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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第廿七至廿八章 

第廿七章 

请翻到圣经创世记第二十七章。 

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

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那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

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作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

（创世记 27：1－4） 

到这个时候，以撒已经衰老了。因为年纪太大，只能躺卧床上，眼睛也失明了。他觉得死

亡正在临近。但有趣的是，死亡实际上很久很久以后才真正临到他。雅各经历了很多事情

之后，比如逃到哈兰，在那里过了二十年才回来，以撒仍旧在世。 

所以，当你以为自己不成了，不知道还能支持多久了，不要放弃，也许神仍要你支持下

去。要知道：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 9：27） 

我们不能完全知道神为我们的预备如何。所以，我觉得，像以撒这样长期卧病在床，不能

做什么，确实是个悲剧，确实是很可怜。 

我觉得死不一定是人生中最坏的事。当身体不能再真正照神所赋予的方式和目的发挥作用

时，当我的身体不再像原来那样活动自如，却被困在床上，或者双目失明，只能无助地等

别人服侍时，这实在是艰难的一回事。对任何人来说，只能躺在床上都是难过的事情；对



2/19 

创世记第廿七至廿八章 

 

那个照顾他的人来说，也是同样困难的事。很多时候，碰到这情况，当事人会说： 

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哥林多后书 5：8） 

对那些身体渐渐衰败，但是灵魂却不离开的人，为什么他们的灵魂要逗留在他们身体里

面？为什么神不释放他们的灵魂，脱离身体的约束？我不知道。我相信这些事都是在神的

手中。过问神的事情实在不是我的责任。 

这是一位神所爱的人，一位神的仆人，我们看到他身体已经不能自理了，但他的寿命却在

半瘫痪状态中延续了很多年。在他感觉到自己快要离世时，就叫他儿子以扫出去为他打点

野味回来，照他喜欢的方式煮好给他吃，好让他作最后的祝福。 

早先时候，以扫一点也不在乎长子的名份。他是一个世俗的人，对属灵的事毫无兴趣，也

对神的应许毫无兴趣。虽然他对长子的名份不在乎，对父亲的祝福却很在意。可父亲的祝

福跟长子的名份是相关的。父亲的祝福主要是给长子的，他已经出卖了长子的名份，却仍

然想要父亲的祝福。 

实际上，雅各得到长子的名份是神的旨意。他得到长子的祝福也是神的选择与眷顾。有趣

的是，这对双胞胎出生前，就在利百加腹中争斗，打架。她不能明白她腹中的骚动，就向

神祷告。神告诉她说： 

「两国在你腹内（相争）…」（创世记 25：23）   

他们出生前就大相径庭。神说： 

「将来大的要服事小的。」（创世记 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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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神在他们出生前的宣告。神拣选雅各是出于祂主权作出的旨意，这并不是雅各应得

的。神预先知道这对兄弟的本质，他们的个性特点；知道以扫是个世俗的人，一个物质主

义者，并不在乎属灵的事情。神在他们出生前，就预先知道他们对人生的态度。神凭着自

己的主权，拣选了雅各，让他位份高于以扫，这不是雅各当得的奖赏。 

神的拣选对我们来说，实在难以理解。我们不可能像神一样思想，因为我们没有预知的能

力。我们不能，但神能。所以，我不可能有神的心思，不可能有神一样的意念。要我对神

的思想模式作评价基本上就是错的，因为我根本无法能知道神是如何思想的。 

当神观察一件事情，当祂思想如何行动的时候，祂是用祂预知的能力去作，因为他已经知

道事情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却不知道。因而，当我们选择某个人时，我们不知道会有

什么结果。 

例如说我们要招聘新人。一个人来面试，他的简历看起来相当不错，似乎正是你想招的。

所以，你聘用了他。但结果却非常糟糕，选错了人。如果我们知道半年后情况将会如何，

就绝不会聘用他。如果我们有预知的能力，能够知晓雇用他们做这个职务之后半年内的情

形，我们早先就不会雇用他们了。可我们没有这种预知能力，所以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

