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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上帝又對他說：‘我是

聚光燈

全能的上帝，你要生養衆

“這並不是由於上帝一方面的獨斷，使以掃得不到救
恩的福分。上帝藉著基督所給的恩賜乃是白白賜給萬人的。
罪人若不是自取滅亡，上帝是决不會命定祂滅亡的。上帝
在聖經中已經提出各人蒙揀選得永生的條件，就是藉著相
信耶穌基督，順從祂的誡命。上帝已經定出一個合乎祂律
法的品格的標準，無論何人，只要達到祂的條件，就可以
進入祂榮耀的國。基督親口說：‘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
的人得不著永生。’”（《先祖與先知》第19章，第15段）

多，……我所賜給亞伯拉
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賜給
你與你的後裔。’”
（創35:11,12）

你

的 看法？

將下列能最恰當描述你家庭的詞語圈起來：
忙碌
仁愛
緊張
批評
關懷
吵鬧
卑鄙
幸福
可笑
紊亂
發展
外向
愚蠢
寧靜
親密
破碎
基督化
分離
尷尬
保守
如果要建立一個“完美的家庭，”
下面這些句子該怎麽寫：
“一個完美的家庭應該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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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完美的家庭絕對不應:
”

嗎？

你知道

“以 色 列 原 來 愛
約瑟過於愛他的衆子，……
他給約瑟作了一件彩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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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
故事

“利 亞 給 雅 各 所
生的女兒底拿出去，要
見那地的女子們。那地的
主希未人、哈抹的兒子示
劍看見她，就拉住她與她
行淫，玷辱她。”

“凡從城門出入的人，
就都聽從哈抹和他兒子示劍
的話。於是，凡從城門出入的
男丁都受了割禮。到第三天，
衆人正在疼痛的時候，雅各的
兩個兒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
緬和利未，各拿刀劍，趁著
衆人想不到的時候，來到城
中，把一切男丁都殺了，”
“上帝對雅各說：‘起
來！上伯特利去。’”

當約瑟十歲大的時候，他家中的
境况是這樣的：他的父親有好幾
“利 百 加 的 奶 母 底
個妻子。雅各和這四個女人（其中
波拉死了。
兩個是親姐妹）一共生了十二個兒
子，他們都是同父異母的
“拉結臨産甚是
兄弟。約瑟唯一的妹
艱難。……拉結死
妹遭人强姦。他的哥
了。”
哥們犯了殺人、搶劫、
偷盜和亂倫的罪。他同
父異母的大哥流便和他另
外兩個同父異母兄弟的
母親辟拉發生了性關係。
而他的父親雅各對這些家庭
悲劇無可奈何。這個家庭真的可
以上電視真人秀來重新定義甚麼叫做
“破碎家庭”了。

“約瑟作了一夢，告訴他
哥哥們，他們就越發恨他。”
“約瑟到了他哥哥們那裏，
他們就剝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
的那件彩衣，把他丟在坑裏。”
“猶 大 對 衆 弟 兄 說 ： ‘我
們殺我們的兄弟，藏了他的血，
有甚麼益處呢？我們不如將他
賣給以實瑪利人，不可下手害
他，因爲他是我們的兄弟，我
們的骨肉。”衆弟兄就聽從了
他。’”
“有些米甸的商人從那裏
經過，哥哥們就把約瑟從坑里
拉上來，講定二十舍客勒銀子，
把約瑟賣給以實瑪利人。他們
就把約瑟帶到埃及去了。”
“他們宰了一隻公山羊，
把約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
發人送到他們的父親那裏，說：
‘我們撿了這個，請認一認，
是你兒子的外衣不是？’”
“他認得，就說：‘這是我
兒子的外衣，有惡獸把他吃了，
約瑟被撕碎了！撕碎了！’”
（創34:1,2,24,25;35:1,8,16-19;
37:3-5,23,24,26-28,31-33）

走出
故事

妙語連珠

雅各的人生充滿了家庭內外的創傷。請找出
各個事件，並按照困難的程度排序。
從這些雅各人生的故事中你看到一位怎樣的上帝？

“設筵滿屋，大家相爭，不如有塊乾餅，大家相安。”
（箴17:1）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這在主裏
面是相宜的。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
不可苦待她們。你們作兒女的，要凡事聽從
父母，因這是主所喜悅的。你們作父親的，
不要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志氣。”
（西3:18-21）

