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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們感謝袮！袮用袮永遠的愛來吸引我們、也用袮永遠的靈來扶持我們，袮既動了善工、
必成全這工。我們有這麼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
們的罪、存心忍耐、奔跑那前面的路程。主啊！袮回來的日子實在是近了，讓我們有個儆醒的
心，等候在袮的面前，並且按照袮的心意好好地活在袮面前。求袮與我們同在、祝福袮的兒女，
把一切的敬拜與讚美都歸給袮。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o 希伯來書 11 章已經交通了六個信心的偉人：
1. 亞伯：獻祭，神把光與暗分開，啟示的與天然的分開。
2. 以諾：與神同行。屬天的與屬地的分開。
3. 挪亞：在方舟裏。學習住在基督裏。生命與死亡分開。
4. 亞伯拉罕：屬靈的經歷。他築了四個祭壇，壇、代表奉獻、十字架的工作。
5. 以撒：挖了四口井，井、代表更深的生命、被聖靈充滿的生命。
6. 雅各：立了四根柱子，柱子、代表見證。神對非拉鐵非教會說：『得勝的、我要
叫他在我神的殿中作柱子』（啟示錄 3:12）『智慧建造房屋、鑿成七根柱子』
（箴言 9:1）
o 雅各的一生喜歡抓，他抓長子的名分、與父親的祝福。雅各等候機會、從他哥哥以
掃得到長子的名分，又因母親的安排騙取父親的祝福，後來、他必須離家逃亡。
雅各的一生立了四根柱子：
o 在伯特利立了第一根柱子（啟示）：創世記 28:10-22
 神記念雅各渴慕的心，主動地來遇見他、並且祝福他，因為我們的神是樂意施恩
的神。雅各從來沒有經歷過神，以前所聽到有關神的事都是從父親、祖父聽來
的，當他第一次遇見神的時候、心中好害怕，何等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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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神的家裏向他打開。雅各清早起來、把所枕的石頭立作柱子、澆油在上面，
這是一個“啟示”的柱子。他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
o 在迦累得立了第二根柱子（分別、鑒察）：創世記 29-31 章
 雅各來到母舅拉班家裏。他在那裏服事拉班二十年，他從前欺騙他的父親，現
在、他發現拉班欺騙他、比他還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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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結生了約瑟之
後、雅各想離開了。
 雅各這二十年的苦情和勞碌、就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拉班像一面鏡子一樣，雅
各從拉班的身上看見自己的肉體，從此、他真正認識肉體的可怕與可惡。
 拉班與雅各立約，雅各拿一塊石頭立作柱子，稱為“迦累得”（分開），又叫
“米斯巴”（鑒察）。這是“分別”的柱子，“我必不過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
可過這石堆和柱子來害我”。當靈與魂分開之後，他不再受肉體的轄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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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回到伯特利立了第三根柱子（變化）：創世記 32-35 章
 雅各的心思很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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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毘努伊勒準備過河時，有一人過來和
他摔跤直到黎明，後來、雅各的大腿窩正在摔跤的時候就扭了。這時候、雅各知
道自己沒有力量了，惟有緊緊抓住神、倚靠神，他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
容你去』。在此我們看見、神把我們逼到一個地步、不得不說：『離了袮，我們
就不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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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雅各心愛的妻子拉結死了，長子流便與他的妾同寢，還有女兒底拿被玷污
等許多情感上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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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在他的魂裏做煉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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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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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變化”的柱子。他不再看見自己的肉體，他得以敞著臉看見主的
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他從前與拉班面對面；現在他與神面對面。
o 在伯利恆立了第四根柱子（復活）：創世記 35 章 16-2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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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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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本是憂患之子、如今成為得勝之子，復活的生命從他裏面發出來，『身上常帶
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哥林多後書 4:10）
o 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一直做到他被帶到埃及、見到約瑟：創世記 47-48 章
 雅各進到法老面前給法老祝福。『從來位分大的給位分小的祝福，這是駁不倒的
理』（希伯來書 7:7）。這時、雅各的生命到了成熟的地步，就像以撒一樣，帶給
人的便是祝福。
 以色列在床頭上敬拜神：或翻譯作“以色列扶著杖頭敬拜神”。“扶著杖頭”、
表示年老，其實、雅各在毘努伊勒與神摔跤、大腿窩被扭以後，便一直手扶杖頭
了，這時他真正服在神面前，也惟有順服的人、才能帶進真實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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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瑟領著瑪拿西和以法蓮來到父親面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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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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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父親不從、說：『我知道，我兒，我知道！』，於是、立以法蓮在瑪拿
西以上。
 故此、約瑟因為以法蓮和瑪拿西的緣故、得到長子雙份的產業。
 雅各雖然年老、眼目昏花，但是靈裏非常清楚。後來、以色列分成南北兩國，以
法蓮成為北國十個支派之首，它的確是在瑪拿西之上。雅各不但給人祝福、他也
知道將來的事，這不是因為他有恩賜、乃是他的生命成熟的結果，因為屬靈人能
看透萬事，這是他的經歷、他自己就是從小兒子得到長子的名分。
o 雅各也給其他的兒子們祝福：創世記 49 章
1