只是希望有个好结果。 

正如打棒球的人，如果投手知道打者会打出全垒打，那他还会不会投出那一球？我想他不

会，他可能宁愿把球抛出场外。他可能宁可把球滚回本垒或采取别的什么行动。但大家都

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只好尽其所能。有时候，那可能是一个大大的错误。但神从不

犯错。因为神预先知道后来的结果会如何。因此祂可以照祂的预知来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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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预知的能力，你愿意选择一个会失败的人吗？如果你能预先知道以后会发生的事

情，却仍然选择一个无可救药的人，那不是有点笨吗？当然是的。那你怎能指责神照祂的

预知来进行选择呢？虽然我不能明白神的想法，但我实在不能指责神照祂的预知所做的决

择。 

神预先知道以扫和雅各的未来会怎样。祂照着自己预知的能力选择了大的服事小的，并且

藉着小的，祂对整个以色列国与世界各国的应许得以实现。 

而雅各知道了神的这个计划。当然，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前就已知道。因为她曾祷告说：

「神啊，我腹中发生了什么事？」神说：「你腹中有两国相争。将来大的要服事小的。」

所以，当雅各出生于以扫之后，他妈妈就知道他是神所拣选的人，神的祝福将要通过他得

以成就，神的目的会通过他达成，而不是通过以扫达成。他们的母亲在孩子们出生时就清

楚地了解这一点。正因如此，她偏爱雅各。而以扫不关心属灵的事，显示出神预知他将有

的本性，这也就是神不拣选他的原因。 

可以撒的全部要求就是：出去为我弄些野味来，我好为你祝福。他真是太爱吃野味了。 

但是祝福怎能这样胡乱的赐与？仅仅因为这个孩子能去打猎弄到野味给他，就打算把祝福

赐给他。可惜这就是以撒唯一关心的东西，他以野味为条件来祝福，但是神是要以祂的旨

意为原则来祝福。 

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

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作成美味给我

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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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作成美

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创世记 27：5） 

注意这整个欺骗计划是利百加策划的，她却要雅各作出行动。 

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

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

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

就照他父亲所爱的，作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

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作的美味和饼，交

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

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

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

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

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

「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

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么？」他说：「我是。」以撒

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

给他，他也喝了。（创世记 27：11－25） 

关键是，雅各得到长子的祝福是神的心意吗？当然是的。那雅各和利百加知道雅各得到这

个祝福是神的心意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知道。但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知道神的旨

意，却以为神要靠他们的能力去帮助达成祂的目标，甚至不惜采取欺骗的策略来试图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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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达成祂的旨意。 

为什么我们认为，神离开了我们的帮助就不能完成祂的工作呢？为什么我们认为神如此依

赖我们去达到祂的目标呢？实际并不是这样。神无需我们的帮助照样能完成祂的目标。如

果有必要，神可以撇开我们，自己就可以成就祂的旨意。 

大家也许记得，以斯帖肩负危险的使命，在没有得到邀请的情况下，去朝觐她作国王的丈

夫。按照玛代和波斯的法律，如果她没有得到国王的邀请就进去，除非国王向她伸出金

杖，否则，卫兵就要拘捕她，并将她处死。因此，除非国王召见，即使是他的妻子，谁也

不会自己去见他。在没有得到他的呼召的情况下，谁敢进到他的王庭就意味着即刻的死

刑。除非国王向他伸出金杖，免他一死。 

然而，神的选民却因为国王制定的一条愚蠢律例正面临灭绝的危险。于是，末底改来见以

斯帖说：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么？」（以斯帖 4：14） 

换句话说，或许你的一生都是为这了个时刻准备的。神把你带到这个位置就是为了这个目

的。 

她解释了她面临的困难，就是玛代和波斯的律例。再说，她自己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国

