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掙扎與超越

第25-27章的神學探討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
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
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
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
若是这样，我为甚麽活着呢?



21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
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
加就怀了孕。22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
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甚麽活着呢 ( 或作
我为甚麽如此呢 ) ？他就去求问耶和华。
23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
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於那族；将来大的
要服事小的。24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
是双子。25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
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 ( 就是有毛
的意思 ) 。26随後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
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 ( 就是
抓住的意思 ) 。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
以撒年正六十岁。(Gen 25:21-26)



27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於打猎，常在
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棚里。28以
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
雅各。29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
来累昏了。30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
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 ( 就
是红的意思 ) 。31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
分卖给我罢。32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
的名分於我有甚麽益处呢？33雅各说：你今
日对我起誓罢。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
的名分卖给雅各。34於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
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
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Gen 25:27-34)



Q: 為何神要賜以撒兩子?

創世記 25:19-26

以撒為利百加祈求:
1. 祈求與應允是同字根
2. 二子皆出於神蹟
3. 相爭 = 壓碎
4. 以掃 = 毛
5. 雅各 = 後腳跟,抓

神做事的正常,反常與超常:
1. 兩族 > 兩國
2. 大的要服事小的
3. 一強一弱
4. 雙生子不同的個性
5. 祈求二十年的信心?

新約的提醒:
1. 羅馬9:6-18
2. 加拉太4:26-31



Q: 為何雅各要抓長子的名份?

創世記 25:27-34

長子的優勢:
1. 長子的尊榮(創49:3;申21:17)
2. 財產權
3. 法庭代表
4. 家族聲譽
5. 不一定照出生輩份(創49:5,26)

優勢與劣勢的反轉:
1. 父母各自的偏愛
2. 一強一弱
3. 雙生子不同的個性
4. 打獵 > 君王/戰士
5. 安靜 > 獨處/自我中心
6. 肉體強 < > 屬靈弱
7. 祈求二十年的信心?

新約的提醒:
1. 來12:15-17
2. 禮物與祝福同字
3. 長子名份> 祝福諧音



肉體與情欲的試驗

人物與試驗 失敗的原因
1 亞當 >  吃
2 挪亞 >  喝
3 以撒 >  嚐
4 以掃 >  吃 喝



26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
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耳去，到非
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2耶和华向以
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去，要住在我所指
示你的地。3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
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
你和你的後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
罕所起的誓。4我要加增你的後裔，像天
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
後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5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
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Gen 26:1-5)



12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
成。耶和华赐福给他，
13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
14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
人就嫉妒他。15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
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
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
16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罢。
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17以撒就离开那
里，在基拉耳谷支搭帐棚，住在那里。
(Gen 26:12-17)



18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
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後塞住了，以撒
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
井的名字。19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
得了一口活水井。20基拉耳的牧人与以撒
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
给那井起名叫埃色 ( 就是相争的意思 ) ，因
为他们和他相争。21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
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
井起名叫西提拿 ( 就是为敌的意思 ) 。22以
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
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河伯 ( 就
是宽阔的意思 ) 。他 ：耶和华现在给我们
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Gen 26:18-22)



Q:   為何神賜福以撒?

以撒的試煉:
1. 妻子不孕
2. 寄居外族
3. 地遇饑荒
4. 因妻子撒謊
5. 為井爭競
6. 與人立約

神賜福以撒的原因:
1. 繼承了父親的弱點?
2. 起名 = 擁有權(父親留下)
3. 西提拿 = 控告騷擾 > satan
4. 利河伯 = 知識智慧上的寬廣
5. 別 = 7, well
6. 示巴 = 起誓

神的信實:
• 別示巴, 井
• 約與遭遇的重複

創世記 26:22-23



雅各的抓

事件 意義或結果

1 創世記25:22

2 創世記25:26

3 創世記25:29-34

4 創世記27章

5 創世記30:25-43

6 創世記32:24-32



問題思考與反省

1. 「抓」代表強烈的欲望有「強」與「奪」之意, 表示不顧

他人的感受與利益, 只顧自己的目的與利益. 抓是雅各的

個性, 試想我們的個性與雅各有相似的地方嗎?

2. 與「抓」相對的是「輕看」, 其實兩者都各自有正反的意

義. 為了討神喜悅, ?你會抓什麼? 你會輕看什麼?

3. 「大的服事小的」如何應用在你的教會, 工作, 家庭或人

際關係中?

4. 做父母親若對兒女偏心, 是否會影響夫妻之間, 及兒女彼

此之間的感情與關? 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