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课：亚伯拉罕被葬，以扫卖长子、以撒住迦南（创 25-26 章） 
 
 
内容概述： 
 
        亚伯拉罕再娶妻生子，死后与撒拉同脏，以实玛利繁衍后代。以撒为利百加祷告生双

子、腹内相争，神应许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以撒喜爱以扫，利百加喜爱雅各，雅各用红

豆汤换取以扫的长子名分。以撒顺服神得百倍收成，因害怕称利百加为妹子。             
 
内容大纲： 
 

1) 亚伯拉罕娶基土拉生子，死后与撒拉同脏，以实玛利繁衍后代死去（创 25:1-18） 
2) 以撒为利百加祷告，得双子腹内相争，神告诉利百加大的服侍小的（创 25:19-26） 
3) 双子渐长，以扫为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名分给雅各，是他自己轻看（创 25:27-34） 
4) 以撒遇饥荒，他听从神嘱咐不去埃及；却使妻落入危险，得神解救（创 26:1-11） 
5) 以撒蒙神祝福、得百倍的收成，被本地人欺负，后又得与他们立约（创 26:12-35） 

 
思考问题： 
 

1) 撒拉死后亚伯拉罕为何仍娶妻？为何将生的儿子打发去东方？ 
2) 上帝为何告诉利百加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长子不是应该为先吗？ 
3) 以撒爱以扫，利百加爱雅各，他们各自的作法是否都有偏心的问题？ 
4) 以扫为何轻看长子的名分？雅各是否用诡诈取得了长子的名分？ 
5) 以撒因信心听从神没有逃离饥荒去埃及，为何会软弱称妻子为妹子？ 
6) 以撒得神祝福有百倍的收成，却为何仍被人欺负，神为何没有杜绝？ 

 
本课总结： 
 
        亚伯拉罕完成传递应许给以撒的使命，在地上又度过了几十年，遗体葬在迦南。利百

加二十年不生育，以撒祷告，神赐给双生子；上帝启示利百加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而雅

各用红豆汤换取了以扫长子名分。以撒的信心蒙神祝福，软弱也蒙神保护。          
 
应用回响： 
 

1) 亚伯拉罕再次娶妻是生活的需要，亚伯拉罕遣散儿子是（            ）的需要。 
2) 得到属灵的好处是神的拣选，得到属灵的好处是人的（            ）。 
3) 以撒对以扫的爱源于人的（            ），利百加对雅各的爱源于神的（              ）。 
4) 以扫看中暂时的肉体轻看（            ），雅各看中永恒的名分（            ）肉体。 
5) 以撒因顺从神留在迦南地，以撒因（                   ）谎称妻为妹子。 
6) 神赐给百倍的收成为建立信心，神允许外邦的逼迫为（            ）信心。 

 
 



第二课：雅各骗取祝福，蒙神显现祝福去哈兰逃避（创 27-28 章） 
 
内容概述： 
 
        以撒年老眼目昏花，要以扫打猎给他吃、接受祝福；利百加要雅各扮作以扫，骗得了

祝福。以扫对雅各忿怒，谋划以后杀他。利百加建议以撒不要雅各本地娶妻，因厌恶以扫

娶的迦南人。以撒打发雅各去拉班家，雅各途中得神启示，向神起誓得祝福。          
 
内容大纲： 
 
1) 以撒年老不能看见，要以扫打猎蒙祝福，利百加要雅各扮以扫骗取（创 27:1-17） 
2) 雅各被利百加扮作以扫，骗得以撒的祝福，为弟兄之主得多国跪拜（创 27:18-29） 
3) 以扫发现祝福被雅各骗取、略得少许，怀恨雅各，利百加保护雅各（创 27:30-46） 
4) 以撒打发雅各去巴旦雅兰拉班那里娶妻，以扫到以实玛利那又娶妻（创 28:1-9） 
5) 雅各在伯特利梦中得神显现、和祝福，就惧怕神、与神许愿求保佑（创 28:10-21） 
 