王的宠幸了。她不知道国王是否生她的气或是有什么别的隐情。她如果直接进去而他又不

向她伸出金杖，她就会完蛋。 

末底改对她说：「你认为你不进去，就能逃脱屠杀所有犹太人的谕令吗？你也是个犹太人

啊。」他接着说：「如果你错失了这个时机，神会从其它管道来拯救犹太人。」神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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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祂的选民，祂不会让祂的选民灭绝。如果你不作出行动，神依然不会失败。但你会因

自己的失败丧掉生命。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马太福音

16：25） 

在这个紧要关头，末底改说： 

「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

脱…」（以斯帖 4：13） 

末底改有信心神能完成祂的计划。即使我们会失败，神的计划永不会落空。 

但你将面临的结果是：你将失去作为神的器皿，去完成祂的工作，得到奖赏和祝福的机

会。神的工作总会完成。神所愿的，所计划的都一定会实现。我们可以成为祂的器皿，让

祂的计划通过我们实现。如果我们献上自己，祂将会透过我们来做工；如果我们不愿意奉

献自己，神仍然能完成祂的工作，但我们将失去祂的奖赏和作祂的器皿的益处和喜乐。 

但神的工作绝不依靠我们以欺骗或阴谋诡计来成就。我们不需要用诡计来完成祂的工作。

我环视现今努力做神的工作的人，他们中间有许多有伟大的异像，所欠的只是钱。所以他

们就想尽方法设法筹钱，以便为神做工。当你读到他们的来信时，整封信都在暗示：「这

里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圣工，只等着你把奉献送过来。但是如果你失职，神的工作也会随之

失败。」 

于是他们把这重重的罪咎感加在你的身上，让你觉得一定要把钱寄去，不然神的工作就不

成了。可是，如果这真是神的工作，它就必然成就。如果这真是神的工作，也是值得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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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的；但是，神自己能够独立地完成祂的工作。神从来没有依赖过我们，反而是我们一

直要依靠祂。 

因此，他们的错误不是不相信神，也不是不相信神的计划。他们既相信神，又相信神的计

划。但是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以为神不能够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仍然完成祂的计

划。 

他们心想：「神啊，我知道你想做什么，只是没有我的帮助，我不知道你怎么完成你的工

作。」所以我下定决心，开始动脑筋，想尽办法，要帮助神完成祂的工作。但其实，神不

需要这种帮助！ 

这里，雅各成功了，骗得了以撒的祝福。在第 26 节里， 

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

衣服上的香气…（创世记 27：26－27 上） 

寻找那属地的气味。 

（他）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创世记

7：27） 

就是野外田野的气味。 

「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事奉你，多国跪拜你．愿

你作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

蒙福。」（创世记 27：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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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都传给了雅各。就是凡祝福他的都将蒙福；凡咒诅他的，将自

己被咒诅。并给他地里丰富的出产，让他富裕，还有许多仆人来服侍他。 

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纔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作了美味，

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

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战兢，说，「你未来之

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扫听了他

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阿，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

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么．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

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

可祝的福么。」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作仆人，并赐

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作甚么呢。」以扫对他父亲说，「父阿，你

只有一样可祝的福么，我父阿，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创世记 27：30－

38） 

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许多旧约中的信心伟人，然后在十二章第十五到十七节中特别提到这

件事情。希伯来书十二章是在讲信靠神的人会受到神的管教。圣经告诉我们：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

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希伯来书 12：14－

15） 

要谨慎，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不要让苦毒充满你的心。任何进入你心中的毒根都会带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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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也会污染你周围的人。 

