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經女子
利百加 Rebekah

創世記第24~27章

Report：
Phoebe Wu 2022.03.01



女主角 利百加 Rebekah
討人喜愛的、有美
麗動人的外表、亦
有母牛的意思

名字含意
純潔、體貼、熱情、仁慈、有
洞察力、喜樂有活力、反應迅
速、慷慨、勇敢、果斷、不怕
艱辛、敬重老人

個性特質

密迦與拿鶴的孫女

亞伯拉罕的姪孫女

彼土利的女兒

哥哥名叫拉班

原生家庭



利百加的人生三階段

Ø 井邊遇見老僕人

Ø 個性探討與原生家庭關係

Ø 生下雙生子以掃與雅各
Ø 面對丈夫的軟弱與背叛
Ø 夫妻對孩子們的偏愛

Ø 婆媳關係
Ø 為雅各謀奪長子的祝福

STEP 1 婚前

STEP 2 婚後

STEP 3 晚年



婚前的利百加

原生家庭

PART ONE

擇媳條件

個性探討



「亞伯拉罕年紀老邁，向來在一切事上耶和華都賜福
給他。亞伯拉罕對管理他全業最老的僕人說：『請你
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著耶和華天地的主
起誓，不要為我兒子娶這迦南地中的女子為妻。你要
往我本地本族去，為我的兒子以撒娶一個妻子。僕人
對他說：『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這地方來，我必須將
你的兒子帶回你原出之地嗎？亞伯拉罕對他說：『你
要謹慎，不要帶我的兒子回那裏去。倘若女子不肯跟
你來，我使你起的誓就與你無干了，只是不可帶我的
兒子回那裏去。僕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亞伯拉罕的大
腿底下，為這事向他起誓。」

亞伯拉罕託老僕人為以撒擇偶 

創24:1~19



亞伯拉罕對媳婦開出三個條件:
1 不可娶迦南女子回來

2 必須來自亞伯拉罕的家鄉本地本族
原因:要是親族，有希伯來血統，是與神立約的血脈。

3 必須是自願跟老僕人回來，而不是讓以撒回去當地
原因:兒子以撒有一個使命，是要繼承耶和華 神所應許的
迦南地，使後裔的數目增加如星辰，並大大繁榮。

原因: 亞伯拉罕不讓以撒就近娶迦南地中的女子為妻，乃因
迦南地的人，是出於被咒詛的含之子迦南的後裔諸族 (創9)。
迦南人崇拜自然神及偶像的習俗根深蒂固，那些不信耶和華
神的百姓必定會帶以撒遠離神並失去祝福。



老僕人替少爺尋妻前往主人的家鄉拿鶴城

「那僕人從他主人的駱駝裏取了十匹駱駝，並帶些他主人各樣的

財物，起身往米所波大米去，到了拿鶴的城。」 創24:10



以直線距離來看，約500英里。



天將晚，眾女子出來打水的時候，他便叫

駱駝跪在城外的水井那裏。

他說：「耶和華－我主人亞伯拉罕的上帝

啊，求你施恩給我主人亞伯拉罕，使我今

日遇見好機會。我現今站在井旁，城內居

民的女子們正出來打水。我向那一個女子

說：『請你拿下水瓶來，給我水喝。』她

若說：『請喝！我也給你的駱駝喝。』願

那女子就作你所預定給你僕人以撒的妻。

這樣，我便知道你施恩給我主人了。」創24:11~14

老僕人祈求 神指引找到以撒的妻



創24:15~21

「話還沒有說完，不料，利百加肩頭上扛著水瓶出來。利百加是彼土利所
生的；彼土利是亞伯拉罕兄弟拿鶴妻子密迦的兒子。那女子容貌極其俊美，
還是處女，也未曾有人親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滿了瓶，又上來。僕人跑
上前去迎著她，說：『求你將瓶裏的水給我一點喝。女子說：『我主請
喝！』就急忙拿下瓶來，托在手上給他喝。女子給他喝了，就說：『我再
為你的駱駝打水，叫駱駝也喝足她就急忙把瓶裏的水倒在槽裏，又跑到井
旁打水，就為所有的駱駝打上水來。那人定睛看她，一句話也不說，要曉
得耶和華賜他通達的道路沒有。」



思考問題

Ø 神為何應允老僕人
的禱告? 

Ø 老僕人為什麼定睛
看利百加?