雅各叫了他的兒子們來、說『你們都來聚集，我好把你們日後必遇的事告訴你
們』。2 雅各的兒子們！你們要聚集而聽、要聽你們父親以色列的話。
雅各的祝福非常豐滿，他有先知的靈、能夠摸到神的心意，他要把他們日後必遇的
事告訴他們。有些看來似乎不好，但是在 28 節說：『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
派，這也是他們的父親對他們所說的話，為他們所祝的福，都是按著各人的福分、
為他們祝福』。


3

流便哪！你是我的長子，是我力量強壯的時候生的，本當大有尊榮、權力超
眾，4 但你放縱情慾、滾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為你上了你父親的牀、污穢
了我的榻。
 力量強壯：指肉體的強壯，以致“放縱情慾、滾沸如水”。
 因為你上了你父親的牀、污穢了我的榻:記載在創世記 35:22。那時、拉結剛
死去，“以色列也聽見了”這件事，但是他沒有說什麼，他認為神允許它發
生，一定有祂的旨意。
 他臨終時提起這件事，因為他明白了，屬肉體、體貼肉體的人不能居首位。我
們都有流便的靈在裏面，天然人是不聖潔的，『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這
也是對我們的提醒：一個屬肉體的人、若居高位，是很危險的。我們永遠要尊
主為大、讓神在我們身上居首位。



5

西緬和利未是弟兄，他們的刀劍是殘忍的器具，6 我的靈啊！不要與他們同謀，
我的心哪！不要與他們聯絡，因為他們趁怒殺害人命、任意砍斷牛腿大筋。7 他
們的怒氣暴烈可咒，他們的忿恨殘忍可詛，我要使他們分居在雅各家裏、散住在
以色列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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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創世記 34 章、雅各的女兒底拿在示劍被玷污，他的兒子們用詭計叫全城的
男丁受割禮，當眾人都在疼痛的時候，西緬和利未各拿刀劍、把一切男丁都殺
了。雅各對西緬和利未說：『你們連累我、使我在這地的居民中有了臭名…他
們必聚集來擊殺我和全家的人』。雅各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但他並未讓這件事
情過去，他知道神使他們在每一件事上都有該學的功課。
 現在、雅各以禱告的心情說了第 5-7 節的話：『…我的靈啊！不要與他們同
謀；我的心哪！不要與他們聯絡』。意思說“不要憑血氣來行事，不要憑自己
來伸冤”。
 雅各對西緬與利未說嚴厲的話，不是咒詛這兩個兒子、乃是咒詛那個在他們身
上、怒氣暴烈和忿恨殘忍的性情，因為我們不是恨惡罪人、乃是恨惡罪惡。
 雅各知道、落在血氣裏面的人若是聚在一起、容易造反，果然、利未被分到各
個支派，西緬支派的產業被分到猶大支派裏面、後來也散了。