思考问题： 
 
1) 神已经立雅各在以扫之上，为何以撒仍然要为以扫作传承的祝福？ 
2) 利百加知道神已经拣选雅各，为何还要雅各用欺骗的方式得到祝福？ 
3) 雅各用欺骗得到以撒的祝福，上帝为何还要拣选这样的人？ 
4) 以扫原来不在乎长子的名分，为何却对以撒的祝福如此在乎？ 
5) 以撒知道了雅各骗得祝福，为何仍然恩待他、并继续为他祝福？ 
6) 雅各梦中得耶和华的显现，用对神的许诺换取保守，是否很敬虔？ 
 
本课总结： 
 
        以撒年老眼睛昏花，灵性也软弱，他不知道神立雅各为首，要为以扫祝福；利百加知

道神的拣选，却因为自己灵性的有限，要雅各用欺骗的手段得到祝福。雅各渴望神的祝

福，灵性尚未得建立，就使用人的手段，蒙神显现，仍然以功利的交换面对神。          
 
应用回响： 
 
1) 属灵人的信心会产生顺服，属灵人的（                    ）会产生错误。 
2) 寻求得神祝福的（                  ）很重要，寻求得神祝福的（                ）更重要。 
3) 上帝的拣选来自起初的权柄，上帝的拣选产生以后的（                ）。 
4) 重视永生的应许会（                ）祝福，轻视永生的应许会（                  ）祝福。 
5) 信靠神的可以超越自己的（                ），信靠神的可以超越自己的（                ）。 
6) 信徒的起初可能（              ）功利，信徒的成长可以（                ）功利。 
 
 
 



第三课：雅各遭遇拉班，服侍二十年娶利亚和拉结（创 29-30 章） 
 
内容概述： 
 
        雅各到哈兰遇见拉班的女儿拉结，为娶拉结愿意为拉班作工七年；拉班欺哄雅各，将

利亚顶替拉结，又用拉结得到雅各的另外七年白白作工。利亚和拉结以生子相争，神眷顾

失宠的利亚，也怜悯拉结。雅各要回本乡，与拉班设立工价，获得上好的羊群。          
 
内容大纲： 
 
1) 雅各到了哈兰，遇见拉班的女儿拉结，彼此相认，得到拉班的接待（创 29:1-14） 
2) 雅各为拉结服侍拉班七年，婚礼时被偷换成利亚，又服侍拉班七年（创 29:15-30） 
3) 雅各爱拉结，利亚多生子，姊妹以使女相争，神怜悯拉结生子（创 29:31-30:24） 
4) 雅各要离开拉班回去，拉班拦阻、留他作工，雅各与拉班讲定工价（创 30:25-36） 
5) 雅各以树枝定羊生产皮毛，肥壮时生产斑条归自己，瘦弱时归拉班（创 30:37-43） 
 
思考问题： 
 
1) 雅各到哈兰的时候，年级已经七十几岁，为何仍未娶妻？ 
2) 雅各娶拉结的时候，被拉班偷换成利亚，拉班为何如此作？ 
3) 雅各爱的是拉结，上帝为何恩待利亚，叫她能够多生儿子？ 
4) 拉结和利亚为何会叫使女和雅各生子？如此行是上帝的旨意吗？ 
5) 雅各在拉班家辛苦作工十四年没有工价，神为何允许拉班苦待雅各？ 
6) 雅各因何可以用树枝决定羊的生产？是神要他用的法术吗？ 
 
本课总结： 
 
        雅各带着以撒的祝福、神的应许去到哈兰，他仍然有肉体的软弱，却守住了不娶迦南

女子的约。上帝透过拉班的诡诈制服雅各的诡诈，也使用拉班的诡诈，成就了以色列十二

个支派的产生；然后上帝为雅各预备财物，要带领他回到迦南地。          
 
应用回响： 
 
1) 雅各的血气使他用人的能力，上帝的（                 ）使他等神的应许。 
2) 世人的内心想要得到利益，世人的内心想要（                       ）利益。 
3) 上帝赐给人婚约的（                ），上帝赐给人婚约的（                  ）。 
4) 人的软弱会有（               ）的选择，神的能力会有（                ）的结果。 
5) 上帝会（               ）罪人的生命，上帝会（                 ）罪人的生命。 
6) 神的旨意不用人的方式成就，神的（                   ）会用人的方式成全。 
 
 
 



