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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创25:19-34；27章
注释：《先祖与先知》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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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

聚光灯
“雅各欺骗以扫之后，逃离父家，心中因觉罪重而不
安。他独自一人，孤零流亡，与一生最亲爱的人相离，但他心
中还有一种比这一切更大的忧惧，就是怕他所犯的罪，已

就为她祈求耶和华。耶和
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
子利百加就怀了孕。……
耶和华对她说：‘两国在

使自己与上帝隔绝，被天父所厌弃。在忧愁之中，他便躺

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

卧在空地上...他睡眠的时侯...有神的声音，发出安慰希

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

望的话。于是雅各得知他心灵所渴望和需求者为何━━一

大的要服侍小的。’”

位救主。”（《喜乐的泉源》第2章，第6段）

（创25:21,23）

你

的 看法？

弓，往田野去为
我打猎，照我所爱的作成美
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
之先给你祝福。’”

用下列代码来确定以下人仕职业的诚实程度：
AH（绝对诚实，从不妥协）；MH（大多数时
候诚实，偶尔会说些“善意的谎言”）；
OH（偶尔诚实）；RH（极少诚实）。
_____摇滚明星
_____牧师
_____教师
_____神父
“两 个 孩 子 渐 渐
_____兽医
长大，以扫善于打猎，
_____二手车商
_____美国总统
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
_____药剂师
静，常住在帐棚里。以撒
_____律师
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
_____农夫
味；利百加却爱雅各。”
_____警官
_____魔术师

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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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自己归到哪一类呢？雅各
呢，你把他放在哪个诚实级别
上呢？以扫？以撒？利百加？

吗？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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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百加就对她儿子雅各
说：‘……你到羊群里去，给
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
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作成
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
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
祝福。’”
“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
‘我父亲！’”
“他 说 ： ‘我 在 这 里 。 我
儿，你是谁？’”

“有一天，雅各熬汤，
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
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
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

“雅各对他父亲说：‘我
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
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
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

“雅 各 说 ： ‘你 今 日 把
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

“以 撒 说 ： ‘你 递 给 我 ，
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
福。’”

“以扫说：‘我将要死，
这长子的名分于我有什么益
处呢？’”

住棚节是犹太人的几个重要节
期之一。它是为纪念以色列人在
旷野漂泊四十年而设立的。从埃
“以撒年老，眼睛昏
及到迦南，尽管只有短短三百二
花，不能看见，就叫了
十公里的路程，但上帝的百姓却整
他大儿子以扫来，说：
整走了四十年！
‘我 儿 。 ’以 扫 说 ：
住棚节提醒我们，在属灵
‘我在这里。’他说：
生命中时间的重要性。
‘我如今老了，不知
好事多磨，以色列人
道哪一天死。现在
正是在旷野漂泊过程中
拿你的器 械 ，
领受了十诫，制造会幕的
就是箭囊和
样式，以及进入应许之地
的必要条件。住棚节提
醒我们，为了短期的满足
而出卖长远的长子权是一种
愚蠢的做法。上帝的福气只临到
那些愿意等候的人身上。

“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
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
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
“以撒就大大地战兢说：
‘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
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
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
“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
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
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
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
你的福分夺去了。’”
（创25:27-32;27:1-4,6-10,18,
19,25,30,33-35）

走出
故事

妙语连珠

阅读整篇故事，并思考其中的属灵教训。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
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
帝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
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
挡到流血的地步。”（来12:2-4）

将这篇故事中你感到陌生的短句圈起来。

“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
必毁灭自己。”（箴11:3）

这篇故事的情感主线是什么？

“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
上引导你的心。”（箴23:19）

将那些描述故事情感主线的短句划出来。

“所以上帝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
海旷野的路。”（出13:18）

关于诚实，这篇故事给我们什么教训？

关于等候的好处，这篇故事给我们什么教训？（另外阅读彼
后1:5-7；诗27:14；来6:15）

言锦囊

名
除了诚实和等候的好处，这篇故事还有什么其它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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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实践的，绝不能实
现 。 ” ——查 里 •帕 克 ， 美
国二十世纪爵士乐萨克斯乐
手。

你认为本篇故事的核心经文是哪节？为什么？

“自从发明了按钮，我们变
得习惯了即时的满足。我们
有快餐，即时娱乐，连我们汽
车的窗户也是自动升降的。我
们已经忘了等候有什么好处。而
上帝自己却还在长久忍耐。对一个
想要什么就马上能得到的人来说，永
恒的事物以及上帝的国要长久忍耐才
能得到，是不可思议的。”——肯 • 罗 吉
尔， 美 国当 代牧 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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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完成“你的看法？”部分的活动，
想想看，是什么个人的经验，或
是你所见到的事件，使你做出这
样的判断。哪种职业的诚信度最
容易判断的？哪种最难？

所罗门说：“正直人的纯正必引
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
己。”（箴11:3）你个人的品格
是否纯正呢？想想你人生中的不
同经历，选择纯正的人生道路与
乖僻的有何不同？你对自己的选
择有何感想呢？为何纯正的人生
道路通常是很难走的呢？

房
角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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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星期二
阅读“聚光灯”部分的引文，想
想雅各的罪有多重，以及他是如
何背负罪债的。雅各最需要看到
的是什么？他最终在罪咎与耻辱
中看到了什么？你在哪些方面同
雅各一样与罪恶较力？你看到你
需要一位救主吗？还是单纯被
痛苦忧伤压倒呢？在你所认识
的人中，有谁因自己人生中的
错误而深深感谢救主耶稣基督
的救恩呢？他们如何在改变弱
点和缺点方面，做出真悔改的
榜样呢？

星期日

星期三

阅读“走进故事”部分以扫和雅
各的故事并回答“走出故事”中
的学习问题。在你读这个故事的
过程中，你的脑海中浮现出哪些
你从前没有想到过的问题呢？你
觉得上帝今天通过这个故事想对
你说些什么呢？

仔细通读本周课程“妙语连珠”
部分的经文，并选出一节令你今
天有特别感受的经文。为什么这
节经文对你有特别意义呢？想想
你能影响到的人（朋友，年轻的
弟兄姐妹，或教会中的年轻人），
你会如何将这节经文与他们分
享，加深他们对上帝的信靠。把
他们的名字写下来，祈求上帝引
导你在接下来的这一周中去接触
他们。

星期一
阅读选自创世记25:21-23的存心
节，将这段经文记在心中，或将
它写下来，放在一个你能每天看
到的地方。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
个令人惊奇敬畏的事实，上帝预
知未来，并能掌控将来历史上的
大事呢？。先知以赛亚说：“万
军之耶和华既然定意，谁能废弃
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
呢？”（赛14:27）今天就和上
帝特别谈谈祂对你人生的旨意，
告诉上帝，无论如何你都愿意顺
从祂的旨意。

星期四
今天花一些时间阅读《先祖与先
知》第16章。在读的过程中，要
注意先知所传递亮光。关于正直
和等待的好处，怀爱伦有什么教
训？她强调了哪些圣经章节可以
引导你学习？本章中哪些原则是
适用于各个时代并人生的任何时
期呢？用自己的话将这些原则写
出来。

星期五
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仰望
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
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
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
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
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
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
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
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
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
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
心。’”（来12:2-4）
这段经文用在雅各的经历上最为
合适。它对你的人生有何意义呢？
当你看到雅各的人生旅途时（欺
诈和错误；与罪较力，羞耻，上
帝，和悔改），你处在你人生旅
途的哪个阶段呢？你会怎样做，
使你与上帝更近呢？

本周阅读*
《先祖与先知》第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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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