8

猶大啊！你弟兄們必讚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敵的頸項，你父親的兒子們必向你
下拜。猶大是個小獅子，我兒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臥如公獅、蹲
如母獅、誰敢惹你。10 圭必不離猶大、杖必不離他兩腳之間，直等細羅來到，萬
民都必歸順。11 猶大把小驢拴在葡萄樹上，把驢駒拴在美好的葡萄樹上，他在葡
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12 他的眼睛必因酒紅潤、他的牙齒必因
奶白亮。
 猶大啊！你弟兄們必讚美你：聖靈藉著流便、西緬和利未，先對付了聖潔和公
義的問題，現在猶大當被讚美。詩篇 22:3『但袮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的讚
美為寶座的』，讚美歸給主耶穌！
 你手必掐住仇敵的頸項：說到讚美的能力。
 你父親的兒子們必向你下拜:君王從猶大支派出來，如大衛…。
 小獅子、公獅、母獅：獅子強壯、有力，耶穌基督屬於猶大支派。
 圭、杖，指權柄。
 細羅：平安王、指主耶穌。出自猶大支派。
 猶大把小驢拴在葡萄樹上，把驢駒拴在美好的葡萄樹上：驢的性情倔強、是背
負重物的，一般來說、小驢和驢駒不會被拴在葡萄樹上，因為葡萄的枝幹不夠
強壯，猶大這麼做，因這葡萄樹的枝幹非常強壯，可以依靠。『凡勞苦擔重擔
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
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馬太福音 11:28-29）
 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紅潤、他的牙
齒必因奶白亮:衣服和袍褂、指“人的義”，當浸泡在葡萄酒、葡萄汁裏面清
洗時，就像一個常常住在主裏的人，神要把我們從不義帶到公義，從不潔帶進
聖潔，他的眼睛紅潤、牙齒白亮，結出豐滿生命的果子，彰顯基督的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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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布倫必住在海口、必成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頓。
 西布倫：“同住”的意思。
 停船的海口：“交通”的意思。
 西頓：在以色列的北邊、靠近地中海邊。
 我們若常住在基督裏，並與祂交通，我們屬靈的生命必擴展到完全的地步。
以薩迦是個強壯的驢、臥在羊圈之中，15 他以安靜為佳、以肥地為美，便低肩背
重、成為服苦的僕人。







第 28 講

以薩迦：有價值、得獎賞的意思。
驢：指天然的生命、硬著頸項、強壯有力。
臥在羊圈之中：天然的生命若被對付、與主有交通之後，能夠臥在羊圈之中。
他以安靜為佳、以肥地為美，便低肩背重、成為服苦的僕人:住在主裏、享受
與主甜蜜的交通，樂意降卑自己、服事神、服事人像僕人一樣，並不以為苦。

16

但必判斷他的民、作以色列支派之一，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虺，咬傷馬蹄、
使騎馬的墜落於後，耶和華啊！我向來等候袮的救恩。
 但：審判、士師的意思。士師參孫出自但支派。
 但支派是以色列中第一個拜偶像的，後來蔓延到全以色列都拜偶像。“必作道
上的蛇、路中的虺，咬傷馬蹄、使騎馬的墜落於後”。但、成為人的絆腳石。
 啟示錄第七章、若是額上有永生神的印，便可蒙神的保守，不受傷害。以色列
各支派中受印的數目有十四萬四千，但支派不在其中。雅各為失腳的兒子禱
告、仰望神『耶和華啊！我向來等候你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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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迦得必被敵軍追逼，他卻要追逼他們的腳跟。
 迦得：“萬幸”的意思。
 他雖然被敵軍追逼，但是靠著神的恩典，反敗為勝，這是一個極大的祝福。
亞設之地必出肥美的糧食、且出君王的美味。
 亞設：有福的意思。
 有屬靈的供應、不僅供應人，也讓神的心意滿足、使君王的心得以享受。
拿弗他利是被釋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語。