第四课：雅各逃离拉班蒙神保守，迎以扫与神摔跤（创 31-32 章） 
 
内容概述： 
 
        雅各受到拉班因为嫉妒而产生的威胁，带领全家逃离哈兰，要回去迦南地，拉结偷走

拉班的神像；拉班带入追上雅各，夜间梦中被神警告，与雅各立约返回。雅各面对以扫害

怕，祷告神，并想办法应对；夜间与神摔跤得胜，大腿被神摸变瘸。          
 
内容大纲： 
 
1) 雅各感受拉班威胁，要带领妻子孩子逃离回去，得拉结利亚的赞同（创 31:1-16） 
2) 拉班追上雅各，搜找神像未果；雅各责备拉班不义，被神梦中警告（创 31:17-42） 
3) 拉班与雅各立约，保护女儿和自己；雅各向神起誓，拉班告别归回（创 31:43-55） 
4) 雅各途中遇神使者显现，为将遇的危险向神祷告，预备礼物见以扫（创 32:1-21） 
5) 雅各夜间与神的使者摔跤得胜，迫切求得神的祝福，大腿被神摸瘸（创 32:22-32） 
 
思考问题： 
 
1) 上帝可以行神迹叫雅各得很多羊，却为何允许拉班苦待雅各？ 
2) 拉班知道耶和华，为何家中还有神像？拉结为何偷取拉班的神像？ 
3) 拉班因何会接受耶和华梦中的警告？他因此就是敬畏神的人吗？ 
4) 拉班为何要与雅各立约？是因为他敬畏耶和华的缘故吗？ 
5) 雅各看见神的使者、并向神祷告，为何还极尽所能地预备面对危机？ 
6) 雅各与神的使者摔跤，大腿被摸一下就瘸了，为何还说他得胜？ 
 
本课总结： 
 
        上帝在雅各身上完成了后裔的赐给，物质的预备，和在拉班手下受苦、生命得到塑

造，就带领雅各离开哈兰返回迦南地。上帝也兴起拉班追赶雅各，使雅各知道神的保守；

然后使他面对更危险的挑战，使他全然倚靠神、并且真正全然降伏在神面前。          
 
应用回响： 
 
1) 上帝用能力叫信徒得福分，上帝用能力叫信徒得（                ）。 
2) 正确信仰是敬拜赐（                ）的神，错误信仰是敬拜赐（               ）的神。 
3) 对的敬畏是在意（                ）的益处，错的敬畏是在意（               ）的益处。 
4) 为今生益处的委身是错误信仰，为（                  ）益处的委身是真正信仰。 
5) 信心软弱的人会求靠神，信心软弱的人会（                        ）。 
6) 雅各的得胜是（               ）神的祝福，雅各的得胜是得到神的（               ）。 
 
 
 



第五课：雅各安抚以扫住示剑，底拿受辱众兄屠城（创 33-34 章） 
 
内容概述： 
 
       雅各面见以扫，得到接纳，并赠送大礼给以扫；以扫返回西尔，雅各寄居在迦南地的

示剑。雅各的女儿底拿被示剑侵犯，他的儿子们忿怒，以受割礼设立计谋；在他们疼痛的

时候杀灭示剑的男丁，抢夺妇女、孩童和财物，雅各责备他们使寄居陷入忧患。          
 
内容大纲： 
 
1) 雅各上前面见以扫，七次向他下拜，与他和平相见，坚持赠送礼物（创 33:1-11） 
2) 以扫要带雅各去西尔，雅各以孩子幼小婉拒，到达迦南示剑地居住（创 33:12-20） 
3) 当地主人的儿子强暴雅各的女儿，引起雅各儿子忿怒，示剑来求亲（创 34:1-12） 
4) 雅各儿子们想要报复，以割礼条件为计谋，诱使示剑男人都受割礼（创 34:13-24） 
5) 雅各儿子们趁示剑众人疼痛击杀男丁、抢夺财货，雅各责备儿子们（创 34:25-31） 
 
