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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講 兒女的婚事 

讀經：創 28:1-9 

 
這一段經文提到兒子娶妻的故事：以撒不願兒子雅各娶外族的女子為妻，所以要

他回母舅家去娶，而雅各也遵從了父親的話，回到他母舅的家，並不娶迦南地的女子

為妻。當初 神不要亞伯拉罕與迦南地的人結合，因為那地的人拜偶像、行邪淫、惡
貫滿盈，本是要遭毀滅的人。但以掃反而與他們結親，隨從他們，惹 神的怒氣，並
使父母心煩。 
 
古時父親的角色在家中就是「先知」與「祭司」，他們要將 神的話告訴兒女，也

要帶領全家向 神獻祭（創 20:7亞伯拉罕是先知，創 15:13-16 神告訴過亞伯拉罕說
他的後裔要寄居外地並受苦，但將來要從那地出來－「出埃及」）。所以摩西都知道這

事，因為從祖先就將這樣的信息傳下來。我們在家中做父母的，有沒有帶領兒女們去

聽從 神的話，並且帶著他們服事獻祭？還是我們忘記 神的恩典，任憑家人繼續活在
罪裏，看著他們走滅亡的路？ 
 
這裏有一個重要的靈意就是「抓住 神的應許」－ 做兒子的應許（約 1:12），基

督徒不論受什麼苦，都不能丟失做 神兒子的名分。以掃就是完全不在乎，並輕看兒
子的名分，他寧可為一碗紅豆湯而丟棄長子的名分。他貪戀世俗，沾染污穢、淫亂，

不追求聖潔，最後終被棄絕（來 12:14-17；創 25:34；26:34；27:46）。所以我們現今
成為 神的兒女，千萬不要學以掃：輕看長子的名分，繼續貪戀世界上從情欲來的誘
惑，不認真追求過聖潔生活，最終的下場就會像以掃一樣，被 神厭惡遭棄絕（羅
9:10-13）。 
 
願 神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看到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所要得的基業有何等豐

盛的榮耀，並 神向我們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弗 1:15-18）。所以我們要追求多多
的認識 神。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懂得抓住 神應許的人。他們雖在異地居住帳棚（帳

棚都是暫時的），並還未得著 神所應許他們的那地（迦南美地），但他們都願意聽從 
神的話語，專一的等候主，並不與當地的外邦人聯合去順從他們的偶像（來 11:8-
10）。我們和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樣，在世上都是寄居的，都是支搭帳棚的，是
被 神所揀選要與世俗隔離的一群人。盼望我們都緊緊抓住 神的應許，等候 神為我
們預備那永遠的產業（來 11:13-16）。 



   
 

   
 

第四十二講 基督的預表 

讀經：創 28:10-22 

 
聖經處處都有主耶穌的預表：雅各夢見的梯子就是主耶穌（人子）預表（約

1:50-51）。耶穌是我們到 神那裡的道路，也是 神向我們說話的道路。祂給我們開了
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祂的身體（來 10:20）。 

 
摩西五經的歷史書，就叫「預表基督」，比如，以撒是基督的預表，他是被獻祭

的獨生子。 神在樹上預備的羊羔（耶和華以勒）也是預表耶穌基督。雅各睡的地方
是「 神的殿」，也是「天的門」；耶穌自己說我是「門」（約 10:9）、是「羊的門」（約
10:7）。舊約的「門」都是指著耶穌，比如，創世記第六章挪亞造方舟也有一個
「門」，是保全生命的門；只有透過耶穌才能有「門」進入天上。 

 
耶穌基督又是「義門」，是「耶和華的門」，是 神為我們敞開讓義人進去的（詩

118:18-20）。這「義門」罪人不能進去，只有信基督、與 神和好的人才能進去。「天
門」為我們打開（啟 4:1），是引到永生的，但這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
少；而引到滅亡的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太 7:13-14）。還有「救恩的
門」， 神建造耶路撒冷以救恩為城廓，使守信的義民得以進入（賽 26:1-2）。 
 
主耶穌是「羊的門」，羊群在青草地吃喝飽了，就把他們帶回羊圈。牧人確定了

羊的數目，就睡在門口，祂就是「羊的門」。主耶穌就是我們的「門」，我們必須經常

從主經過，出入得草吃。不從門進去的是強盜、是小偷。我們要入祂的門，才能得

救。 
 
伯特利代表「 神的殿」（約 2:18-22）。耶穌說他的身體就是「教會」，就是「 神

的殿」。教會是眾聖徒建造起來的殿，我們是肢體，基督是元首，「殿」就是耶穌基

督。在這裡「天的門」、「 神的殿」、「通天的梯子」都是預表基督。這章還有一個應
許，就是神同在的應許，也就是「以馬內利」，這是最大祝福的話。 
  



   
 

