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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們實在感謝袮！在這末後的時代、袮不但揀選我們、也要成全我們，袮是那位為我們信
心創始成終的主，我們把自己交在袮的手中，袮負一切的責任做成袮要做的工。我們獻上真誠的
感恩，請袮祝福今天的聚會、與我們同在，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複習：
o 希伯來書講到歷世歷代信心的見證人，他們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
亞伯拉罕的三個“信”：
1. 信心的開始：神向亞伯拉罕顯現、帶下呼召，他因著信、蒙召時就遵命出去。
2. 信心的過程：亞伯拉罕因著信、在應許之地作客旅、在異地居住帳棚。
3. 信心的結局：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時，就把以撒獻上。
亞伯拉罕的一生蒙受神的祝福、也祝福別人。他的一生築了四座壇：壇代表奉獻。
1. 在示劍築壇（信心的祭壇）：神把他帶到示劍地方，那時迦南人住在那裏，亞伯
拉罕需要信心，因為他們是高大邪惡的民族。
2. 在伯特利和艾之間築壇（分別的祭壇）：伯特利是神的家；艾是廢墟、代表世
界、肉體、情慾。神要亞伯拉罕與埃及分別，與羅得分別。
3. 在希伯來築壇（交通的壇）：亞伯拉罕在屬靈爭戰中得勝，救回羅得，蒙了麥基
洗德的祝福，這時、他與神有更深的聯合與交通。
4. 在摩利亞山上（敬拜的壇）：亞伯拉罕在這裏把以撒獻上，神因此賜福與他和他
的後裔。
o 以撒的信心：
1. 以撒是憑應許生的，斷奶之後、以實瑪利必須趕出去。斷奶、才能吃乾糧、獨立
成長；以實瑪利代表屬肉體的，因此要被趕出去。
2. 以撒的的一生築了四口井。井、代表我們內心深處的屬靈生活，每一口井都說到
神在以撒身上的工作。最後、他來到別是巴，他的生命已經成熟，不但被聖靈充
滿、也過著一個滿有聖靈的生活，帶下祝福。
3. 希伯來書 11 章 20 節『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因為
一個生命豐盛的人明白神的心意、知道將來的事，並且所帶給人的都是祝福。
經文解釋：
希伯來書 11 章 21 節：雅各的信心
21
雅各因著信、臨死的時候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各自祝福，扶著杖頭敬拜神。
o 雅各的一生非常豐富、精彩，但是、聖靈提到雅各的信心的時候，卻引出以上這段
經文，它出自創世記 48 章：約瑟帶了他的兩個兒子瑪拿西和以法蓮來見雅各，雅各
為他們祝福。以色列伸出右手來、按在以法蓮的頭上、以法蓮乃是次子，又剪搭過
左手來、按在瑪拿西的頭上，瑪拿西原是長子。因此、約瑟就不喜悅，說：『我
父，不是這樣！』他父親說：『我知道！我兒，我知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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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雅各到了晚年、雖然身體軟弱、眼睛昏花，但是、他的靈裏非常敏銳，他知道該怎
麼做。讓我們來看看雅各的一生：
o 創世記 25:21-26
21
以撒因妻子不生育、就為她祈求耶和華，耶和華應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就懷了
孕。22 孩子們在她腹中彼此相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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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產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
雙子。25 先產的身體發紅、渾身有毛…起名叫以掃；26 隨後又生了以掃的兄弟、手抓
住以掃的腳跟，起名叫雅各。
 孩子尚未出生，神就已經定意、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我們曉得神從來不偏待
人，祂所說的話乃是在祂的預知裏面，因為祂預先知道這兩個孩子將來的光景，
所以、祂告訴他們、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
 以掃、有毛的意思；雅各、抓住的意思。
 以掃和雅各都是以撒的後裔，事實上、兩人都是神的後裔，故此、我們的光景可
以像以掃、也可以像雅各，因為兩個人的天性都在我們的裏面。
 以掃是長子，但是雅各喜歡抓，神揀選了他。我們的一生都喜歡抓，“抓”本身
不是一件壞事，問題在於抓什麼？如何抓？雅各抓長子的名分、抓他父親的祝
福，這都是神所喜悅的。然而、他用詭計騙取長子的名分和父親的祝福，使得他
必須離家逃亡。
o 創世記 28:10-26


10 雅各出了別是巴向哈蘭走去…太陽落了…。後來、到了創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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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6 雅各睡醒了、說：『耶和華真在這裏、我竟不知道』。就懼怕說：『這地方何