思考问题： 
 
1) 雅各见以扫要送给礼物，以扫拒绝，为何雅各还要坚持一定收下？ 
2) 以扫已经接纳了雅各，并邀请他去西尔居住，雅各为何拒绝？ 
3) 示剑地主人的儿子示剑要娶雅各的女儿为妻，为何没有办法被接受？ 
4) 雅各的儿子用割礼为计谋，为要报复示剑城，雅各是否知道？ 
5) 示剑城的男丁已经受了割礼，是否已经因此与耶和华立了约？ 
6) 雅各担心儿子们杀死示剑人，会引起迦南人的击杀，为何没有发生？ 
 
本课总结： 
 
        雅各因着倚靠神的同在，正确地面对以扫的威胁，度过了回到迦南地的第一个难关；

按照上帝的旨意，寄居在迦南地的示剑。随后，又经历了第二个难关，女儿受到当地人的

侵犯，儿子们被激动，屠杀了示剑城的人；使雅各在危机中持续倚靠神。          
 
应用回响： 
 
1) 属神的人有神赐给的保守，属神的人有神赐给的（                   ）。 
2) 属神的人承受神赐的恩惠，属神的人承受神赐的（                   ）。 
3) 属神的人会在世界中生活，属神的人会在世界中（                   ）。 
4) 敬虔的父亲能影响后裔的敬虔，敬虔的父亲难（                 ）后裔的敬虔。 
5) 行为是与神立约的印记，（                   ）是与神立约的根基。 
6) 人的错误可以使敬虔人遇险，神的（                   ）可以使敬虔人脱险。 
 
 
 



第六课：神指示雅各去伯特利，以撒去世以东兴起（创 35-36 章） 
 
内容概述： 
 
        神指示雅各去伯特利筑坛，雅各吩咐家人除去外邦神；神使周围人恐惧，不追赶雅各

家，雅各在伯特利改名以色列。拉结生下便雅悯，死在伯利恒；以撒活到一百八十岁，得

以扫雅各安葬。以扫迁去西尔，后裔繁衍，成为以东。          
 
内容大纲： 
 
1) 雅各得神指示去伯特利，给救他的神筑坛，雅各就吩咐除去外邦神（创 35:1-4） 
2) 神使周围的人不敢追雅各，他在伯特利筑坛，得神显现改名以色列（创 35:5-15） 
3) 拉结生下便雅悯、死在伯利恒，雅各去到以撒那里，并为以撒送终（创 35:16-29） 
4) 以扫生养众多，在迦南地得货财甚多，带后裔迁居西尔，成为以东（创 36:1-8） 
5) 以扫的后裔在以东繁衍众多，产生许多的族长，并出现以东的诸王（创 36:9-43） 
 
思考问题： 
 
1) 雅各的儿子屠城杀人、抢夺财物，神保守他们是否违背公义？ 
2) 雅各一直是得耶和华带领和保守的人，为何家人还敬拜外邦神？ 
3) 示剑周围城邑的人害怕雅各家，为何说是神使他们害怕？ 
4) 神已经多次赐福应许给雅各，为何还要用改名以色列来重申应许？ 
5) 以撒活到一百八十岁，他是一个敬虔人，为何没有记录他的晚年生活？ 
6) 以扫没有得到以撒的祝福，为何他的后裔仍然发达，并成为以色列的敌国？ 
 
本课总结： 
 
        雅各得到神的指示去伯特利筑坛，雅各开始带领全家离弃外邦神，开始敬拜独一的耶

和华；神保守他们不被周围的人攻击，并在伯特利赐雅各新名以色列。拉结生下便雅悯结

束地上的生命，以撒去世结束地上的使命；以扫得神祝福，后裔繁衍丰盛。          
 
应用回响： 
 
1) 按照上帝的（                 ）人都应该死，按照上帝的（                  ）人仍可以活。 
2) 只求（                 ）的祝福会拜多神，只求（                  ）的祝福要拜独一神。 
3) 人可以叫人因为眼见害怕，神可以叫人因为（                 ）害怕。 
4) 永生的盼望需要（                  ）地加强，永生的盼望需要（                  ）地坚定。 
5) 蒙神拣选的人需要完成神的使命，蒙神拣选的人（                   ）完成神的使命。 
6) 神会恩待敬虔人的（               ）后裔，神会惩治敬虔人的（                ）后裔。 
 
 
 