   
 

第四十三講 基督的應許 

讀經：創 28:13-15 

 
雅各（又名以色列）立國承受地業，並有 神的應許與他們同在。等耶穌道成肉

身就真的與人同在（以馬內利），我們也要經歷 神與我們的同在。神天天活在我們裡
面是真實的；一個基督徒要經歷 神的真實，他的生命才蒙福。 神是在基督裡（梯子
預表耶穌）向我們說話；沒有基督，就沒有人能到 神那裡去。 

 
雅各是承受祖先向 神所立的約，知道他的地位、名分非常的重要。以掃輕看了

這地位，失去了屬靈的祝福；這是我們屬靈的鑑戒。我們可以禱告、可以蒙 神保守
不是我們人多好，乃是我們承受了 神兒子的名分。我們有這名分， 神就向我們顯
現、向我們說話，因為這是 神的應許，是有傳承性的。耶穌基督是長子，我們因信
祂得了這個名分。 

 
我們是被揀選的族類：在屬靈上是從亞伯拉罕生的，他的後裔才成為 神揀選的

族類。亞當是一個族類，耶穌基督是新族類，我們在耶穌基督裡就得著兒子的名分，

就是 神的傳承。這應許就落在我們的身上，所以我們因信耶穌基督都成了 神的兒子
（加 3:26）。 

 
神應許給亞伯拉罕的子孫，雖然現在還沒有看見，但世世代代顯現證據，就在這

傳承裡承受 神所祝的福（來 11:13-16）。雅各的後裔指著「那一個」後裔，就是耶穌
基督（加 3:16）。 神也應許與雅各同在，不論雅各往哪裡去，神都保佑他回到應許之
地。就像父母的天職，一直保護兒女， 神也無時無刻保護我們，我們若抓住這個應
許就好的無比。 

 
神答應摩西、約書亞，用「 神的同在」來壯他們的膽，誰也不能阻擋我們（書

1:1-9）。這樣我們還怕什麼？當剛強壯膽！ 神的話要不離我們的口，要思想就不會
偏離 神的道路。我們無論往哪裡去都必順利（書 1:7）。「 神與我們同在」是一個大
的應許，這是一個信仰的傳承，在基督裡就不懼怕驚慌，因為我們後面的力量太大

了，我們做事必然亨通，凡事順利。 



   
 

   
 

第四十四講 雅各的許願 

讀經：創 28:16-22 

 
神給人這麼大的應許，人要如何反應呢？雅各立一個柱子，澆油在上面，跟 神

堅定了這個約，這是雅各抓住 神的應許。雅各很有耐心，等候抓長子的名分，抓 神
的應許。中國傳統也有小孩一周歲「抓周」的習俗，若信耶穌，就要抓到天上的福

氣。 
 
雅各與 神的「許願」，是加強了 神的「應許」，雅各一生無往而不利，他是蒙受

祝福的。在舊約 神向雅各所應許的無一落空，在他只有一「是」，沒有是而又非的，
我們看聖經看到 神的應許要抓住，尤其在基督裡， 神所應許的一定是實在的，是阿
們、阿們的（林後 1:18-20）。所以在耶穌裡 神的應許都是真實的，這是 神的榮耀，
是永不改變的。神是不說謊言的 神，我們不要懈怠，要憑著「信心」和「忍耐」來
承受應許（來 6:11-12）。 

 
就像雅各為妻子拉結等候了 20年；他為長子名分，天天熬湯伺候人，等候機

會。我們也是一樣，要顯出殷勤，有滿足的指望一直到底，總不懈怠。亞伯拉罕也恆

久忍耐，就得了所應許的（來 6:13-17）。 
 
神是啟示不更改的 神，我們有這指望，就如靈魂的錨固定在 神的應許裡。我們

的指望一定能夠實現，我們用信心如錨抓住 神的應許，再也不會動搖。我們縱然失
信，神總不失信，神應許之後決不更改（提後 2:10-13）。人間君王的話尚且成為「金
口玉言」不能更改，凡 神在聖經上的應許更是永不改變，在祂沒有轉動的影兒。我
們有這樣一位誠信真實、不背乎自己、說了就算的 神，我們所信的是多麼可靠！我
們要不懈怠，憑信心和忍耐堅持等候到底，祂與我們同在，我們就如雅各無往而不