「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

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

你们知道的。」（希伯来书 12：16－17） 

他想要的是什么呢？不是悔改，他这里哭的不是悔改的泪。那他为什么哭呢？只是为失去

了祝福而哭。许多人给弄胡涂了，他们心里说：「噢，可怜的以扫，他尽力想悔改，但就

是找不到悔改的门路。」其实不是这样。他实际上没有悔改。他想要的只是长子的祝福。

他之所以哭，是因为没有什么祝福可以给他了。如果他真的悔改，神肯定也会祝福他。圣

经说： 

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诗篇 51：17  ） 

有谁真正悔改，而神没有接纳他祝福他呢？ 

可是以扫根本就没有悔改，他哭的也不是悔改的泪。所以不要胡涂地认为：「噢，真是可

怜的人，在神面前后悔哭泣，神却不接受。」不对，事实不是这样。你读的故事里面，以

扫所流的根本不是悔改的眼泪，却是生气的眼泪，苦毒的眼泪。他为失去祝福而流眼泪。

他根本不在乎属灵的事，他也从来没有寻求过神，他只是想要从父亲那里得到长子的祝福

罢了。当他的兄弟夺取了他的祝福之后，他就流出了对自己兄弟的苦毒的，生气的，愤恨

的眼泪，而不是悔改的眼泪。 

圣经说的是，他没有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悔改之心。他根本就没有真正悔改过。在以扫的心

中没有任何变化。他只是为失去祝福而哭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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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倚靠刀剑度日，

又必事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

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

雅各。」（创世记 27：39－41） 

这里是说，我的父亲不久就会去世。他一死我就要把我那个弟弟雅各杀了。但是父亲活着

时我不能动手，因为父亲可能会诅咒我。所以我将等到父亲死后再杀他。 

请注意以扫心中的苦毒。这就是希伯来书提醒我们的：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希伯来书 12：15） 

世俗的以扫，他因此事产生了深深的怨恨。苦毒的根浸占了他的心。他对以色列的恨后来

遗传了给他的后裔。以扫是以东人的祖先。历史上以东人非常仇视以色列人。以东人多次

想入侵以色列。当年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要经过以东地界，以东王却率领军队来阻止以

色列人过境。当然，以东一族后来式微，渐渐消失于历史里。 

我们所知的最后一个以东人是以土买人希律王和他的族人。以东一族就终结于他们身上。

然而神却一直保守了以色列人。 

以扫的这一威胁传到了他母亲利百加耳中。 

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

（创世记 27：42） 

他以此为寄托，因为他真的气疯了，满心苦毒，只想杀了兄弟来报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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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直等你哥

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作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

回来．为甚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

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甚么益处呢。」（创世记

27：43－46） 

然后她说服以撒，好叫他也愿意平安地打发雅各去，理由是以扫所娶的媳妇带来太多烦恼

和问题。所以，她想雅各去她的娘家娶个同族的妻子。 

当我们发现，原来雅各当时已经七十岁了，才离家逃走，这个故事就不那么浪漫了。但当

时的人的寿命，通常是现代人的两倍。因此你得将他们的年龄减半，才能真正明白当时的

情形，并且知道他们的生殖能力等等。因为他们可能会活一百四，五十岁。所以，一个七

十岁的人，在那时并非太老。这也为我们澄清了一些，这并不是一个少年离家出走的故

事。他差不多有七十岁了。 

利百加对雅各说，你到那里呆几天，等你哥哥的气消了就回来。但以扫并没有那么快就消

了气。雅各也一直没有收到母亲让他回家的口信，利百加就去世了。因此，他再也没见过

自己的母亲。这很不幸。当然，这只是他们一起策划骗局的附带结果，使作母亲的再也看

不到自己心爱的儿子。当雅各还在哈兰的时候，她就去世了。 

你也许记得，当年亚伯拉罕的仆人到哈兰为以撒娶妻。当利百加来到井边时，仆人对她

说： 

「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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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喝足。」（创世记 24：17－18） 

这是仆人所求的一个小证据，让他知道神的旨意，谁会是以撒的新娘。之后，这位仆人向

她解释了自己的来历，并给了她一枚金鼻环，一对金手蜀。她就跑回家报告说：「亚伯拉

罕的一个仆人来了，要找亲戚。」他们不知道他来干什么，但他已经到了，而且带着许多

骆驼。同时，他们又看到了利百加给他们看的金鼻环，金手蜀。 

结果她的哥哥拉班，就跑出来迎接他。对他说： 

「…请进来，为甚么站在外边。」（创世记 24：31） 

拉班被黄金吸引住了，就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仆人。然后拉班更同样卖力的把利百加送