Ø妳是否曾向神禱告，
得到的應允是超乎
所求所想的？



利百加的原生家庭
「駱駝喝足了，那人就拿一個金環，重半舍客勒，兩個金鐲，重
十舍客勒，給了那女子說：『請告訴我，你是誰的女兒？你父親
家裏有我們住宿的地方沒有？』女子說：『我是密迦與拿鶴之子
彼土利的女兒。又說：『我們家裏足有糧草，也有住宿的地方。
那人就低頭向耶和華下拜說：『耶和華我主人亞伯拉罕的神是應
當稱頌的，因他不斷地以慈愛誠實待我主人。至於我，耶和華在
路上引領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裏。女子跑回去，照著這些
話告訴她母親和她家裏的人。利百加有一個哥哥，名叫拉班，看
見金環，又看見金鐲在他妹子的手上，並聽見他妹子利百加的話，
說那人對我如此如此說。拉班就跑出來往井旁去，到那人跟前，
見他仍站在駱駝旁邊的井旁那裏。便對他說：『你這蒙耶和華賜
福的，請進來，為甚麼站在外邊？我已經收拾了房屋，也為駱駝
預備了地方。」

創24:22~31



老僕人跪謝 神的帶領
「那人就進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駱駝，用草料
餵上，拿水給那人和跟隨的人洗腳把飯擺在他面
前，叫他吃，他卻說：『我不吃，等我說明白我
的事情再吃。』他說：『我是亞伯拉罕的僕人。
耶和華大大地賜福給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賜給
他羊群、牛群、金銀、僕婢、駱駝，和驢。我主
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時候給我主人生了一個兒
子；我主人也將一切所有的都給了這個兒
子。』......隨後我低頭向耶和華下拜，稱頌耶
和華我主人亞伯拉罕的神；因為他引導我走合式
的道路，使我得著我主人兄弟的孫女，給我主人
的兒子為妻。」

創24:32~36,48



拉班和彼土利答應利百加與以撒的婚事
「現在你們若願以慈愛誠實待我主人，就

告訴我；若不然，也告訴我，使我可以或

向左，或向右。拉班和彼土利回答說：

『這事乃出於耶和華，我們不能向你說好

說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將她

帶去，照著耶和華所說的，給你主人的兒

子為妻。』亞伯拉罕的僕人聽見他們這話，

就向耶和華俯伏在地。當下僕人拿出金器、

銀器，和衣服送給利百加，又將寶物送給

她哥哥和她母親。」

創24:49~54a



老僕人與利百加的娘家人對話

2

3 4
5

利百加的哥哥和她母親說：
『讓女子同我們再住幾天，
至少十天，然後她可以
去。』

早晨起來，僕人就
說：『請打發我回
我主人那裏去吧。』

他們說：『我們把女子叫來問
問她。就叫了利百加來，問她
說：『你和這人同去嗎？』

僕人說：『耶和華既賜給我通達
的道路，你們不要耽誤我，請打
發我走，回我主人那裏去吧。』

1

利百加說：『我去。』
於是他們打發妹子利百
加和她的乳母，同亞伯
拉罕的僕人，並跟從僕
人的，都走了。6

「他們就給利百加祝福說：
『我們的妹子啊，願你作千萬
人的母！願你的後裔得著仇敵
的城門！』」

創24:54b~60



利百加與以撒成婚
「利百加和她的使女們起來，騎上駱駝，跟著那
僕人，僕人就帶著利百加走了。那時，以撒住在
南地，剛從庇耳‧拉海‧萊回來。天將晚，以撒
出來在田間默想，舉目一看，見來了些駱駝。利
百加舉目看見以撒，就急忙下了駱駝，問那僕人
說：「這田間走來迎接我們的是誰？」僕人說：
「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臉。僕人
就將所辦的一切事都告訴以撒。以撒便領利百加
進了他母親撒拉的帳棚，娶了她為妻，並且愛她。
以撒自從他母親不在了，這才得了安慰。以撒娶
利百加為妻的時候正四十歲。」

創24:61~67,25:20



思考問題

Ø 為什麼利百加的爸爸與
哥哥爽快答應婚事的要
求後，又想留利百加多
住十天?

Ø 利百加的原生家
庭經濟狀況好嗎? 
何以見得?

Ø比較利百加和她的
家人在經文中的對
答，如何反映出利
百加的信心？



婚後的利百加

面對丈夫的軟弱與背叛

PART TWO

生下雙生子以掃與雅各

夫妻各有所偏愛



面對丈夫的軟弱與背叛
「在亞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饑荒；這時又有饑荒，
以撒就往基拉耳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亞比米勒那裏。耶和
華向以撒顯現，說：『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
你的地。.....那地方的人問到他的妻子，他便說：『那
是我的妹子。』原來他怕說：『是我的妻子。』他心裏想：
『恐怕這地方的人為利百加的緣故殺我。』因為她容貌俊
美。亞比米勒召了以撒來，對他說：『她實在是你的妻子，
你怎麼說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說：『我心裏想，恐怕我
因她而死。』亞比米勒說：『你向我們做的是甚麼事呢？
民中險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寢，把我們陷在罪裏。」

創26:1,2,7~10





思考問題

Ø妳感到恐懼驚慌
時會怎麼做呢?

Ø以撒不敢認利百加
為妻，會引起什麽
樣的危機？ Ø從以撒面對危急時

的方式來看，若妳
是利百加會如何處
理面對?



