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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课：以撒 

                                                     创世记二十三至二十七章 

 

第五课我们讲到以撒，是在创世记的二十三到二十七章，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儿子，

有时候我们称他是应许之子。这个独生的儿子是应许之子，是亚伯拉罕所爱的，是他年

老所得的。可是呢，神赐给他的儿子，差一点点就被杀献上给神，所以这个儿子的生平

也是非常传奇性的。我们说他有一个传奇人物的生平，可是呢，又是非常平凡的一个人

生。他没有像亚伯拉罕和雅各，这样漂泊，他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在平凡当中他也

身负着一个信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 

  

讲授大纲 

(一) 生活的空间 

(二) 生活的模式 

(三) 生活的见证 

我们会从三个角度来讲这个人物。讲授大纲分三点。 

第一，他生活的空间，讲到他在当地出入来回、定居、游走。 

第二，是他生活的模式，他是怎么样表现出在当地跟他的家人、邻居相处的，这是他的 

           模式。 

第三很重要的是在他的生平里面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这个

地上所要效法的。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总是有神所赐予的一

些特点。我们怎么样在当地、在四周围邻居当中，也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我

们从以撒身上所要学习的功课。 

  

内容重点 

(一) 生活的空间 

1. 庇珥拉海莱 (创世记二十五章 11 节，二十四章 62 节； 参考创世记十六章 14 节) 

讲到以撒的生活空间，这是第一个大段落，他在迦南地好几个地区定居。第一个是庇耳

拉海莱，经文在创世记二十五章。他在这个地方活动的时候，是有一些故事，记录在创

世记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章。以撒的父母先后去世，以撒就安葬他的父母。撒拉是

一百二十七岁去世，亚伯拉罕是一百七十五岁去世，两个人，这一对父母，都安葬在希

伯仑的幔利的那个麦比拉洞，创世记二十五章记录这个故事。亚伯拉罕死以前，为以撒

娶妻，这是创世记二十四章，是创世记里面最长的篇幅，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于以撒

的妻子跟他的后裔，是非常重视的。庇耳拉海莱呢，就是以撒建立新家庭的城市。他娶

妻之后跟利百加生下双胞胎以扫和雅各，也是在庇耳拉海莱的地方，创世记二十五章十

九到二十六节。以撒得这双胞胎儿子的时候，年龄是六十岁。很可能他就是住在庇耳拉

海莱，结婚之后住二十年之久，就生了这两个双胞胎。 

  

2. 基拉耳  别士巴 (创世记二十六章 1， 23 节) 

第二个他常常出入的地点就是基拉耳。从基拉耳到别是巴，创世记二十六章提到他在这

个地方活动。以撒下到非利士的基拉耳，是因为迦南地饥荒。迦南地不是一个非常富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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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因为有旱灾，常常有饥荒。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有饥荒。作者记录以撒在遇到饥

荒的时候，和亚伯拉罕相似，当没有粮食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下埃及去。亚伯拉罕也下过

埃及，这个时刻以撒也是走类似的路线，下埃及。我们翻到二十六章第二到第五节，这

里记录以撒遇到饥荒的时候就要下埃及，可是很明显，上帝禁止他。二十六章第一节，

作者回顾到艾萨克遇到了饥荒其实是跟亚伯拉罕的时候所遭遇的类似。第一节说，在亚

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个时候又有饥荒。这个时候就是以撒的时候，以撒

就怎么样呢，往基拉耳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的那里。所以饥荒是常有的现象，

以撒也碰到这个饥荒，第二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当年亚伯拉罕

下埃及去，可是现在神禁止以撒说，不要下埃及去，要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从这里看

到，其实神也是眷顾着亚伯拉罕的后裔，注意他们的行动。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平凡

的人，可是神在他的身上也有他的旨意。不下埃及在基拉耳，他就经历神的祝福。 

  

在二十六章他在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的时候，有很重要的经历，生活的经验。有

时候神带领我们，不往我们所计划要去的地方，却到了另外一个所在，走另外一个方

向，是神给我们生活上许多的操练。以撒在这个非利士人当中，也有很多生活的经验。

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六章，他住在基拉耳，跟他父亲一样，怕他的妻子被人夺去，就说这

是我的妹子。父亲怎么样，儿子就怎么样。作父亲的要特别注意了，他们是有样学样

的。以撒这个做法，产生了一个很不好的效果。你看第十节，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作

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子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了。意思是说，当以撒

称他的妻子为妹子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危险，就是，民中有一些人，恐怕有个动机，想

跟以撒的妻子同寝。在这样一个非敬畏神的民族、这个城市里面，以撒，一个敬畏神的

人，神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后裔，竟然有一个很失败的见证，受亚比米勒的指责，受指