第七课：约瑟遭兄嫉妒卖去埃及，犹大与他玛生后（创 37-38 章） 
 
内容概述： 
 
        约瑟得雅各喜欢，被兄长们嫉恨，卖去埃及。犹大娶妻生子，儿子娶妻后接连死亡；

犹大和扮成妓女的他玛生子，承认他玛比他更有义。          
 
内容大纲： 
 
1) 约瑟多得父爱，报告兄长恶行，作梦列众弟兄之首，遭众兄长嫉恨（创 37:1-11） 
2) 雅各差约瑟寻找兄长们，被设谋杀害，犹大阻拦，被卖去埃及为奴（创 37:12-28） 
3) 众兄长伪造约瑟被害，告知雅各；雅各极其悲伤，约瑟进护卫长家（创 37:29-36） 
4) 犹大娶迦南妇人为妻，生三个儿子，长子娶他玛死去，次之也死亡（创 38:1-11） 
5) 犹大妻子死后，他玛扮妓女与他同寝怀孕；犹大认罪，他玛生双子（创 38:12-30） 
 
思考问题： 
 
1) 雅各特别给约瑟作了一件彩衣，是否他的偏爱造成约瑟的麻烦？ 
2) 约瑟作梦预言将来的事情，为何不是所有人的梦都可以实现？ 
3) 约瑟因为犹大的拦阻没有被杀害，是否犹大成就了这件事情？ 
4) 流便保护约瑟不被杀害，却又污秽雅各床榻，是否有人格不正常？ 
5) 犹大是一个蒙神祝福的支派，为何儿子们遭遇如此可怕的事情？ 
6) 犹大因为妻子去世了就去找妓女，这样的作法是可以的吗？ 
7) 犹大说他玛比他更有义，意味着他玛的作法完全正确吗？ 
 
本课总结： 
 
        上帝为以色列预备埃及的寄居，他拣选约瑟成、赐梦给他，并用他兄长们的软弱作铺

垫。犹大与他玛似乎是一个插入事件，实际揭示雅各家在迦南地遇见的试探，这也是为何

要把以色列人带入埃及，在那里有分别为圣的繁衍环境。          
 
应用回响： 
 
1) 父亲的（              ）会引发嫉妒，儿子的（                   ）会引发嫉妒。 
2) 来自神赐给的梦会有（                 ），非来自神赐给的梦会有（                  ）。 
3) 人的作为要实现自己的目的，人的作为会实现（                                    ）。 
4) 人的行为有（               ）的辖制，人的行为有（                  ）的影响。 
5) 敬虔的人会因行善得益处，敬虔的人会因（                  ）受损害。 
6) 敬虔的人有（               ）的刚强，敬虔的人有（                   ）的软弱。 
7) 神喜悦人持守公义的心，神（                    ）人寻求公义的心。 
 
 



第八课：约瑟拒诱惑蒙冤坐牢，蒙神保守为官解梦（创 39-40 章） 
 
内容概述： 
 
         约瑟在波提法家作事有能力，被委任作管家；后来被波提法的妻子勾引，他多次拒

绝以后反被诬陷，下入法老的监牢。约瑟的能力又被司狱看中，委派管理监狱，有机会接

触法老的酒政和膳长，并且为他们解梦。酒政的梦应验，却忘记为约瑟求情。          
 
内容大纲： 
 
1) 约瑟被卖到波提法家，见耶和华与他同在、百事顺利，委任作管家（创 39:1-6） 
2) 约瑟俊美，被波提法的妻子勾引，约瑟因敬畏神而拒绝，反被诬陷（创 39:7-18） 
3) 约瑟被下在王的囚犯监牢，神与他同在、办事有理，被委派作管理（创 39:19-23） 
4) 法老的酒政、膳长也被囚在监牢，二人各做一梦，请约瑟帮忙解梦（创 40:1-8） 
5) 约瑟解梦膳长被杀，酒政官复原职，请他出去帮忙陈情，结果被忘（创 40:9-22） 
 
思考问题： 
 
1) 约瑟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何以具备如此优秀的管家才能？ 
2) 约瑟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级，何以抵挡住波提法妻子的多次引诱？ 
3) 约瑟蒙冤坐牢，为何没有埋怨神，而仍然可以倚靠神的同在？ 
4) 约瑟在波提法家已经受过作奴隶的苦，为何还要受作囚犯的苦？ 
5) 法老的两个内臣一同坐牢、作梦，这是约瑟坐牢巧合的机会吗？   
6) 酒政官复原职以后忘记了约瑟，是否约瑟解脱的机会就失去了？ 
 