將那些表現出雅各家庭混亂的短句圈出來。
我們如何能從雅各人生的這個階段學得有關以下各方面的
教訓？找出雅各故事中與下列各主題相關的部分，並將從聖
經叙述中所學到的原則寫在下面。
罪的結果：
成聖（長為耶穌的樣式）：
無法控制的怒氣：
與世界聯合的危險：
來自同伴的壓力：
團體：
復仇：
人性：
如果以下故事被拍成好萊塢電影，你給它們起甚麼名字？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上帝，叫你們
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一心一口
榮耀上帝、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
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上帝。”
（羅15:5-7）
“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命，嫉
妒是骨中的朽爛。”
（箴14:30）
“你們心裏若懷著苦毒的嫉妒
和紛爭，就不可自誇，也不可
說謊話抵擋真道。”
（雅3:14）

言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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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拿和示劍（創34章）

雅各返回伯特立（創35:1-15）

拉結和以撒的死（創35:16-29）

約瑟的夢（創37:1-11）

約瑟被賣爲奴隸（創37:12-36）

“雅各是一個過於忙碌以致
於無法照顧家庭的典型例子，
他太專顧自己，沒有關心家人，
因此他也很消極地處理發生在
自己兒女生活中的事。”——查
理•斯溫多爾，美國當代作家、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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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星期一

做本週課程“你的看法？”部分
的活動並回應所有問題。儘管
“完美的家庭”難覓踪影，但能
夠分辨事情的主次，可以讓我們
更容易判斷，一個家庭是否完整。
思考下面這段選自一位智者言論
的話語：

閱讀本週課程存心節，想想這個
應許的重要性。一個要思考的重
要事實是，從伊甸園中要有救主
的應許開始到雅各的時代，人們
一直在等待救主從他們自己族裔
中出來，因此，家庭關係就很重
要了！對於雅各來說，一次又一
次看到自己家庭的平安被各種災
難和錯誤所擾，而還要繼續相信
上帝會實現祂的應許，這真的是
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上帝已做出
清晰明確的應許（創35:11,12）。
將這應許和腓利比書1:6對比，
上帝如何在你的生活中實現這應
許呢？

“設筵滿屋，大家相爭，不如有
塊乾餅，大家相安。”（箴17:1）
用自己的話來說，這句話的意思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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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上面這句話的核心意義是
甚麼？這位智者的話和你的家庭
有甚麼關係？

星期日
閱讀本週課程“走進故事”部分
關於雅各家庭混亂情況的描寫。
當你仔細閱讀每段故事的時候，
你怎麽看聖經中記載這些令人讀
之生厭的故事呢（比如說底拿的
遭遇）？上帝爲甚麼要將這些卑
劣無耻的記錄包含在聖經中呢？

星期二
在“聚光燈”部分的引文中，懷
愛倫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啓發。
仔細閱讀這段話，然後想想自己
認識的兩類人：一類人在他們的
生活中抗拒上帝聖靈的指引；另
一類人的生活是爲了得到救恩而
順從上帝的。他們都需要做出選
擇。爲他們禱告，同時為自己祈
求，使你更獻身為主工作。

1、
2、
3、
你認為本章中哪些內容對任何世
代的家庭和信徒都有所裨益呢？

星期五
保羅曾爲信徒們作一個禱告，說：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上帝，叫
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一
心一口榮耀上帝、我們主耶穌基
督的父。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
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
歸與上帝。”（羅15:5-7）當你想
到你與自己家庭成員的關係時，
你有沒有看到上帝在以上的經文
中給你的訊息呢？

本週，在你的生活中做一個使人
和睦的人，如此上帝必與你同行
並祝福你！

星期三
思考“走出故事”部分中的問題，
這些問題能幫助你更瞭解這個聖
經故事中的家庭。你覺得上帝要
通過這些故事向你說明甚麼呢？

閱讀“妙語連珠”部分的經文，
並選出一節對你今天有特別意義
的話。在這些經文中，你認為哪一
節若記在心裏並應用在生活中，
能給你今天的家庭帶來最大的改
變呢？爲甚麼？將這節經文與你
的父母或其他正在掙扎中並需要
上帝話語幫助的人分享。請確保
他們知道你一直在爲他們禱告。

星期四
在短時期內，雅各失去了三位親
近的人（底波拉，拉結，以撒）。
對於和雅各一樣因失去親人而深
陷痛苦中的人，你能爲他們做甚
麼呢？

閱讀《先祖與先知》第19章，並
嘗試從中發掘三個能使你更清楚
雅各生活中與你類似的地方，並
將它們寫在下面：
我和雅各的類似之處:

本週閱讀*
《先祖與先知》第19章。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請瀏覽以下網站獲http://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
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堅持
這項閱讀計畫，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讀
完一本歷代之爭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