责。这是他在非利士人当中生活的时候第一个经验，被指责。这当然是很不好。我们的

生活言行，也要特别留意，好像都在众目睽睽底下，很多人在看着，我们不知道，可是

很多人在看我们的生活言行，人家又是期盼着我们的道德标准比他们高，这是一个好现

象，非信徒期盼信徒的道德标准比他们高，这是我们要警惕的。 

  

以撒在非利士人当中的第二个生活经验，请看十四节，当以撒日渐昌大、兴盛，成了大

富户之后，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十四节说，他富有了，他兴盛，他有很多的牛羊，神祝

福他，他就被嫉妒。他是一个平凡的人，生活在非利士人当中的时候，遭遇到被嫉妒，

被排斥，不被接纳，被孤立起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有时候会

经历到的状况，被排斥、被孤立、被嫉妒。以撒怎么样跟他们相处，也是我们要学习

的。 

  

十三、十四节提到他昌大兴盛，然后到二十二节，讲到以撒被欺负，怎么被欺负呢？十

八节，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

重新挖出来。他挖了以后呢，又被非利士人占据，又塞住。他所挖的井有了活水，可能

被非利士人占据，可能被他们堵塞，因此就跟非利士人之间有很多的摩擦。为着这个水

井的缘故，非利士人常常跟他有争执，以撒在这样一个争执里面，作了许多的谦让。非

利士人占据，他就离开；非利士人争夺，他就离开。他在这个被欺负的过程里面，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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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步的这么一个态度。不过在这个经验里面，我觉得以撒是受磨练的，因为他一直是父

亲独生的儿子，被宠爱的，可以说不经世故的，可是他活在这一群外邦人当中的时候，

受指责、被嫉妒、被欺负。可是他也在这么一个困难的景况里面，屡屡经历到神祝福。

所以，在困难里面呢，可能也是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对神的依靠、对神的信心。 

  

你看看十二节，他有一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二十二节，耶和华给他宽阔之

地，还是在那个地方昌盛。别人占据了，神还是祝福。其实这里也说明了，我们在世上

生活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可以学习以撒，在谦让里面不但表现出基督徒的美德，也是

表现出基督徒对神的信靠。物质的东西被夺去，可是神没有亏待我们。最主要在这样一

个谦让里面呢，要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后来，二十六节之后的那个段落，非利士人来

跟他说，我们跟你立约好了。非利士人有一点羡慕，羡慕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他的生

平，或者是羡慕他所相信的神，知道说即使在困难时刻，以撒还是蒙神祝福。以撒谦让

却得到对方主动和解，这是很难得的。我想呢，我们基督徒在世生活的态度，虽然跟世

人不一样，可是还是神所悦纳的态度之一，表示出我们对神有信心。 

  

3. 希伯仑 (创世记三十五章 27－29 节) 

第三个他生活的空间，三十五章希伯仑，这是在后期了。三十五章二十七节，他居住在

一个后来叫希伯仑的地方，就是他父母的老家，他在当地住到一百八十岁也去世。 

  

  

所以综观来说呢，这三个他活动的范围，其实也蛮能够显出艾萨克是一个很稳定的、很

老实、很笃定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不像他父亲长途跋涉的从吾珥到迦

南；不像他儿子雅各，到处漂流奔波。他是很稳定的，生活在一个地方。神也让他在当

地有很多生活的经历和操练，这是以撒。神待每一个人不一样，他不像亚伯拉罕，他不

像雅各，他就是以撒，以撒就是以撒。我们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知道

神给我们的空间是什么。 

  

(二) 生活的模式 

在以撒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呢？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以撒生活的

模式。他的生平当中，看到他是一个顺从父亲命令的儿子。在他的生命当中，看到一个

历史的重演。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从

这三点来看看以撒的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模式，让我们从中学习。 

以撒是一个独生子，被母亲非常的照顾周到，他呢，依恋母亲，他母亲死后，娶了妻子

以后才得安慰。他也是顺从父亲，亚伯拉罕把他献上的时候，他一点挣扎都没有。所以

这个独生的儿子性情非常平稳，非常的柔顺，他整个的生活经验就是模仿他父亲，或者

是说很受他父亲的影响，或者是说他活在父亲的影子底下。所以这个呢，在我们的家庭

教育里面，也是很有可作为鉴戒的地方。 

  

1. 顺从父命 (创世记二十二章 1－9 节； 二十四章 66－6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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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从他的生活模式里面看到第一点，顺从父命，他是一个顺从父亲，听父亲话的