出了家门。他是利百加的哥哥，所以是雅各的舅舅。记住这一点对我们在以下的故事中，

弄清楚人物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作为雅各的舅舅，拉班很快就会在我们故事中出现。 

第廿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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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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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28：1－

2） 

显然，他们能保持一定的联系，或许是通过旅行商队保持了联系。他们可以写信请人带给

对方。他们很可能互相通信，因此以撒这时知道拉班有几个女儿。所以说：「去你舅舅拉

班家娶一个女儿回来。」 

「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创世记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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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撒在这里其实是在继续祝福雅各，甚至是进一步的祝福。「愿神赐福给你，使你

生养众多，成为多族。」 

「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

伯拉罕的地。」（创世记 28：4） 

请注意，以撒在先前祝福的基础上，又将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给了雅各，把神赐给亚伯拉

罕的土地也给了雅各和他的子孙。因此，给雅各的祝福正在延伸。而此前以扫曾问他说： 

「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么。」（创世记 27：36） 

以撒当时想不出任何其它的祝福。但现在雅各到他面前时，他却扩大了给他的祝福，把神

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传给了他和他的后裔。 

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彼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

扫的母舅。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且祝

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

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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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28：5－

9） 

以扫意识到他的两个妻子都得不着父母的欢心，就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马利的后代中娶

了第三个妻子。当然，她是亚伯拉罕通过使女夏甲生的后裔。 

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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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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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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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

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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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28：10－15） 

他开始了往伯特利的艰难的旅程。从别是巴往北走了大约三十五英里，到了一处石头遍布

的荒芜野地，就累了。正好夕阳西下，夜幕降临。他找了块石头作枕头，躺在地上就睡着

了。一入睡，他就作了一个有趣的梦：他梦见一个通天的梯子，有天使在上面上上下下，

而神就站在梯子旁边。 

神对他说话，首先应许将他所躺卧之地赐给他；并祝福他，答应与他同行；还会将东，

西，南，北的地都赐给他的后裔。所以，神其实是将祂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再赐给了他。

然后看十五节：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那里去，我必保佑你…」（创世记 28：15） 

这时，雅各知道自己是要到哈兰，却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那地任何的东西。    

而神说： 

「（我将）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创世记 28：

15） 

雅各的梦可能是因他躺在满天星空下得到的启示。他仰望着天空，心想：「对，神就高居

在上面。」我们抬头望天时，常常也想：「神就住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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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你认为神高居天宇，感觉上祂离我们很远。在旷野里仰望天空，不会让人觉得

它更近，反而让人意识宇宙的浩大无边。有时，不知何故，仰望天空会让人觉得神是如此

伟大，简直难以接近。天空太辽阔了，让人认清自已实在是渺小，实在是微不足道。与宇

宙相比，就像一粒微尘。 

宇宙中，一个小行星围绕一颗恒星运转，只不过是宇宙的小小一角。在浩大的银河系中，

有一百万颗这样的恒星。而浩大的银河系也只是茫茫宇宙中数以百万计的星系当中的一个

星系而已。当约伯仰望天空时，他意识到的不是神如此相近，而是祂太遥远了，难以接

近。所以，当他的朋友说：「老兄，如果你与神和好，一切事都会称心如意的。」他回答

说：「谢了，但我怎么与神和好呢？祂是如此宏大。当我抬头仰望天空时，我发现祂太伟

大了。我是谁，竟可站在祂面前为自己申辩呢？」 

所以，尽管天空让我们认识到神的荣耀，神的权能，神的伟大，但也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离

神很远。似乎神高居天穹，而站在这里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地球上的一个小人物，如此

