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伯拉罕老年的事蹟

第23-24章的神學探討

亚伯 拉罕年 纪老迈 ，向
来在 一切事 上耶和 华都
赐福 给他



23撒拉享寿一百二十七岁，这是撒拉一生
的岁数。2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
是希伯仑。亚伯拉罕为他哀恸哭号。3後来
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4我
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
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
他不在我眼前。5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6我
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
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
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
的死人。7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
下拜，8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
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
为我求琐辖的儿子以弗仑，(23:1-8)



9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
给我，作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10当时以弗仑
正坐在赫人中间。於是，赫人以弗仑在城门出
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11不然，我主请
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
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
12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13在他们
面前对以弗仑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
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
的死人。14以弗仑回答亚伯拉罕说：15我主请听。
值四百舍客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
甚麽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罢！16亚伯拉罕听
从了以弗仑，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
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四百舍客勒给以弗仑 (23:9-
16)



神對亞伯拉罕應許「地」的試驗

地的試煉 亞伯拉罕的回應

1 迦南人仍在那地 (12:6) (12:7)

2 那地有饑荒 (12:10) (12:10)

3 那地容不下二家人 (13:6) (13:8-9)

4 讓羅得先選地 (13:8-9) (13:11-12)

5 得地會遲四百年 (15:13-16) 無

6 另有九族人佔著地 (15:19-21) 無

7 仍是無地的寄居者 (23:4) (23:4)



Q: 為何亞伯拉罕要買地?

創世記 23:17-20

亞伯拉罕在應許之地的身份:
1. 是外人:不受同化
2. 是寄居的：有civil right,無

property right(利25:23)
3. 埋葬之地=家的概念
4. 墳地=擁有墳地(創17:8;48:4) 

> 不同於 (書22:9,19)

亞伯拉罕買地的過程:
1. 聽我們(23:6,8,11,13,15-16)
2. 法律程序(23:10,13,16,18)
3. 400 shekel(耶利米32:9,10)
4. 足價(silver)與擁有(23:4,9)
5. 信心+代價=願以不能永有者,

來成就神永恆的應許

西伯崙的特殊性:
1. 擁有應許地的token
2. 亞伯拉罕,撒拉,以撒,利

百家,雅各,利亞的墳地
(25:10; 35:29; 49:31f)

3. 大衛的頭一個首都



24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
耶和华都赐福给他。2亚伯拉罕对管理他
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
腿底下。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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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
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5仆人对他说：
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
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之地麽？6亚伯拉
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
回那里去。7耶和华 ─ 天上的主曾带领我
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
起誓说： (24:1-7a)



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後裔。他必差遣使者
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
个妻子。 8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
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
子回那里去。9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
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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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身往米所波
大米去，到了拿鹤的城。11天将晚，众女
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
的水井那里。12他说：耶和华 ─ 我主人亚伯
拉罕的神阿，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
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13我现今站在井旁，
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 (24:7b-13)



14我向那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
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
驼喝，愿那女子就作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
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
了15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
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彼土利所生的；
彼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鹤妻子密迦的儿
子。16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
也未曾有人亲近他。他下到井旁，打满了
瓶，又上来。17仆人跑上前去迎着他，说：
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18女子说：
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
他喝。19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再为你
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 (24:14-19)



20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
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21那人
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
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22骆驼喝足了，那人
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客勒，两个金镯，
重十舍客勒，给了那女子，23说：请告诉我，
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
地方没有？24女子说：我是密迦与拿鹤之子
彼土利的女儿；25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
也有住宿的地方。26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
拜，说：耶和华 ─ 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
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
人。至於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
到我主人 兄弟家里。(24:20-27)



Q: 亞伯拉罕如何為子娶親?

亞伯拉罕對僕人的命令:
1. 手放在大腿下(24:2) > 割禮
2. 指著神起誓(24:3,8,9)
3. 兒子要留在應許地(24:6,8)
4. 要本家,不要本地女子(24:3,5)

神向僕人施恩的原因:
1. 我主人的神,施恩我主人(24:12)
2. 今日促使好事(24:12)
3. 發生在我面前(24:13)
4. 女子具特別的品格(24:14)
5. 求明確的印證(24:14)
6. 以神恩為禱告中心(24:12,14,27)
7. 向神敬拜(24:26,27)
8. 向主人盡力盡忠(24:33,49,56)

創世記 24:16-22



37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
迦南地的女子为妻。38你要往我父家、我
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39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
40他就说：我所事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
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
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
娶一个妻子。41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
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他们若不把女
子交给你，我使你起的誓也与你无干。
42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 ─ 我主
人亚伯拉罕的神阿，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
通达 (24:37-42)



忠信智慧的僕人榜樣(24:34-49)

僕人的強調 榜樣的學習

1 表明自己的身份 (v 34)

2 表明主人的身份(vs 35-36)

3 表明主人的意願(vs 37-38)

4 表明自己的疑惑(v 39)

5 表明主人的決心(vs 40-41)

6 重述自己的禱告(vs 42-44)

7 重述遇見利百加(vs 45-47)

8 總結自己的回應(v 48)

9 尋問拉班的意見(v 49)



61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
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
62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庇耳．拉
海．莱回来。63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
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
64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
驼，65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
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
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66仆人就将所办
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67以撒便领利百
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棚，娶了他为
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
了，这才得了安慰。(24:61-67)



Q:   為何利百加願嫁以撒為妻?

耶和華對以撒娶親的恩慈見證:
1. 聖經敘述者(24:15)
2. 僕人的經歷(24:26-27)
3. 彼土利與拉班的回應(24:50-51)
4. 利百加的回應(24:58)
5. 神事先的預備(22:20-24)

利百加對神的信心與順服:
1. 出嫁前與親人的告別(cf.31:27)
2. 她的回答(24:59, go!)
3. 她看見神尋找她的過程
4. 她看見神尋找她的恩慈
5. 她對神恩慈與帶領的信心回應
6. 她的名字(fed,饋贈)
7. 對她的祝福:國度,安全與得勝

以撒的婚禮:
• 夏甲的井
• 田間默想
• 我的主人
• 她蒙上臉
• 進了母親的帳棚
• 神預備的婚姻



問題思考與反省

1. 亞伯拉罕在人生最重要的事件(喪禮與婚禮)上, 都顯示出

什麼樣的生命特質? 有什麼值得你學習的地方嗎?

2. 是否只有神所揀選的人, 神才掌管看顧他們的婚姻?你認

為這公平嗎? 為什麼?

3. 你在服事上司或教會事工中，你有亞伯拉罕僕人服事的

心態嗎? 或像他那樣的經歷嗎?

4. 請分享以撒娶親過程對你的啟發?

5. 請分享利百加如何將終身大事交託神? 對你的啟發?

6. 請分享利百加如何對待外來的人? 對你的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