利。 
  



   
 

   
 

第四十五講 為愛接受試驗 

讀經：創 29:1-35 

 
我們基督徒要懂得愛的功能；全本聖經，神的計劃就是讓我們學習愛。「這世

界」的人有娶有嫁， 神不是讓我們永遠在這個世界，因為物質都要朽壞，唯有在
「那世界」，神要人做祂的兒子，是永遠不死的（路 20:34-36）。神要以色列為祂的兒
子（出 4:22）；神要人做祂的兒子，這是 神造人的目的（路 3:38）。但人必須永生，
才能成為 神的兒子，這是 神永世的計劃。 

 
亞當犯罪以後生了兩個兒子：該隱與亞伯。神揀選了亞伯，為什麼 神揀選亞

伯？因為亞伯承認罪，並靠信心殺羊獻祭；而該隱靠自己的功勞，在 神面前邀功， 
神卻不揀選他。到了塞特的兒子以挪士，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該隱的後裔是「人」

的後裔，塞特的後裔是歸耶和華的名下，是屬「 神」的。到挪亞以後，神揀選亞伯
拉罕的後裔，神稱他們為兒子。 

 
人偏行己路，神就任憑他們，等最後審判的結果。但人一蒙揀選，就歸入 神的

名下，作 神兒子。作 神的兒子第一個就是要訓練愛，要生養眾多；所以雅各一蒙召
就要接受愛的訓練；還要受逼迫，像以掃逼迫雅各。該隱的後裔本來就會逼迫亞當

（塞特）的後裔。雅各受以掃逼迫以後，就往巴旦亞蘭找本族的女子為妻，開始為愛

去工作，也就是學習愛，為愛服事。 
 
神還要訓練兒子學習管理（創 1:26）：神造男造女，合成一個家庭學習管理，要

管理好自己的家才能管理 神的教會（提前 3:4-5）。人在父母的家通常不管事，當離
開父母的家就要獨立生活，接受操練、學習管理。我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

使我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各 1:4），如同雅各為所愛的妻子服事他的岳父拉班。 
  



   
 

   
 

第四十六講 看這七年如同幾天 

讀經：創 29:20 

 
神訓練我們，讓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生兒養女，然而到那世界的人也不娶也不

嫁（路 20:34-35），為什麼？因為嫁娶是要我們在這世界學習「愛」。我們一生不過七
八十年，是來學功課的，為了預備將來到那世界，變成靈性的身體而活著。 

 
雅各娶妻，就是要學習愛。若兩人在基督裡結合，那愛是非常豐富的、非常甘甜

的；各種美德都出來了，譬如溫柔、忍耐。而當法利賽人問耶穌哪一條律法最大的時

候（太 22:34-40），耶穌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四盡）愛主你的神，其次
要愛人如己（一如）。聖經裡的律法有萬條（何 8:12），包括禮儀法、行為法、道德法
等，加上十條誡命，這麼多的律法加在一起，就是一個「愛」（羅 13:8-10）。凡事不
可虧欠，唯有彼此相愛，因為「愛」人就完全了「律法」。 

 
整個律法的頒佈與規定，就是因爲人喜歡犯罪，尤其在民主時代過度的自由讓人

犯罪，因此法上加法來圍堵法律的漏洞。但人天性就會犯罪，堵也堵不住。條文越多

只會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的（西 2:23）。耶穌
基督的生命一進來就滿了愛，什麼律法都不用。因為「愛」是不加害於人。試想人人

都愛人如己，並且盡心、盡意的愛 神，人還需要什麼律法呢？這是聖經的精華，因
為「愛」就完全了律法。而命令的總歸就是愛（提前 1:5-8）。有些人偏離愛，去講虛
浮的話，就產生嫉妒紛爭、分門別類。 

 
我們要學雅各，為愛捨己服事人。愛又分為兩個層次，對 神是盡心、盡性、盡

意、盡力的愛 神，對人要愛人如己。看別人沒有，如同我沒有，就趕緊把我有的分
給他。耶穌愛世人，祂就是愛的化身，這是我們在地上學習最高的境界。愛又分為三

個方向：被愛、彼此相愛、付出愛，真正的愛是付出而不收回的。我們若沒有學會好

愛，將來在天上是住不習慣，因為人有肉體的愛、屬魂的愛與屬靈的愛，屬靈的愛是

從 神那裡來的，是不變的。人的愛是會變的（像蜜），神的愛是永不改變（像鹽）。
我們要從低到高的等級來學習愛的功課。 
  



   
 