本课总结： 
 
        上帝用奇特的方式把约瑟送去埃及，赐给他能力在护卫长家作管家，得以接触埃及贵

族；用波提法妻子检验他的敬虔，并且把他送入法老的监牢，有机会为酒政解梦。这一切

都在为约瑟以后作预备，使他有机会为法老解梦，作埃及的宰相。          
 
应用回响： 
 
1) 属神的人有常见的智慧能力，属神的人有（                   ）的智慧能力。 
2) 属神的人会遇见世界的试探，属神的人会（                   ）世界的试探。 
3) 属神的人会经历特别的难处，属神的人会经历特别的（                   ）。 
4) 属神的人会经受特别的苦难，属神的人会建立特别的（                   ）。 
5) 世人看待一切的机遇为偶然，信徒看待一切的机遇为（                   ）。 
6) 人所能作的是（                  ）机会，神所能作的是（                    ）机会。 
 
 
 



第九课：约瑟为法老解梦作宰相，对求粮兄长设计（创 41-42 章） 
 
内容概述： 
 
        两年后法老做梦无人能解，酒政想起约瑟、并举荐他，约瑟解梦、并建议应对策略，

被法老立为宰相，赐妻子给他。雅各家遭遇饥荒，派兄长们去埃及籴粮；约瑟认出他们，

扣押西缅，要他们带便雅悯来，并暗退银子。回去后遭雅各拒绝。          
 
内容大纲： 
 
1) 酒政官复原职两年后，法老做梦，无人能解；酒政想起约瑟并推荐（创 41:1-13） 
2) 法老召见约瑟解梦，约瑟解释埃及将要遇见的事情，提议找人管理（创 41:14-36） 
3) 法老指定约瑟管理一切，作埃及宰相，善管埃及遇见的丰收和饥荒（创 41:37-57） 
4) 雅各打法儿子去埃及籴粮被约瑟认出，扣留西缅，用计调来便雅悯（创 42:1-24） 
5) 约瑟给众兄粮食、暗地退还银子，众兄惊讶，雅各拒绝送便雅悯去（创 42:25-38） 
 
思考问题： 
 
1) 上帝给法老做梦为何等了两年？这不是延长了约瑟的受苦吗？ 
2) 约瑟为法老解梦，并提出找人进行应对的建议，为何不毛遂自荐？ 
3) 法老因何委以希伯来人的约瑟宰相的重任？并且给他指定妻子？ 
4) 约瑟认出众兄长们，为何不直接处理，还要用计调便雅悯来？ 
5) 约瑟的众兄长知道自己遇见灾难，为何会联想神追讨出卖约瑟的罪？ 
6) 约瑟给众兄长粮食，为何还要暗暗地把银子退还给他们？ 
 
本课总结： 
 
        上帝到了自己的时间开始叫法老做梦，叫酒政想起约瑟、并举荐他解梦；约瑟梦神开

启解梦，并提供应对措施，得法老立为宰相，实现上帝在埃及的预备。上帝用饥荒把约瑟

的兄弟带到埃及，约瑟用计谋教训兄长们，预备迎接雅各全家进埃及。          
 
应用回响： 
 
1) 够长久的历练可以建立（                 ），够长久的预备可以建构（                 ）。 
2) 来自别人的肯定能坚定（                 ），来自别人的肯定能坚定（                 ）。 
3) 上帝的作为足以降伏（                ），上帝的作为足以成就（                 ）。 
4) 外力产生的抉择（             ）人心，内心产生的抉择（               ）人心。 
5) 生活的平顺（               ）叫人反思，生活的（                      ）能叫人反思。 
6) 平常的经历会叫人忘记神，（                 ）的经历会叫人想起神。 
 
 
 