 拿弗他利：摔跤的意思。鹿代表復活的生命，詩篇 22 篇是個十字架的詩篇，
調用朝鹿。雖然十字架是死，也有復活的一面、像早晨的鹿一樣。
 這是屬靈的爭戰，因著住在主裏、穿上軍裝、與仇敵有了爭戰的經歷之後，他
是個被釋放的母鹿，不再受世界的轄制，因此、他能夠說出佳美的言語、幫助
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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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約瑟是多結果子的樹枝、是泉旁多結果子的樹枝，他的枝條探出牆外，23 弓箭手
將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24 但他的弓仍舊堅硬、他的手健壯敏捷，這是因
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25 你父親的神必幫助你，那
全能者必將天上所有的福、地裏所藏的福、以及生產乳養的福都賜給你。26 你父
親所祝的福、勝過我祖先所祝的福，如永世的山嶺、至極的邊界，這些福必將在
約瑟的頭上，臨到那與弟兄迥別之人的頂上。
 約瑟:”增添”的意思。保羅在腓立比書 3:13『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
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我
們要增添、永遠不可自滿。
 “泉旁”、就是生命的源頭，樹必需生長在泉旁、才能多結果子，“他的枝
條豐滿、探出牆外”，是非常豐滿的供應。我們要渴慕主、如鹿渴慕溪水。
 這時、仇敵的攻擊也來了，23 節-25 節、“弓箭手將他苦害、向他射箭、逼
迫他，但他的弓仍舊堅硬…這是因為以色列的牧者…你父親的神必幫助
你…”，這就是約瑟的經歷。
 以色列的牧者：牧養、供應。以色列的磐石：堅固
 雅各的大能者：以利沙代（El Shaddai）耶和華是全有、全足、全豐的神。
 我們在跟隨主的路上、不能期待沒有攻擊，但神必定保守，基督裏的豐盛必
賜給我們。屬天的祝福必傾倒下來、賜給教會。
 26 節、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
 永世的山嶺、至極的邊界：這些福像山一樣永遠不變動，而且廣大無邊際。
 “迥別”、分別之意，它的字根與“拿細耳人”同樣，是“分別為聖、歸給
主”的意思。聖經形容約瑟是“與弟兄迥別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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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雅憫是個撕掠的狼，早晨要吃它所抓的、晚上要分它所得的。

 狼、是凶狠的。在士師記中記載、便雅憫支派做了不好的事、幾乎被滅絕。
 狼的兇狠強暴、對我們也有正面的意義，正如馬太福音 11:12『…天國是努力
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可以說、“天國需要以強暴力來奪取”。這鼓
勵我們要像爭戰的勇士，在屬靈的生活中像狼那樣“ 早晨要吃它所抓的”，
每天早晨先從主那裏得著該有的那一分，使我們有足夠的力量面對每一天。
 “晚上要分它所得的”：晚上、再次來到主前、懷著感恩的心把自己獻上、
交託給祂。
6

希伯來書

第 28 講

希伯來書第十一章 21 節（續）

王諾亞弟兄

希伯來書 11 章 2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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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的經歷豐富，晚年時生命成熟、滿了祝福，他安息在主裏、扶著杖頭敬拜神。
o 雅各起初不認識神，但是、神遇見他、一路帶領他、建造他，以致最後有這麼美好
的光景。
禱告：
主，我們實在感謝袮！藉著袮的話來鼓勵我們。袮來的日子越來越近、生產之難越來
越重、仇敵的計謀也越來越兇狠，主！袮保守我們，讓我們常常在袮的愛中、與袮有交
通，帶我們進入幔內，住在幔內，我們也要出到營外、與袮一同奔走前面的道路。再次謝
謝袮的話語，但願這些話都能落在好土裏面、結實百倍，好榮耀袮的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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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