   
 

第四十七講 生養眾多 

讀經：創 30:1-43 

  
人的愛裡有嫉妒，所以學習愛要警戒，不可產生嫉妒的心。以色列人為什麼把耶

穌釘十字架？就是因為嫉妒。嫉妒可以使人骨頭朽爛（箴 14:30）。人的天性裡有嫉
妒，就像該隱殺亞伯就是因為嫉妒。很多在教會裡發生的事也因為嫉妒。在人生的發

展中總有厚薄差距，也就會產生嫉妒的心。 
 
其實在家庭以及教會裡是愛的結構，人要學習 神所應許的福，就要接受訓練。

雅各離開父家 20年就遭遇麻煩，在家庭的事上學習愛。雅各為愛拉結，服事拉班前
後 14年，後來利亞和拉結為了嫉妒爭寵，各自把使女給雅各做妾。四川人有句土話
說：「要麻煩買個錶，要倒楣娶個小」，因為娶小老婆這樣的事，家裡總會吵個沒完。 

 
在愛的教會，弟兄姊妹一家人也難免有嫉妒紛爭，產生於愛的不平衡。拉結像祖

先亞伯拉罕之妻撒拉一樣，用人的方法來解決生養的問題，而「風茄」之爭，雖是小

插曲，也看出當時家庭中的紛爭。雅各不是自己貪心，而是家人為生養的事鬧紛爭，

雅各卻因此生養眾多，倒是符合 神的心意。為 神多結果子，榮耀父 神。 
 
神喜愛多子的事，例如，大祭司的衣服上掛石榴是多子的。還有聖殿裝飾的葡

萄、無花果、番石榴都是多子的。可見聖經說要生養眾多，但多了就有嫉妒紛爭。 
  



   
 

   
 

第四十八講 抓住 神的應許 

讀經：創 31:1-55 

 
神帶領雅各回歸故土，這 是神在伯特利的應許，所以 神興起環境，讓雅各立意

要回父親的家鄉。雅各會察言觀色，看拉班臉色不對了，同時聽拉班兒子們背後的抱

怨，而且 神直接向他說話要他回去，可見 神會用環境來成就 神的應許。 
 
雅各有智慧，原來 神在夢中啟示他如何做，得了極多的豐富，可以勝過拉班的

詭計，神若與人同在，人用詭計是扳不倒他的。因為 神賜我們諸般的智慧。雅各一
直持守 神給他的份，抓住 神的應許，沒有改變他的初衷，因此雅各與 神與人較力
都得了勝（創 32:28）。拉班十次改了雅各的工價，雅各仍能賺回來。 神若站在我們
這邊，人沒有辦法拿他怎樣。 

 
雅各很會抓，他抓長子的名分；並且潔身自好，在帳棚裡煮紅豆湯服事人；他牧

放羊群，替 神照顧羊群，做個好牧人；他也使母親歡喜，其實雅各不貪圖什麼特別
的，而是他母親利百加照著 神的預言，來成就以撒對雅各的祝福。羅馬書第九章
10-16節記載：善（雅各）惡（以掃）還沒有生下來 神就預見，是要顯明 神的旨
意，不在人的行為，乃在乎召人的主。所以 神對利百加所說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
這是 神的主權，我們沒有法子跟 神爭取。 

 
雅各一路順利、亨通是 神的揀選。因爲只要雅各抓住 神的應許，就無往不利。

我們要抓住 神的應許，絕對在凡事上得勝而有餘，我們要學的是雅各在 神面前的態
度。 



   
 

   
 

第四十九講 舊人變新人 

讀經：創 32:1-32 

 
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就是「 神的王子」，「與 神同治」；「以色列」從此成為 

神在地上選民的祖先。以色列十二個支派越來越發達，從以色列以後宗族繁衍，就成

為大國 。改名字是經歷上的轉變，亞伯蘭改名「亞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國之父」，
雅各改名「以色列」的意思是「與 神同治」，都是在生命上有豐富的經歷，然後改名
字，變成一個新的人。新人承擔新的祝福，把因著私慾迷惑而漸漸變壞的舊人脫掉，

穿上在基督裡、照基督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的新人；如此才能「與 神同
治」。雅各的名字叫「抓」：抓長子名分、再抓父親的祝福、又抓妻子、最後還要抓住 
神的祝福。 

