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各離家成長的掙扎

第28-30章的神學探討

到 了一 个 地方 ， 因为 太 阳落 了 ，
就 在那 里 住宿 ， 便拾 起 那地 方 的
一 块石 头 枕在 头 下， 在 那里 躺 卧
睡 了，梦 见 一 个梯 子 立在 地 上，
梯 子的 头 顶着 天 ，有 神 的使 者 在
梯 子上 ， 上去 下 来。



28 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
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2你起身
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彼土利家里，在
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3愿全
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
族，4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
後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
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
8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
子，9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
外又娶了玛哈拉为妻。他是亚伯拉罕儿子
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
(28:1-4, 8-9)



10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11到了一
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
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
里躺卧睡了，12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
上去下来。13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 ( 或作站
在他旁边 ) ，说：我是耶和华 ─ 你祖亚伯拉
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
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後裔。 14你的後裔
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
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1 5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那里去，我必
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
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16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
竟不知道！17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
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
门。 18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
柱子，浇油在上面。19他就给那地方起名
叫伯特利 ( 就是神殿的意思 ) ；但那地方起
先名叫路斯。20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
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
吃，衣服穿，21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
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22我
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
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Q: 為何神要向雅各顯現?

創世記 28:10-17

三次看哪:
1. 28:12 天梯
2. 28:12 神的使者
3. 28:13 神自己
4. 伯特利 / 定冠詞 = 這地方

(6X,vs.11,16,17,19)

神向雅各顯現的意義:
1. 雅各的欺騙 < 神的重新接納
2. 重申土地,後裔與國度的應許
3. 神祝福與應許的接班人
4. 針對個人的需要(28:15)
5. 路斯=杏仁, 伯特利=神的家,殿
6. 生命的轉折,抓(肉體)>給(屬靈)
7. 父與神的家=人心靈的嚮往休息

新約的提醒:
1. 約翰 1:51; 3:27; 

6:33,41. 



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與意義

母親 兒子名 取名的意義

1 利亞 流便 看見兒子

2 利亞 西緬 聽見

3 利亞 利未 聯合

4 利亞 猶大 讚美

5 辟拉 但 申冤

6 辟拉 那弗他利 相爭



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與意義

母親 兒子名 取名的意義

7 悉帕 迦得 幸運

8 悉帕 亞設 快樂

9 利亞 以薩迦 酬報

10 利亞 西布倫 高舉榮耀

11 拉結 約瑟 增加

12 拉結 便雅憫 右手之子



25拉结生约瑟之後，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
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26请你把我
服事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
怎样服事你，你都知道。27拉班对他说：我
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
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与我是为你的缘故；
28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29雅
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事你，你的牲畜在我手
里怎样，是你知道的。30我未来之先，你所
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
脚步赐福与你。如今，我甚麽时候才为自己
兴家立业呢？31拉班说：我当给你甚麽呢？
雅各说：甚麽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
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 (30:25-31)



31拉班说：我当给你甚麽呢？雅各说：甚
麽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
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32今天我要走遍你
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
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
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价。33以
後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
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
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
34拉班说：好阿！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
35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
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
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的
手下，36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
雅各就牧养拉班其馀的羊 (30:31-36)



37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
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38将剥了皮的
枝子，对着羊群，插在饮羊的水沟里和水
槽里，羊来喝的时候，牝牡配合。39羊对着
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
的来。40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
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
一处，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41到羊群肥
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
使羊对着枝子配合。42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
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
肥壮的就归雅各。43於是雅各极其发大，得
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30:37-43)



Q: 為何神要幫助雅各致富?

創世記 30:37-43

神用環境磨練雅各:
1. 拉班把雅各當雇工(31:7)
2. 7 + 7 = 14年
3. 6年 > 第七年要放他自由
4. 申命記15:12-15
5. 妻子(二姊妹)之間的相爭

優勢與劣勢的反轉:
1. 神介入:雅各被騙(31:15)
2. 神介入:綿羊(白),山羊(棕)黑

色很少. Laban(白)
3. 神介入:雅各被改工價十次
4. 神介入:雅各致富/遺傳學奧祕
5. 神介入:雅各安返故土
6. 神應許與介入: (31:16; 18:20)

新約的提醒:
1. 來11:20
2. 來11:21
3. 創47:10



問題思考與反省

1. 雅各從離開家到巴但亞蘭拉班家的20年間, 他倍受磨練與

爭扎的「中間期」, 對他的人生有何重大影響?

2. 每個人的「中間期」經歷與長短都不同. 這「中間期」對

你人生有何重大影響? 與雅各有何相似的地方嗎?

3. 離開本地本族與父家, 對一個人的「身份」與「生存」都

是一個新的挑戰? 你會抓什麼? 你會輕看什麼?

4. 由夏甲與利亞,雅各事件中, 看到神愛弱勢與被恨者. 這點

是否會影響你與人與神的關係? 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