第十课：约瑟试验兄长相认，法老容接全家下埃及（创 43-45 章） 
 
内容概述： 
 
        饥荒加剧，雅各在犹大的担保下，放便雅悯去埃及；约瑟用计陷害便雅悯为奴，并释

放众兄长回去；犹大愿意替代便雅悯为奴，约瑟与众弟兄相认，并讲明将来有更大的饥

荒。法老欢迎约瑟家下埃及，雅各知道深受振动。          
 
内容大纲： 
 
1) 饥荒加剧，雅各得犹大担保带便雅悯去埃及，得约瑟预备筵席招待（创 43:1-25） 
2) 众兄长在约瑟前下拜，约瑟按长幼安排筵席，得见便雅悯情不自禁（创 43:26-34） 
3) 约瑟送走众弟兄，使便雅悯落入计谋，众兄长一起担当返回见约瑟（创 44:1-17） 
4) 犹大表述对父亲的誓言，顾念雅各爱便雅悯，甘愿代替便雅悯为奴（创 44:18-34） 
5) 约瑟受感动与众弟兄相认，告诉他们将有更大饥荒，要进住在埃及（创 45:1-15） 
6) 法老王听到约瑟与兄弟相认，厚待约瑟的家人，接纳全家进入埃及（创 45:16-28） 
 
思考问题： 
 
1) 犹大为便雅悯担保得雅各的认可，为何流便的担保没得认可？ 
2) 约瑟见出卖他的众兄长向他下拜，是否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3) 约瑟为何要使便雅悯落入计谋，并且声明要放众兄长们回去？ 
4) 犹大顾念父亲、并要代替便雅悯为奴，为何可以感动约瑟？ 
5) 约瑟与众兄长相认，说明他被卖是神的安排，他们就没有错吗？ 
6) 法老如此厚待约瑟家，是因为他的好，还是因为他敬畏耶和华？ 
 
本课总结： 
 
        上帝用饥荒的加剧，犹大灵性的担保，使雅各允许便雅悯去埃及。约瑟设计看似要使

便雅悯为奴，释放众兄长；犹大灵性的长进使他甘心代替便雅悯，约瑟受感动，认可他

们、与他们相认。同时，法老乐意接纳雅各家，使他们得以进入埃及，休养生息。           
 
应用回响： 
 
1) 出于血气的抉择（                 ）意义，出于灵性的抉择（                   ）意义。 
2) 属神的人会经历神的作为，属神的人会（                 ）人的荣耀。 
3) 被迫的奉献不是真正的奉献，（                     ）的奉献才是真正的奉献。 
4) 真正的义人对自己有谨守，真正的义人对别人有（                   ）。 
5) 受人伤害可以被神变成（                 ），伤害别人可以被神变为（                   ）。 
6) 世人认为的好是（                 ）的福分，信徒认为的好是（                  ）的福分。 
 
 



第十一课：雅各家埃及避饥荒，雅各为约瑟双子祝福（创 46-48 章） 
 
内容概述： 
 
        雅各为神献祭，得神指示，带领全家下埃及、与约瑟相见。法老见雅各，把最好的兰

赛地给雅各家，得雅各祝福。雅各家在歌珊地繁盛，约瑟为法老得遍地的财宝；雅各为玛

拿西和以法莲祝福，立次之以法莲在长子之上。          
 
内容大纲： 
 
1) 雅各带领一切人要去埃及，之前在别是巴献祭，神告诉雅各去埃及（创 46:1-27） 
2) 雅各与约瑟相见，约瑟指示雅各家以牧羊为业，全家可以住歌珊地（创 46:28-34） 
3) 法老见雅各，委托牧羊他的牲畜，雅各为法老祝福，约瑟奉养全家（创 47:1-12） 
4) 遍地满了饥荒，约瑟为法老收聚了各地的金银、财物、牲畜和土地（创 47:13-26） 
5) 以色列人安居歌珊地，繁衍众多；雅各临近死亡，要约瑟葬迦南地（创 47:27-31） 
6) 雅各临终为约瑟祝福，赐福双倍，立次之以法莲在长子玛拿西之上（创 48:1-22） 
 
思考问题： 
 
1) 雅各带领全家去埃及是饥荒所迫和约瑟得势，他求神的指示是否多余？ 
2) 约瑟知道埃及人厌恶牧羊的，为何还要指示家人宣称自己是牧羊的？ 
3) 约瑟为法老得到了遍地的财物、土地，帮助不信神的国家是否有错？ 
4) 雅各临近死亡的时候，为何特别交代约瑟要把他葬在迦南地？ 
5) 以色列人在歌珊地安居繁衍，他们为何没有散去其他地方置业？ 
6) 雅各立次之以法莲在长子之上，这样的作法是否出于神的旨意？ 
 