地渺小，只是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千千万万个小人物当中的一份子而已。 

因此，仰望天空总让我们感到，我们得借助某种帮助才能接近神。当约伯仰望天空时，意

识到神的伟大，自己的渺小，仿若微尘。他说： 

「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约伯记 9：33） 

神太伟大了，我没法接近祂。我太渺小了，没法接触到祂。我需要有人站在我们中间，一

只手按着我，一只按着神。但神与我之间的距离太大了，没办法在中间架设起一道桥梁。 

当雅各躺在那里仰望天空时，他在思想神，思想自己的人生。心中油然而生一股想接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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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渴望。但怎样接近神呢？宇宙是如此宏大。因此，他的潜意思当中冒出一个念头，或许

借着一个梯子可通向天堂。也许就这样，他梦到了天梯。它直通到了天上。有天使在上面

上去下来。他正想爬时，却发现神就站在天梯旁，向他说话。 

在新约约翰福音里写道：腓利找到拿但业，对他说： 

「我们遇见了弥赛亚，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

甚么好的么。」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

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那里知道我呢。」耶稣回

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

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约翰福音 1：45－49） 

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么．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

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

身上。」（约翰福音 1：50） 

耶稣在说什么？祂说：我来是要做一架使人可以通到天上的天梯，让人可以到神的面前

来。雅各所梦见的天梯就是耶稣基督。祂就是人通向神的道路。雅各看到了这一点。他从

梦中看到，醒来后，在第十六节： 

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创世记 28：16） 

雅各说，昨天晚上我到这里的时候，太累了。随便找了块石头就睡下了。我不知道神就在

这里，只是觉得自己离神很远很远。当我抬头仰望天空时，就想：「神啊，你真是太远

啦。」但神离我不远，就在这里，就在这试验之地，这荒芜贫瘠的地方，这人生的坎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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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神就在这里！在人生的艰难时刻，在人生的交叉路口，神就在这里！在人生前途茫

茫，不知前路何方之时，神就在这里！ 

「耶和华真在这里…」（创世记 28：16） 

祂不只在天上，祂就在这里。 

对我们大家来说，感受到主的同在是如此地重要，可以让我们体会到神就在我们身边，就

在这里。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在挫折之地，在失败之地，甚至在绝境当中，或在丧心

失望的地方，神都在那里。我们要认清神的同在，就可以把一个失败贫瘠之地，变成筑坛

敬拜的圣地。意识到神的同在，就可以驱走恐惧的迷雾，把犹疑不定变为信心充满。 

「耶和华真在这里…」（创世记 28：16） 

注意雅各不是说：「神曾在这里。」他不是说，神昨天晚上临到这里。他对神与他同在的

意识是如此强烈，他说，：「神就在这个地方。」虽然在这一刻他没看到梯子，没看到神

站在面前，但祂现在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地方。紧接着，他又说：「昨天我不知道。」可

是现在知道了。昨晚他不知道，但现在他确确实实知道了这一点。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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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

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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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28：17－19） 

他立了柱子，并浇油在上面。这个贫瘠，伤心，失望之地就变成了筑坛献祭的圣地；成了

他认识到神的同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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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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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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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28：20－22） 

这里，雅各不是在和神讨价还价，说：「如果你为我做所有这些事，那我就接受你作我的

神。我就服侍你。」这里，「若」这一个字在原文里不是用虚拟的语气，而是用陈述的语

气。就如新约路加福音记载的，撒旦来到耶稣面前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 4：3） 

撒旦不是在怀疑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事实。所以「若」一词译成中文也许更好的是： 

既然你是神的儿子… 

这里不是表示对耶稣的神性的怀疑，而是一个宣告： 

「你若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 4：3） 

在创世记世记这里，情况也是这样。雅各是在说：「既然神和我同在。」他相信神昨天晚

上对他的应许：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那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创世记 28：15） 

「神既然与我同在，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 神，」（创世记 28：20） 

这是他将自己和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的宣告。他许愿说要将神所赐给他的所有财物的十分

之一献给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