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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上帝又对他说：‘我是

聚光灯

全能的上帝，你要生养众

“这并不是由于上帝一方面的独断，使以扫得不到救
恩的福分。上帝借着基督所给的恩赐乃是白白赐给万人的。
罪人若不是自取灭亡，上帝是决不会命定他灭亡的。上帝
在圣经中已经提出各人蒙拣选得永生的条件，就是借着相
信耶稣基督，顺从祂的诫命。上帝已经定出一个合乎祂律
法的品格的标准，无论何人，只要达到祂的条件，就可以
进入祂荣耀的国。基督亲口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
的人得不着永生。’”（《先祖与先知》第19章，第15段）

多，……我所赐给亚伯拉
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
你与你的后裔。’”
（创35:11,12）

你

的 看法？

将下列能最恰当描述你家庭的词语圈起来：
忙碌
仁爱
紧张
批评
关怀
吵闹
卑鄙
幸福
可笑
紊乱
发展
外向
愚蠢
宁静
亲密
破碎
基督化
分离
尴尬
保守
如果要建立一个“完美的家庭，”
下面这些句子该怎么写：
“一个完美的家庭应该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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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完美的家庭绝对不应:
”

吗？

你知道

“以 色 列 原 来 爱
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
他给约瑟作了一件彩衣。约瑟
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
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
睦的话。”

走进
故事

“利 亚 给 雅 各 所
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
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
主希未人、哈抹的儿子示
剑看见她，就拉住她与她
行淫，玷辱她。”

“凡从城门出入的人，
就都听从哈抹和他儿子示剑
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
男丁都受了割礼。到第三天，
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
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
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
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
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
“上帝对雅各说：‘起
来！上伯特利去。’”

当约瑟十岁大的时候，他家中的
境况是这样的：他的父亲有好几
“利 百 加 的 奶 母 底
个妻子。雅各和这四个女人（其中
波拉死了。
两个是亲姐妹）一共生了十二个儿
子，他们都是同父异母的
“拉结临产甚是
兄弟。约瑟唯一的妹
艰难。……拉结死
妹遭人强奸。他的哥
了。”
哥们犯了杀人、抢劫、
偷盗和乱伦的罪。他同
父异母的大哥流便和他另
外两个同父异母兄弟的
母亲辟拉发生了性关系。
而他的父亲雅各对这些家庭
悲剧无可奈何。这个家庭真的可
以上电视真人秀来重新定义什么叫做
“破碎家庭”了。

“约瑟作了一梦，告诉他
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
“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
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
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
“犹 大 对 众 弟 兄 说 ： ‘我
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
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
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
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
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
他。’”
“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
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
拉上来，讲定二十舍客勒银子，
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
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
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
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
‘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
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
“他认得，就说：‘这是我
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
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
（创34:1,2,24,25;35:1,8,16-19;
37:3-5,23,24,26-28,31-33）

走出
故事

妙语连珠

雅各的人生充满了家庭内外的创伤。请找出
各个事件，并按照困难的程度排序。
从这些雅各人生的故事中你看到一位怎样的上帝？

“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
（箴17:1）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
面是相宜的。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苦待她们。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
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作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西3:18-21）

将那些表现出雅各家庭混乱的短句圈出来。
我们如何能从雅各人生的这个阶段学得有关以下各方面的
教训？找出雅各故事中与下列各主题相关的部分，并将从圣
经叙述中所学到的原则写在下面。
罪的结果：
成圣（长为耶稣的样式）：
无法控制的怒气：
与世界联合的危险：
来自同伴的压力：
团体：
复仇：
人性：
如果以下故事被拍成好莱坞电影，你给它们起什么名字？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上帝，叫你们
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
荣耀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
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与上帝。”
（罗15:5-7）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
妒是骨中的朽烂。”
（箴14:30）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
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
说谎话抵挡真道。”
（雅3:14）

言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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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拿和示剑（创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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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返回伯特立（创35:1-15）

拉结和以撒的死（创35:16-29）

约瑟的梦（创37:1-11）

约瑟被卖为奴隶（创37:12-36）

“雅各是一个过于忙碌以致
于无法照顾家庭的典型例子，
他太专顾自己，没有关心家人，
因此他也很消极地处理发生在
自己儿女生活中的事。” ——查
理•斯温多尔，美国当代作家、牧师。

活灵活现
安息日

星期一

做本周课程“你的看法？”部分
的活动并回应所有问题。尽管
“完美的家庭”难觅踪影，但能
够分辨事情的主次，可以让我们
更容易判断，一个家庭是否完整。
思考下面这段选自一位智者言论
的话语：

阅读本周课程存心节，想想这个
应许的重要性。一个要思考的重
要事实是，从伊甸园中要有救主
的应许开始到雅各的时代，人们
一直在等待救主从他们自己族裔
中出来，因此，家庭关系就很重
要了！对于雅各来说，一次又一
次看到自己家庭的平安被各种灾
难和错误所扰，而还要继续相信
上帝会实现祂的应许，这真的是
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上帝已做出
清晰明确的应许（创35:11,12）。
将这应许和腓利比书1:6对比，
上帝如何在你的生活中实现这应
许呢？

“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
块干饼，大家相安。”（箴17:1）
用自己的话来说，这句话的意思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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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上面这句话的核心意义是
什么？这位智者的话和你的家庭
有什么关系？

星期日
阅读本周课程“走进故事”部分
关于雅各家庭混乱情况的描写。
当你仔细阅读每段故事的时候，
你怎么看圣经中记载这些令人读
之生厌的故事呢（比如说底拿的
遭遇）？上帝为什么要将这些卑
劣无耻的记录包含在圣经中呢？

星期二
在“聚光灯”部分的引文中，怀
爱伦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
仔细阅读这段话，然后想想自己
认识的两类人：一类人在他们的
生活中抗拒上帝圣灵的指引；另
一类人的生活是为了得到救恩而
顺从上帝的。他们都需要做出选
择。为他们祷告，同时为自己祈
求，使你更献身为主工作。

1、
2、
3、
你认为本章中哪些内容对任何世
代的家庭和信徒都有所裨益呢？

星期五
保罗曾为信徒们作一个祷告，说：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上帝，叫
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
归与上帝。”（罗15:5-7）当你想
到你与自己家庭成员的关系时，
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在以上的经文
中给你的讯息呢？

本周，在你的生活中做一个使人
和睦的人，如此上帝必与你同行
并祝福你！

星期三
思考“走出故事”部分中的问题，
这些问题能帮助你更了解这个圣
经故事中的家庭。你觉得上帝要
通过这些故事向你说明什么呢？

阅读“妙语连珠”部分的经文，
并选出一节对你今天有特别意义
的话。在这些经文中，你认为哪
一节若记在心里并应用在生活中，
能给你今天的家庭带来最大的改
变呢？为什么？将这节经文与你
的父母或其他正在挣扎中并需要
上帝话语帮助的人分享。请确保
他们知道你一直在为他们祷告。

星期四
在短时期内，雅各失去了三位亲
近的人（底波拉，拉结，以撒）。
对于和雅各一样因失去亲人而深
陷痛苦中的人，你能为他们做什
么呢？

阅读《先祖与先知》第19章，并
尝试从中发掘三个能使你更清楚
雅各生活中与你类似的地方，并
将它们写在下面：
我和雅各的类似之处:

本周阅读*
《先祖与先知》第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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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