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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第廿九至卅一章 

第廿九章 

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饮羊群，都

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饮

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那里来的？」他们

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拿鹤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么？」他们说：

「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么？」他们说：「平安。看哪，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

了。」（创世记 29：1－6） 

现在我们看见神的手引领雅各来到一个叫做哈兰的地方，他的表妹拉结也在同一时间领着

他父亲的羊群到了那儿。 

在那儿有一口水井，井上盖着一块大石头，牧羊人都到这儿来饮他们的羊群。那天下午早

些时候，已经有一些牧羊人聚集在那里了。但是因为井口的那块石头太大了，需要很多人

一起推，才能把大石头推开，所以通常先来的就在那里等。等到人力够了以后，大家再一

起推，但是推开以后他们还是会按着顺序打水，先来的先饮羊。 

这一天到得比较早的，就悠闲的躺在那里，羊群也躺卧那里，等别人也来了以后大家再一

起把石头挪开。通常他们让所有的羊轮流喝完了水，大伙儿再一起把石头推回去盖好。 

这个时候，雅各来了，他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这些牧人都懒散地躺在那里。所以他问他们

说：「唉，你们是从那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从哈兰来的。」他又问：「你们认得

一个叫拉班的人吗？」「噢，认得，我们认识他，你看，那边走过来的正是他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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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饮羊再去放一放。」（创世记 29：

7） 

他的意思是说：「现在天还早，你们不应该坐在这里，快点起来给你们的羊喝完水，再把

他们带去青草地上牧放一下，可是现在你们却让羊群干耗时间。」 

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饮羊。」雅各正和他们说

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她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

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饮他母舅拉班的羊群。（创世记 29：8

－10） 

可能雅各想在拉结面前表现一下他的力气有多大吧！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有的工作本来

需要很多人才能作，但是，如果你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动机，你会发现往往一个人也能作好

好几个人作的事。现在，雅各就是一个人走到水井那里去，用力把大石头推开了。 

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创世记 29：11） 

这个时候，拉结可能在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呀？他真了不起，力气这么大。可是怎么现

在他跑来亲我，完后又哭起来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

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

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拉班对雅各

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原文作弟兄〕岂可白白的服事我，请告诉我你要甚么为工

价？」（创世记 2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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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的舅舅拉班让雅各来决定自己的工钱。 

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创世记 29：16

－17） 

有人认为利亚的眼睛可能是蓝色的，也许她不像当地人有那种很深，很深棕色漂亮的眼

睛，所以他们就说她的眼睛看起来没有精神，不漂亮。 

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创世记 29：17－18） 

雅各爱上了拉结，一见钟情， 

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事你七年。」（创世记 29：18） 

在那个时代，男人要为他的妻子付出嫁妆。事实上今天他们的文化也是要付嫁妆的，嫁妆

的意思就好像是一笔预先付出的赡养费，如果你对你的妻子不好，将来她离开你的时候就

一无所有，嫁妆就是用来付给妻子的生活费。如果有一天你和她离婚的话，她需要有足够

的钱生活，嫁妆的本意就是为了这个，其实就是预先付的赡养费。 

但是现在雅各没有能力付赡养费或是嫁妆，因为当初他匆匆忙忙的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什

么也没带，现在他手上所有的只是一根走路的拐杖而已。所以他付不出什么嫁妆来，但是

因为他非常爱拉结，所以他情愿为拉结做七年苦工。这样他七年所做的工，就可以成为结

婚的嫁妆。 

事实上，雅各为了拉结服侍他舅舅拉班七年。神非常祝福雅各，也祝福他手所作的工。他

舅舅因此增加了不少的财富。这些足够作他女儿的嫁妆了。可是拉班却把这些财富都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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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并没有留下来给他的女儿作嫁妆。但雅各起先自己说： 

「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事你七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

罢。」雅各就为拉结服事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

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创世记 29：18－21） 

雅各已经作满了七年，拉班却不愿意把拉结给他，我的意思是，雅各不得不自己开口向他

要拉结。 

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创世记 29：22） 

当时的习俗是婚礼要庆祝七天，他们会举行盛大的宴会， 

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创世记 29：23） 

天黑后。 

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创世记 29：23） 

当然晚上很黑而且利亚的脸也被头纱遮着， 

雅各就与她同房。拉班又将婢女悉帕给女儿利亚作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

对拉班说：「你向我作的是甚么事呢？我服事你，不是为拉结么？你为甚么欺哄我呢？」

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为这个满了

七日，」（创世记 29：23-27） 

换句话说，婚礼庆祝七天也就相当于我们的蜜月。 

「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事我七年。」（创世记 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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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个时候，雅各一定会想起来他从前是怎么欺哄他哥哥， 