孩子。创世记二十二章是提到以撒被献，二十四章是讲到以撒娶妻， 

(1) 以撒是“应许之子＂  

第一点，艾萨克是应许的儿子，神常常提到亚伯拉罕跟撒莱所生的才是神所要祝福，神

要立约的后裔。在十五章、十七章、十八章都提到这个重点，神要的是亚伯拉罕跟撒莱

所生的这个以撒。而且呢，神也祝福这个应许之子，从他的后裔要延伸众多的后裔，从

他的后裔当中，这些百姓要跟神建立一个永远的约的关系，所以这个以撒是应许之子。 

  

(2 以撒又是“独生的儿子＂  

第二点，以撒呢，又是独生的儿子。当这个儿子出生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神迹了，这个

独生儿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很受父亲的宠爱，有一天，神竟跟他父亲说，这个独

生的儿子，这个父亲所爱的儿子，要在祭坛上被献上。所以他的整个的身分，他是独生

子，身上带着一个应许，这关系着亚伯拉罕之家，和这个家族，关系着整个民族。 

所以这个独生  爱子  献上 的事实，  

就预表新约耶稣  独生  爱子  献上 

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个独生的儿子，又带着另外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呢？他是独生的，

他是被父亲所爱的，他是被献上的，他预表什么呢？预表新约的耶稣，耶稣是独生的，

耶稣是神所爱的，耶稣是献上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凡的人，顺从父亲，虽然平

凡，而且很安定的在一个地方生活，可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好像有一个使命，带着一个民

族的应许，救恩的预表在他身上。 

  

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平凡，我们不可能每一个都成为伟大的人，可是，在我们的平凡的

生命里面，你要怎么样从信仰的角度看你的一生。神给你的应许，你怎么样传出去；神

给你的救恩，你怎么样传递出去。我想这就是以撒，很特别。当我们翻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讲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罗马书、腓立比书、希伯来书所强调的就是，耶

稣在苦难当中学会顺从。我觉得这个顺从呢，真是很有意思的，真的把整个以撒的生平

标榜出来，不只是把以撒跟耶稣这两个生命结合在一起，他们的特色是什么？顺从。 

新约提到耶稣的献身时， 特别强调的就是衪的“顺从＂  

 (罗五章 19 节； 腓二章 8 节； 来五章 7－ 9 节) 

  

我们所看到的以撒，他带着神的应许，带着圣经的预表，进入了平凡的生命，可是呢这

一切在他的顺从里面，被神所用，彰显出来。可是我们不能够忘记在以撒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历史的重演。虽然他有应许，有预表，可是他毕竟是人。在他的生命里面呢，非

常受父亲的影响，他生活在父亲的影子底下，一方面环境的影响，环境的塑造，一方面

是父亲性情的一个影响，所以他的言行就有一点像父亲；他面对事情的方法、方式也是

有一点像父亲，好像是亚伯拉罕的翻版一样。 

第一，以撒遇到饥荒的时候，离开庇耳拉海莱，往基拉耳去，本来想下埃及，可是神

说，不要下去。还好他是一个顺命的孩子，所以他就顺从神，停在这个基拉耳，非利士

人之地。我们刚刚提到他在非利士人之地呢，被欺负啦、被责备啦、被欺压啦，可是神

还是让他在这种欺压、欺负的里面，继续显明神的同在，显明神的祝福。所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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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有时候是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祝福跟神同在的经验，以撒遇到饥荒的时候，进入

一个新的经历的一个阶段，这是重演亚伯拉罕的历史，在某一个方面来说。 

  

2. 重演历史 (创世记二十六章 2－11 ， 17－33 节) 

第二，和父亲一样他也是恐怕妻子被当时的非利士人夺去，就称妻子为妹子。我们这些

身为父母的也想到，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孩子身上看到我们的过去。所以我常常说，

孩子现在的表现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的表现，我们现在如何言行可能就是孩子将来的言行

表现。我们怎么表现，孩子将来就怎么表现。因此我们要活在孩子面前其实要很警惕，

我们处事的方法，我们解决事情的方法，我们面对事情的态度，孩子都看在眼里。以撒

在这里重演了历史，这记录在创世记的二十六章第二到十一节。 

  

3. 家庭教育 （创世记二十六章 34－35 节；二十七章 41－46 节；二十八章 8 －9 节）  

第三，我们进入到这个家庭教育的问题了，创世记二十六章、二十七章、二十八章这三

章圣经，我们都非常喜欢。我们来看一看二十六章，二十七章。二十六章结束的时候，

以撒跟他的妻子，被他的儿子以扫困惑觉得很烦恼。二十六章三十四节，以扫四十岁的

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犹滴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实抹为妻，她们常常使以撒和利百