32 章、雅各在雅
博渡口與天使摔跤、直到黎明。我們知道從日落到日出的這一段時間是夜裏，這
也是雅各人生的黑暗時期，神在他的身上做工、製作他。神也是這樣待我們。
雅各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
來。這是指主耶穌，祂是神與人之間的連接者。約翰福音 1:51 耶穌對拿但業說：
『…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
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
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
我也與你同在，你無論往哪裏去、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棄你，直
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的』。（雅各欺騙、耶和華沒有責備、祂在這裏只有祝福)

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門』。雅各清早起來、把所枕的石
頭立作柱子、澆油在上面，他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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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是個屬肉體的人，從來沒有經歷過神，他以前所聽到關於神的事、都是他
父親、祖父的經歷，當他第一次遇見神的時候、心中好害怕，真是何等可畏！
 澆油是分別為聖，這是雅各所立的第一根柱子，他第一次直接地經歷到神，對
雅各來說是一個啟示，這是“啟示”的柱子。
 他說：這是神的殿、就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門。換句話說、屬天的經歷從這裏
開始，天就在神的家裏向我們敞開。


20

雅各許願說：『神若與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給我食物吃、衣服
穿、21 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親的家，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神，22 我所立為柱
子的石頭、也必作神的殿，凡袮所賜給我的、我必將十分之一獻給袮』。
 雅各並不真正地認識神，所以、他向神交換條件。我們也是這樣，神白白地賜
給我們許多的恩典，我們卻想做些什麼來討好神。
 事實上、雅各後來忘了他向神的許願，神提醒了他（創世記 31:3；13）。

o 創世記 29-31 章
 雅各看見母舅拉班的女兒拉結、就喜愛她，雅各為拉結服事拉班七年，結果拉班
騙他、送來的是大女兒利亞，雅各又服事拉班七年。他從前欺騙他的父親，現
在、他發現拉班在欺騙他、比他還厲害。
 雅各和利亞、利亞的使女悉帕、拉結的使女辟拉、一共生了十個兒子，拉結不能
生育，後來神顧念她，讓她生了一子約瑟。
 拉結生了約瑟之後、雅各想離開，拉班要他繼續服事他，說：『我若在你眼前蒙
恩、請你仍與我同住…請你定你的工價、我就給你』。雅各又服事了六年，最
後、他帶著妻兒財物逃跑，拉班帶領他的眾兄弟追趕。夜間神在夢中對他說：
『你要小心，不可與雅各說好說歹』。
 …雅各說：『我白日受盡乾熱、黑夜受盡寒霜，不得合眼睡著，我常是這樣。我
這二十年在你家裏，為你的兩個女兒服事你十四年，為你的羊群服事你六年，你
又十次改了我的工價。若不是我父親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與我同
在，你如今必定打發我空手而去，神看見我的苦情和我的勞碌，就在昨夜責備
你』。（雅各在這二十年的苦情和勞碌、就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
 拉班說：『來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約、做你我中間的證據』，雅各拿一塊石頭立
作柱子，又對眾弟兄說：『你們堆聚石頭』，稱那石堆為“迦累得”，就是“以
石堆為證”的意思，又叫“米斯巴”，意思說：我們彼此離別以後，願耶和華在
你我中間鑒察。拉班說：『…這石堆做證據、這柱子也做證據，我必不過這石堆
去害你；你也不可過這石堆和柱子來害我』。這是雅各所立的第二根柱子、是個
“見證”的柱子。
 拉班就像一面鏡子一樣，雅各從拉班的身上看見自己的肉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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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白日受盡乾熱、黑夜受盡寒霜，正如保羅所說：『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
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經過二十年之後、現在拉班不過來害他；他也不過去害拉
班，因此、這一根柱子是“分別”的柱子。當靈與魂分開之後，他不再受肉體的
轄制了，約伯記 42:5『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
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o 創世記 32 章
 雅各仍然懼怕以掃，而且愁煩，他把人口、和羊群、牛群、駱駝分成兩隊，準備
許多禮物要送給他哥哥，並且祈求耶和華救他脫離哥哥以掃的手。他夜間起來先
打發妻子、使女和兒子們過河。有一人過來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見勝不過
他，就將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窩正在摔跤的時候就扭了。那人說：
『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與雅各摔跤的這一個人是神。
 其實、我們也是一樣，一生都在抓、都在摔跤，神興起各樣的人事物、例如父
母、兒女、丈夫、同事、老闆…等等，與我們摔跤，我們也像雅各一樣、心裏
剛硬、拼命用力，神只好把他的大腿窩扭了。這時候、雅各知道自己沒有力量
了，惟有緊緊抓住神、倚靠神，這便是所謂“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


