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各的三個掙扎

第25-36章的神學探討

只 剩下 雅 各一 人 。 有 一 个人 来 和他
摔 跤， 直 到黎 明 。那人 见 自己 胜 不
过 他， 就 将他 的 大 腿 窝 摸了 一 把，
雅 各的 大 腿窝 正 在 摔 跤 的时 候 就扭
了。那 人说 ： 天黎 明 了， 容 我去 罢 ！
雅 各说 ： 你不 给 我 祝 福 ，我 就 不容
你 去。

Genesis # 09



32 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2雅
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於是给
那地方起名叫玛哈念 ( 就是二军兵的意
思 ) 。3雅各打发人先往西珥地去，就是以
东地，见他哥哥以扫，4吩咐他们说：你
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
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5我有牛、
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
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6所打发的人回
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
里，他带着四百人，正迎着你来。7雅各
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
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做两队，



8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
队还可以逃避。9雅各说：耶和华 ─ 我祖亚
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阿，你曾对
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
10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
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
但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11求你救我
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
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12你曾说：我必
定厚待你，使你的後裔如同海边的沙，多
得不可胜数。



22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
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雅博渡口，
23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
去，24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
他摔跤，直到黎明。25那人见自己胜不
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
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26那
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罢！雅各说：
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27那人说：你名叫甚麽？他说：我名叫
雅各。28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
得了胜。29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
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於是在
那里给雅各祝福。30雅各便给那地方起
名叫 ? 努伊勒 ( 就是神之面的意思 ) ，意
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
保全。31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 ? 
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32故此，以
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
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



雅各人生中的劇變期(創25-36章)

經文 人生階段 意義

25:19-
28:9

需要改變 抓=自我中心的人,取巧與欺騙父兄,
騙人者人騙之.**以私意操縱神的
心意

28:10-
32:21

改變前的預備 神對亞伯拉罕說話指示行動, 雅各
許多行動在神說話之前, 他經歷中
充滿害怕(對父兄,拉班與神)

32:22-32 改變 神向雅各顯現,神要他與他同個性
的人住20年,使他看見自己. 使他自
覺軟弱,渴慕神,認知自己無價值

33:1-
36:40

改變的結果 與神和好後必須與人和好, 拒絕報
復,斥責二子的劣行,除去偶像



Q: 為何天使要與雅各摔跤?

創世記 32:22-32

雅各懼怕以掃:
1. 稱以掃為主
2. 要在以掃眼前蒙恩
3. 向以掃送禮進貢(550隻牲畜)
4. 解恨=平息,遮掩,贖罪(v.20)
5. 求神來保護

天使與雅各摔跤的意義:
1. 雅各=舊生命=抓=摔跤
2. 與人摔跤=以掃,拉班
3. 以色列=新生命
4. 雅博=倒空,虛空
5. 倒空的人才能知自己的需要與限制
6. 與神摔跤得勝=抓神而不抓人
7. 騙的祝福 vs 求的祝福

• 神的面=毗努伊勒
• 出33:20



33 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後头跟着四百
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
个使女，2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
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後头，拉结和约瑟在尽後头。
3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
就近他哥哥。4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
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

8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甚麽意思呢？
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9以扫说：兄
弟阿，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罢！10雅各
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
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
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11求你收下我带来给
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
三地求他，他才收下。



Q: 為何以掃與雅各重歸於好?

創世記 33:1-4

雅各的轉變:
1. 遇見400個人(32:7; 33:1)
2. 家人分隊(32:7,8; 33:2-7)
3. 一人殿後 vs 一人帶頭(33:3)
4. 肉體完全,靈裡懼怕 vs 跛腳卻靈

裡剛強 (勇氣 > 謙卑)

以掃的轉變:
1. 五個動詞 < 以掃的接納(33:4)
2. 一連七次俯伏 < 附傭對宗主
3. 隊伍=貢物=恩典
4. (合和本)禮物=(原文)祝福(33:11)
5. 雅各以贖罪的心歸還祝福給以掃
6. 以掃接納雅各且收下禮物



34 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
见那地的女子们。2那地的主 ─ 希未人、哈
抹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
行淫，玷辱他。3示剑的心系恋雅各的女
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地安慰
他。4示剑对他父亲哈抹说：求你为我聘
这女子为妻。5雅各听见示剑玷污了他的
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
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
14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
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
辱。15惟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
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



25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
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
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
杀了，26又用刀杀了哈抹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
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27雅各的儿子们因为
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
掠那城，28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
里田间所有的；29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
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30雅各对西
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
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
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
人都必灭绝。31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
同妓女麽？



Q: 為何在底拿事件上雅各沉默?

創世記 34:25-31

雅各向哈抹買地:
1. 平安=完全,非完美,乃屬靈的

成熟(33:18)
2. 買搭帳篷之地(Cp. 23)
3. 築壇=承傳祝福的印記

底拿受辱:道德與靈性的正反
1. 示劍對底拿的激烈情緒

(34:2,3,8)與事後的真誠
2. 雅各的沉默反常
3. 雅各兒子的憤怒異常
4. 雅各兒子門的詭計
5. 雅各領導的失敗:無賞善罰惡,

無當機立斷,無主持公道
6. 無法保持屬靈高度的危機

• 創49:5-6,雅各對西緬與
利未的責備



Q: 雅各摔跤後生命有何改變?

創世記 32:22-32

雅各的新生經歷:
1. 自覺軟弱(v.25b)
2. 渴慕神(v.26b)
3. 認知自己無價值(v.27)

雅各的新生經歷:
1. 嶄新的名字與性格(v.28a)
2. 嶄新的能力(v.28b)
3. 嶄新的祝福(v.29b)
4. 嶄新的見證(v.30)
5. 嶄新的一天(開始) (v.31a)
6. 嶄新的恩典(軟弱)記號(v.31b)
7. 斥責二子劣行(目的不合理化手段)
8. 除去拉結偷的偶像(自潔與拜真神)
9. 兄弟同葬父親,親近代替疏離(38章)

• 神的面=毗努伊勒
• 出33:20



問題思考與反省

1. 請分享你生命旅程中的「雅博渡口」經歷, 對你的人生有

何重大影響?

2. 每個人的「跛腳」經歷都不同. 神如何從你的「跛腳」中

提省你?

3. 在底拿事件中, 突顯了雅各一家之主在領導權上許多的缺

失.  為何經歷過神的人, 在屬靈上也會有軟弱的地方? 你

與雅各有何相似的地方嗎?

4. 示劍城裡的人因示劍個人的犯罪而遭殃, 西緬與利未也因

個人的犯罪而受虧損. 這點對你有何提醒? 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