本课总结： 
 
        雅各去埃及前先求神的旨意，蒙神指示带领全家下埃及；约瑟以牧羊人的敏感身份，

把雅各家安置在最好的歌珊地，既可以与埃及人分别，又可以繁衍丰盛；法老在神的掌管

下就如此行。约瑟为法老积地上财富，雅各家的天上财富，为后代祝福。          
 
应用回响： 
 
1) 外面的形势可能来自神的预备，外面的形势可能来自神的（                      ）。 
2) 来自世界的轻视会带来痛苦，来自世界的轻视会带来（                  ）。 
3) 基督徒能帮世人得地上的财宝，基督徒能帮自己得（                 ）的财宝。 
4) 基督徒可以拥有地上的财富，基督徒必须拥有（                ）的财富。 
5) 困难的环境叫信徒遭受隔离，困难的环境叫信徒（                                   ）。 
6) 珍惜来自神的抬举蒙受祝福，（                   ）来自神的抬举遭受咒诅。 
7) 信徒很难凡事知道神的旨意，信徒必须凡事（                 ）神的旨意。 
 



第十二课：雅各死前为众子祝福，约瑟留遗嘱去迦南（创 49-50 章） 
 
内容概述： 
 
        雅各临近去世，为众子祝福，然后离世，并交待葬在迦南地。以色列人为雅各哀哭，

约瑟得法老许可去迦南地安葬雅各，然后返回。约瑟的兄长们害怕被报复，约瑟以神的旨

意安抚他们；他死后交待把骸骨留在埃及，将来去迦南地的时候带上。          
 
内容大纲： 
 
1) 雅各为儿子们祝福，按照各人的福分，十二个支派得到不同的祝福（创 49:1-28） 
2) 雅各祝福完毕，嘱咐众子把他的遗体安葬在迦南地，要与列祖同地（创 49:29-33） 
3) 雅各离世，以色列人哀哭，约瑟得法老同意去迦南，然后回到埃及（创 50:1-14） 
4) 约瑟的兄长们见雅各去世，怕约瑟报复前仇，约瑟以神的旨意安抚（创 50:15-21） 
5) 约瑟年老离世，嘱咐以色列人把他的骸骨停在埃及，将来带回迦南（创 50:22-26） 
 
思考问题： 
 
1) 雅各按照各人的情况祝福儿子们，都是雅各的儿子，为何有福分的不同？ 
2) 雅各交代遗体要葬在迦南地，为何不是落叶归根，葬在老家吾耳？ 
3) 雅各离世，以色列人为雅各哀哭，为何迦南人说是埃及人的哀哭？ 
4) 以约瑟当时的权柄，以色列人繁衍很多，为何不先在迦南占一块地方？ 
5) 约瑟当初已经告诉兄长们神的旨意，为何仍害怕雅各去世以后的报复？ 
6) 约瑟死去的时候嘱咐把骸骨留在埃及，为何没有叫他们安葬在迦南地？ 
 
本课总结： 
 
        上帝拣选、塑造雅各，使用雅各完成自己的使命，为以色列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雅

各靠着上帝的应许为众子祝福，指示安葬迦南地，显示神的应许。约瑟也完成了上帝的使

命，在埃及为他们开辟了分别为圣，繁衍生息的环境，用骸骨指示以色列的将来。           
 
应用回响： 
 
1) 每个人都因自己信神蒙祝福，每个人都因自己（              ）神蒙祝福。 
2) 雅各嘱咐安葬迦南是归回列祖，雅各嘱咐安葬迦南是归向（                ）。 
3) 世界的势力会与神为敌，世界的势力会被神（                 ）。 
4) 信徒对环境有自己准确的观察，信徒对环境有（                                 ）的应对。 
5) 软弱的信心会因（               ）产生倚靠，软弱的信心会因眼见产生（               ）。 
6) 真正的信心指向（               ）的保守，真正的信心指向（               ）的应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