加心里愁烦。这是二十六章结束的时候家庭的状况。这个父母非常烦恼，因为以扫娶了

外邦人的女子为妻。这个家庭教育呢，我们看到，第一点，是不是以撒跟利百加对于以

扫的婚姻，没有教育，或者是欠管教。为什么是娶了赫人的女子之后，带出这么一个烦

恼，为什么不是在以扫结婚之前就诸多的教导，耳提面命的禁止他，教导他该怎么样

做。所以这是很疏忽的一件事，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的时候，费了很多周章，回到他本

地本族去，可是呢，以撒就没有为他的儿子以扫做这么一个安排，造成许多的家庭问

题。从这个家庭教育里面呢，我们可以学到第一点，事后的补救往往不如事前的教育跟

禁止跟教导，这是第一个。 

  

二十七章一到四十五节，以撒和利百加两个人在孩子的教导上有偏袒哦，有偏心，为什

么这样说，我们知道利百加喜欢老二，小的。所以他们用不当的方式来处理这两个孩子

的问题。因为两个父母有偏袒，就造成孩子之间的仇恨，弟兄两个人就结下了仇恨，这

个终生都不能解决，一直到最后一个阶段。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谁的责任呢？孩子成

长过程当中，他们是非常依赖父母的调教，所以在家庭教育里面，我们注意这个偏袒的

问题，不要按着自己的喜好来偏袒大的、小的、男的、女的，免得造成他们之间的仇恨

跟隔阂。然后二十七章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看一看四十六节，当利百加跟以撒在讨论

雅各的前程的时候，他们两位引用了以扫的那个经历，二十七章四十六节，利百加对以

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所以很严重啊，婆媳问题在这个时候早就

存在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

们因着这个老大的家庭的原故，就对这个小的的婚姻问题有一些警觉。他们用这个现象

来提醒雅各说，在婚姻上要小心，那以扫才知道原来父母不喜欢我的婚姻。在家庭教育

上，他们没有主动的去解决这些困难，反而在这里加上了一些附注，以至以扫心里更嫉

妒，更恨雅各。这三点我们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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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的生活模式呢，我们提到他是一个顺从父命的；他是一个历史重演的；在他生命里

面也在他的家庭当中，提出一些重点警惕，让我们可以作为鉴戒。 

 

(三 ) 生活的见证 

在以撒的生平里面，我们要强调一个生活见证。他活在外邦人、非利士人当中，他在受

压迫、被欺负的过程里面，一直是谦让的态度。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六章十七到三十三节

讲到以撒的谦让。在谦让的过程里面呢，以撒是吃亏了，在吃亏里面，他的见证在哪里

呢？不是因为他吃亏所以别人讥笑他软弱，以撒的经历是一个很特别的属灵真理，不一

定你谦让、吃亏，别人就会讥笑你软弱，反而我们看到对方来求和。请你看，二十六

节，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非各，从基拉耳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

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为什么还到我这里来呢？这些非利士人说，我们明明地看见

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

曾害你，还一味的厚待你，还有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一样，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一

再欺负他的人，到后来因着以撒的谦让、退让、忍受，看到神的祝福在他身上。有时候

这样一个柔弱和柔顺的心态，也是我们可以见证神的一种生活模式，所以在以撒的生活

模式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生活的见证，明明看到神与他同在。 

  

神学连贯 

在神学连贯里面呢，我们来看两点， 

第一点，以撒的出生兑现了神给亚伯拉罕的部分应许，就是，他有个后裔，而且后裔要

成为大国。但是神的祝福绝不停留在物质或者是肉身部分。我们曾经提过若是物质跟肉

身的祝福成为一个标记的话，那以实玛利其实也是蒙赐福的后裔。可是，神没有拣选以

实玛利。所以我们强调十七章，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祝福，因为神说我要做以撒的

神，我要作这个后裔的神。这是第一点神学连贯，属灵的祝福。 

  

第二点呢，以撒是承先承接亚伯拉罕，也启后，他接受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亚

伯拉罕之后呢，亚伯拉罕承传给以撒，这是二十六章，其中特别传递下去的就是，以撒

要使地上的万族得福，以撒就是那个让万族得福的后裔。而我们说过以撒预表了耶稣基

督。所以以撒的出生，以撒的存活，以撒的生平，就预表了这个万族得福的那个属灵的

意义，从新约的角度看，耶稣基督就好像以撒一样被献上，以至万族因他的被献而得到

救赎。  

  

课后作业 

1. 读创世记三十五至四十二章 

2. 思想以撒和外邦人来往的一些表现， 为你自己定下应效法的基督徒生活原则.  

3. 引以撒的家庭为鉴， 你认为家庭的宗教教育有何重要性?试具体建议三点推行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