27

那人說：『你名叫什麼？』他說：『我名叫雅各』。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叫雅
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
 我名叫雅各：雅各從出生就開始抓、一直抓到現在，這時候才認識自己。
 要叫以色列：以色列、即神的王子。“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
 當我們在人群中得勝的時候，在神的眼中是失敗的；當我們在人群中不行了、
惟有倚靠神了，這時候、在神的眼中卻是得勝。
 哥林多後書 12:9 主對保羅說：『…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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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問他說：『請將你的名告訴我』，那人說：『何必問我的名』，於是在那裏
給雅各祝福。雅各便給那地方起名叫毘努伊勒，意思說：“我面對面見了神、我
的性命仍得保全”。日頭剛出來的時候、雅各經過毘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窩的筋直到今日，因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窩的筋。
 當我們經歷神的時候、也常常不知道，像雅各一樣說“請將你的名告訴我”。
 從日落到日出、他在拉班手下整整經過二十個年頭的操練，現在與神與人較力
都得了勝，因為、他天然的生命被對付了。
 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窩的筋直到今日：所有真實屬靈的以色列人、都是天然生命
被對付的人，他們不吃大腿窩的筋，因為、當他們看見天然屬肉體的生命、便
產生厭惡感。
4

希伯來書

第 27 講

希伯來書第十一章 21 節

王諾亞弟兄

o 創世記 33 章
 雅各與以掃相見：以撒跑來迎接他、將他抱住、又摟著頸項與他親嘴。他所有的
懼怕擔憂都是多餘的，後來、以掃回往西珥去，雅各就往疎割去，在那裏為自己
蓋造房屋、又為牲畜搭棚。雅各曾經向神許過願、應當去伯特利的，卻來到迦南
地的示劍，結果女兒底拿被玷污。由此可見、一個本來要回到神家的人，因為繞
道、反被世界玷污了。
o 創世記 35 章
 1 神對雅各說：『起來！上伯特利去，住在那裏，要在那裏築一座壇給神，就是你
逃避你哥哥以掃的時候向你顯現的那位』。2 雅各就對他家中的人、並一切與他同
在的人說：『你們要除掉你們中間的外邦神，也要自潔、更換衣裳。3 我們要起來
上伯特利去，在那裏我要築一座壇給神、就是在我遭難的日子應允我的禱告，在
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4 他們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們耳朵上的環子交給
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劍那裏的橡樹底下。
 他們除掉外邦神、和耳朵上的環子，對付了世界。
 也自潔、更換衣裳，對付了肉體。


6

於是雅各和一切與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7 他在那裏築了
一座壇，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8 利百加的奶母
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邊橡樹底下，那棵樹名叫“亞倫巴古”。
 雅各離家投奔母舅以後、就沒有見過母親利百加，現在奶母也死了，雅各的心
裏滿了哭泣。樹名“亞倫巴古”即“哭泣的橡樹”。
 神繼續在雅各的身上做工，不僅對付了他的肉體、也要對付他的情感、心思與
意志，神在他的魂裏做煉淨的工作。



9

10

雅各從巴旦亞蘭回來，神又向他顯現賜福與他， 且對他說：『你的名原是雅
各，從今以後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這樣、他就改名叫以色列。11 神又對他
說：『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養眾多，將來有一族和多國的民從你而生，又有君
王從你而出。12 我所賜給亞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賜給你與你的後裔。13 神就從
那與雅各說話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裏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澆
油，雅各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在毘努伊勒、神給他新的名字，現在、他正式叫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
 這是雅各所立的第三根柱子、是“變化”的柱子。他在服事拉班的二十年裏、
天天看見拉班、好像看見自己的肉體，現在、神在他的魂裏做煉淨的工作，他
看見的不再是自己的肉體，他得以敞著臉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
 在柱子上奠酒、澆油：“澆油”、分別為聖。“奠酒”、酒祭，帶著喜樂把自
己獻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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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他們從伯特利起行、離以法他還有一段路程，拉結臨產甚是艱難…她就給她兒子
起名叫便俄尼，他父親卻給他起名叫便雅憫。19 拉結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
法他就是伯利恆。20 雅各在她的墳上立了一統碑、就是拉結的墓碑，到今日還在。
 這時、他最心愛的妻子拉結死了。
 便俄尼：憂患之子。便雅憫：右手之子、得勝之子。
 統碑：原文就是“柱子”。這是雅各所立的第四根柱子，從死亡得生命。憂患
之子、成為得勝之子。
約瑟被賣、帶到埃及、高升：
o 創世記 47 章
7
約瑟領他父親雅各進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給法老祝福。8 法老問雅各說：『你平生的
年日是多少呢?』9 雅各對法老說：『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一百三十歲，我平生的年
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10 雅各又給法老祝福，就從法老面前出
去了。
 希伯來書 7:7『從來位分大的給位分小的祝福，這是駁不倒的理』，現在、雅各一進
去就給法老祝福，講完話、又再給法老祝福。
 雅各曾經是一個愛抓的人，如今、世界之王法老在他的面前，他可以大抓一把，然而、
雅各沒有這樣做，現在的他靈裏豐盛，不需要抓世界的東西，這是雅各年老時候的生
命，他只有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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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說：『你要向我起誓』，約瑟就向他起了誓。於是、以色列在床頭上敬拜
神。
 你要向我起誓：雅各說：『請你不要將我葬在埃及，我與我祖我父同睡的時
候、你要將我帶出埃及，葬在他們所葬的地方』。
 以色列在床頭上敬拜神：或譯作“以色列扶著杖頭敬拜神”，“扶著杖頭”、
表示年老，實際上、雅各在毘努伊勒摔跤得勝以後，他的大腿瘸了，他從那個
時候就拄著拐杖了。可見、只有真正服在神面前的人，才能帶進真實的敬拜。
 雅各、是他天然的人；以色列、是經過神所製作的人。注意經文中何時用“雅
各”、何時用“以色列”。