生下雙生子以掃與雅各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為她祈求耶和華；耶和華應
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懷了孕。孩子們在她腹
中彼此相爭，她就說：「若是這樣，我為甚麼活著呢？」
她就去求問耶和華。耶和華對她說：兩國在你腹內；兩
族要從你身上出來。這族必強於那族；將來大的要服事
小的。生產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雙子。先產的身體
發紅，渾身有毛，如同皮衣，他們就給他起名叫以掃
(就是有毛的意思)。隨後又生了以掃的兄弟，手抓住以
掃的腳跟，因此給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
百加生下兩個兒子的時候，以撒年正六十歲。」

創25:21~26



夫妻各有所偏愛 

「兩個孩子漸漸長大，以掃善於打獵，常在田野；雅
各為人安靜，常住在帳棚裏。以撒愛以掃，因為常吃
他的野味；利百加卻愛雅各。」

創25:27~28



思考問題

Ø妳在面臨壓力及痛苦
時是否也曾埋怨神呢?

Ø利百加與以撒婚後二
十年尚無兒女，他們
承受了什麽考驗？

Ø夫妻對孩子各有所
愛，這樣的偏愛在
家庭中會引起什麽
問題？



晚年的利百加

PART THREE 

婆媳關係

為雅各謀奪長子的祝福



與外邦媳婦之間的婆媳關係
「以掃四十歲的時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兒猶滴，與赫人以倫的
女兒巴實抹為妻。她們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裏愁煩。」

「利百加對以撒說：「我因這赫人的女子連性命都厭煩了；倘

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為妻，像這些一樣，我活著還有甚麼益

處呢？」

創26:34,35
27:46

以撒欲祝福以掃 創27:1~4

「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見，就叫了他大兒子以掃
來，說：「我兒。」以掃說：「我在這裏。」他說：「我
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現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
和弓，往田野去為我打獵，照我所愛的做成美味，拿來給
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給你祝福。」



利百加為雅各謀奪長子的祝福

創27:5a,8~17

「以撒對他兒子以掃說話，利百加也聽見了。利百加就對她兒子雅各

說：現在，我兒，你要照著我所吩咐你的，聽從我的話。你到羊群裏

去，給我拿兩隻肥山羊羔來，我便照你父親所愛的給他做成美味。你

拿到你父親那裏給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給你祝福。雅各對他母親利

百加說：「我哥哥以掃渾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親

摸著我，必以我為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詛，不得祝福。」他母親對他

說：「我兒，你招的咒詛歸到我身上；你只管聽我的話，去把羊羔給

我拿來。」他便去拿來，交給他母親；他母親就照他父親所愛的做成

美味。利百加又把家裏所存大兒子以掃上好的衣服給她小兒子雅各穿

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頸項的光滑處，就把所做的美味

和餅交在她兒子雅各的手裏。」



兄弟反目 利百加送走雅各
「以掃因他父親給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裏說：「為我
父親居喪的日子近了，到那時候，我要殺我的兄弟雅各。有人
把利百加大兒子以掃的話告訴利百加，她就打發人去，叫了她
小兒子雅各來，對他說：「你哥哥以掃想要殺你，報仇雪恨。
現在，我兒，你要聽我的話：起來，逃往哈蘭、我哥哥拉班那
裏去，同他住些日子，直等你哥哥的怒氣消了。你哥哥向你消
了怒氣，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發人去把你從那裏帶回
來。為甚麼一日喪你們二人呢？」

創27:41~46



Ø利百加的詭計是否成就
神的計畫？神贊成她的
手段嗎？

Ø與外族通婚對基督
徒擇偶的原則有什
麽提示？

Ø利百加擅自行事採
用欺騙手段帶來什
麽後果？

思考問題



聖經上雖沒有明確記載利百加的死亡時間與地點，但雅各臨終前
說了母親與父親都葬在家族的墓穴中。
「就是在迦南地幔利前，麥比拉田間的洞；那洞和田，是亞伯拉
罕向赫人以弗崙買來為業，作墳地的。他們在那裏葬了亞伯拉罕
和他妻撒拉；又在那裏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利百加；我也在那裏
葬了利亞。」創49:30~31

希伯崙Hebron麥比拉洞上
的亞伯拉罕清真寺外觀



{整體鑒藉}

是個蒙福又得力的宣
教士特質。

要懂得善用恩賜

時常讀經，向 神禱告

便能清楚明白何謂天

父純全的旨意。
優點，若沒順從聖靈

的意思去行，也可能

變成絆跌人的缺點。

務要警醒

利百加的性格

常與主保持親密關係

降服在 神的權柄之下，
勿讓世界的種種蒙蔽了
我們的心眼。



他們所遭遇的這些事都成為別人的鑑
戒，也都記載下來，作為我們的警戒，

因為我們正是處在末世的時代。
哥林多前書10:11 

Thank you
Report：

Phoebe Wu 2022.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