影响你，使你对婚
姻有正确观念的夫妻写一封感
谢信。

星期四
星期一
在本周课程中，利百加为我们完
美地演绎了慷慨仁慈的意义。
再次阅读本周存心节，请注意
利百加所做的，如何超出了以
利以谢所祷告祈求的。以利以
谢祷告，希望某人表现出这种慷
慨的性格，你感到他这样祷告奇
怪吗？当你看到圣经中的人物为
某事发生而作特别祈求时，你认
为自己也可以作类似祷告吗？你
今天祷告时，请将你对未来配偶
的特别期望告诉上帝。写下你的
祷告并好好保存，当你以后要为
婚姻作决定时，你可以把它拿出
来看看。

如果你读《先祖与先知》第15章，
就能对本周课程得到更深刻、更
奇妙的认识。请写出阅读后所得
到的新启发以及它如何使你明白
本周故事。此外，在阅读本周故
事时，你觉得哪些教训是古今不
变，无论在亚伯拉罕时代还是今
天，都能给你以帮助呢？
新启发：

永恒的教训：

本周阅读*
《先祖与先知》第15章。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请浏览以下网站获http://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
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坚持
这项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至少读
完一本历代之争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