o 創世記 48 章
1
這事以後、有人告訴約瑟說：『你的父親病了，他就帶著兩個兒子瑪拿西和以法蓮
同去。3 雅各對約瑟說：『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顯現、賜福與我，4 對我
說：『我必使你生養眾多、成為多民，又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永遠為業。5 我未
到埃及見你之先，你在埃及所生的以法蓮和瑪拿西這兩個兒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
西緬是我的一樣。6 你在他們以後所生的、就是你的，他們可以歸於他們弟兄的名下
得產業。7 至於我、我從巴旦來的時候、拉結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離以法
他還有一段路程，我就把她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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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回想他的一生，他知道他這個人是一個難辦的人，他想到“全能的神”在他
身上的工作，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第 5 節、說到長子的名分。本來、以掃是長子、而雅各自己得了長子的名分。雅
各有十二個兒子，本來流便是長子，現在約瑟因為以法蓮和瑪拿西的緣故、要得
到長子雙份的產業。（以法蓮是次子，瑪拿西原是長子）
 第 6 節、將來所生的兒子要從以法蓮和瑪拿西名下得產業。
 第 7 節、雅各在此提到一件非常傷心的事、就是拉結的死，一方面、他深愛拉
結；一方面、拉結是約瑟的母親。
13

隨後約瑟又拉著他們兩個、以法蓮在他的右手裏、對著以色列的左手，瑪拿西在他
的左手裏、對著以色列的右手，領他們到以色列的跟前。14 以色列伸出右手來、按在
以法蓮的頭上、以法蓮乃是次子；又剪搭過左手來按在瑪拿西的頭上、瑪拿西原是
長子。…18 約瑟對他父親說：『我父，不是這樣！這本是長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
頭上 』。19 他父親不從、說：『我知道，我兒，我知道！他也必成為一族、也必昌
大，只是他的兄弟將來比他還大，他兄弟的後裔要成為多族』。20 當日就給他們祝
福、說：『以色列人要指著你們祝福、說：願神使你如以法蓮、瑪拿西一樣』，於
是、立以法蓮在瑪拿西以上。
 約瑟不但做夢、他也能解夢，但是遇到這種屬靈的事、他並不知道，只有雅各知
道。雅各為什麼知道？因為他經歷到他自己是次子、卻得了長子的名分，這是他
生命的經歷，他知道以法蓮要在瑪拿西之上。
 這是一個豫表，因為天然的長子好像首先的亞當，主耶穌是末後的亞當，在後
的、要在前，因為屬肉體的在先、屬靈的在後。
21

以色列又對約瑟說：『我要死了！但神必與你們同在，領你們回到你們列祖之地。
並且我從前用弓用刀、從亞摩利人手下奪的那塊地、我都賜給你，使你比眾弟兄多
得一分』。
 以色列與其他信心的見證人一樣，都會死去，惟有神是永在的。
 埃及再好，也不是你我的家，地上只是客旅，神要領我們回到那更美的家鄉、就
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塊地、指示劍。
 約瑟得到長子的名分、所以、比眾弟兄多得一分。
22

禱告：
主，我們感謝袮！袮是亞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袮也是我們的
神，袮也要親自來遇見我們、啟示我們、分別我們、變化我們，並且要把我們從死地中、
將那復活的生命賜給我們，如今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謝謝袮用袮永
遠的愛來愛我們，袮是那位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把所有的敬拜、讚美與感謝都歸給
袮，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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