 
在聖經裡， 神常以「使者」的樣子來代替 神。人是無法面對面見 神，但在古

時 神常藉「使者」耶穌的樣子與形像來與人面對面（來 3:1）。例如 神藉著天使的形
像傳十條誡命給摩西；亞伯拉罕接待的三位天使裡頭，當中有一位是到地上來的耶和

華，就是以主耶穌的形像；與雅各摔跤的也是天上的耶和華，以使者耶穌基督的形像

而來。 
 
雅各打發人去向以掃報信，以掃帶人來迎接他，雅各會錯意，就用自己的方法策

略來預備；用禮物來化解與哥哥的仇恨。雅各是個孔武有力的人，他還不放心，還要

鍛煉筋骨，因而遇見一個人就要與他摔跤。這個人對雅各說：你與 神與人較力都得
勝，雅各卻被他摸了大腿窩，能力就消失了，他一切的辦法都用盡了，舊人/肉體的
能力都消失了，沒有自己的餘力，才完全倚靠 神，禱告求 神。 

 
所以他的名字就改變了，從「抓」到「 神的王子」，一個人必須看自己「如同已

死」，才能仰望 神的應許（羅 4:18-21）。所以這時不再靠自己的力量，新造的人就在
靈裡活起來了，這時雅各才得勝，勝過自己的肉體，完全靠 神就可以「與 神同
治」，經過完全的改變，才能做 神的兒子。 
  



   
 

   
 

第五十講 雅各回歸故土 

讀經：創 33:1-20 

 
雅各怕以掃殺他的家人，就把隊伍分成三批，第一批是使女和孩子，第二批是利

亞與孩子，最後才是拉結和約瑟；他最愛的保護的最好，擺在最後頭，這是雅各愛的

程度不同，但也看出人的軟弱與私心。所以愛是有深有淺的， 神愛人也是把人放在
最重要的位置。我們要討 神的喜歡，就如 神對主耶穌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
悅的。」主的愛越大，所得的越豐富。 
 
雅各也是一個好牧人，因他會量著群畜和孩子的力量前進（創 33:14）。我們在牧

養教會也是這樣，要量著弟兄姊妹的力量，慢慢在生命的道上行走，不可揠苗助長，

要帶他們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邊，一年一年的工作，要有耐心和愛心，不可催

趕，雅各懂得怎樣帶領羊群，是所有帶領教會的同工要學習的 
 
雅各支搭帳棚，這在亞伯拉罕時代就留下的規矩；就是住在帳棚裡，等候 神的

應許，並且築壇。而城市是罪惡的代表，人在城裡築塔，代表世俗和自己的驕傲，住

帳棚是虛己，築壇是尊 神為大。帳棚預表人的身體，所以保羅說，我在這帳棚裡嘆
息勞苦（林後 5:1-4），彼得也說要脫離帳棚（彼後 1:14），用離開帳棚來比喻人死
了，靈魂離開身體了。我們的靈魂住在身體裡如同住在帳棚裡，透過眼睛（靈魂之

窗）往外看，但這帳棚總是要離開的。跟著帳棚就是祭壇，是敬拜 神的地方，一個
基督徒無論到那裡都要靠耶穌敬拜 神，要有奉主名敬拜 神的地方，當有帳棚和祭壇
我們就可以起名「伊利伊羅伊」加上你自己的名字，就是 神與我們同在了。 

 
聖經的故事裡有很多屬靈的啟示，成為我們的「要道」，雅各變成以色列是 神的

兒子，代表「得勝」；亞伯拉罕是「稱義」；以撒是不下埃及，地位「成聖」；雅各是

「得勝」；約瑟是「得榮耀」，這是基督徒的四步路，叫生命的道路。人原本是死路一

條，到以諾的時代，神給人看到「與 神同行」的道路。後來 神用洪水滅世，神又指
示出一條路，就是「與 神同行，出死入生」，這都是原則上的指示。在死亡面前可以
出死入生，在審判面前可以建立教會（方舟），保全生命。 

 
到了亞伯拉罕是細節上的指示，第一步要因信稱義；接著要站在 神應許之地，

不沾染污穢；接著是在世界裡也可以得勝，做一個得勝者；最後就可以得到榮耀的地

步；這是一條路、一個傳承。「得勝」的最後就是勝過自己的身體，就是「攻克己

身」，不靠自己，乃靠 神的應許和恩典。所以舊人要與主同釘十字架，新人要快快長
大，成為「 神的王子」，「與 神同行」、「與 神同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