人种的是甚么，收的也是甚么。（加拉太书 6：7）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雅各从前怎么用欺骗的手法骗了他的哥哥和父亲，得到祝福。现

在他的舅舅，也就是他未来的岳父也照样欺骗他。雅各为娶拉结已经辛苦地作了七年苦

工。可他舅舅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却把他的新娘给换了。 

很多人会问，拉结这个时候到那里去了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强迫她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利亚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呢？我想，第二天早上雅各醒来后，看见不是拉结，而是她。对

她来说一定是很难受的时候。再说当天晚上雅各与她亲热，心里一直都以为是她妹妹，对

她来说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我不愿想象这整个情况，毫无疑问的是，当时会出现很多紧张

状况。 

在我看来雅各的表现实在不错。你想想看如果是你面临这样的事，会怎么做呢？当然也可

能因为雅各自己以前也不诚实，所以对拉班这种欺骗的行为，比较能理解。后来拉班才告

诉他，这是当地的习俗，大女儿必须先嫁，小女儿才可以嫁。可问题是，他应当早点告诉

雅各。只是他心里另有打算，想在雅各身上多榨点油水出来。 

我要说，雅各的表现的确相当不错。他同意再为他舅舅做七年的工，他这么做是为了拉

结，好让她不会觉得自己不如人。如果当初要雅各为利亚付出七年代价，他一定不愿意，

因为他并不喜欢利亚。现在雅各同意再做七年苦工，并不是因为一时的冲动，或是生气，

或其它什么原因。他在整个过程中情绪都很平稳，比我在相同的情况下可能表现出来的要

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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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雅各答应了他舅舅，与利亚继续度过了他们的蜜月。 

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创世记 29：28） 

换句话说，他不用再等七年的时间才娶拉结，而是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就娶到了拉结。之

后，再服事他舅舅，作为拉结的嫁妆， 

拉班又将婢女辟拉给女儿拉结作使女。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亚。于是

又服事了拉班七年。（创世记 29：29－30） 

这时出现了一夫多妻的情况。我们很容易就发现，这种关系存在很多麻烦。一个家庭里如

果有多位女主人，自然会产生很多的嫉妒和纷争。 

以前我在附近的大学上课的时候，有一个社会学的教授问我们，一夫多妻制到底有没有什

么好处，我是那个班上年纪比较大的学生，其它的学生都比我小，而且他们都还没结婚。 

所以没有人能回答。于是我举手说：「我倒看见一些好处。」我告诉他们说，如果你有好

几个妻子，而她们个个都很能干，那么你可以让她们都出去工作，这样你就不需要去上班

赚钱了！不是就可以天天在家享福嘛。尽管我可以看到一些一夫多妻制的优点，但我还看

到更多的问题，让我试一试一夫多妻的想法改变了过来。 

我们发现圣经这里没有强烈反对一夫多妻制。当时的文化甚至有点接受一夫多妻制。当

然，在所罗门王的时代，一夫多妻制发展到了极致。在进入新约时代后，人们对神在这方

面的旨意才越来越清楚，在教会发展起来时，一夫多妻就被明确禁止了。 

在教会里作长老的人，必须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并且懂得管理自己的家。在当时人们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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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接受的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中，一个男人有妻子，有情妇之类的事在社会上是司空见惯

的事。 

我们看见，拉结和她姐姐利亚争风吃醋，产生了许多的问题。拉结虽然得到更多的宠爱，

但仍然不好过。这样的生活容易造成彼此间的感情伤害。所以他们生活在一起实在相当不

容易。 

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

〔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创世记 29：31－32） 

利亚的意思是虽然丈夫没有爱妹妹那么多。但你们看，我生了一个儿子。 

「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创世记 29：32） 

这难道不更加可悲么？她感到缺少丈夫雅各的爱，所以心想：我为丈夫生了个儿子，现在

他总该会爱我了吧？她们二姐妹都在寻求爱。正如我前面说过的，这是一夫多妻制带来的

副产品。 

她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创世记

29：33） 

第三十一节里，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失宠」原文字面上意思就是恨，但是雅各并不是真

的恨利亚，只是他对利亚的爱没有对拉结那么多。 

她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

名叫西缅。〔就是听见的意思〕（创世记 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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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他的儿子起名叫西缅，意思是耶和华因为听见了她的祷告。 

她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

我联合。」她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就是

赞美的意思〕这才停了生育。（创世记 29：34－35） 

这些男孩子的名字都是在表达他们的母亲心里的渴望：被接纳和被爱。她这几个儿子可能

连续四年内出生，每年一个。 

第卅章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姊姊，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

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作主呢？」（创世记30：1－

2） 

他们夫妻之间有了口角，为什么？因为拉结没有生孩子，觉得是自己的耻辱。 

拉结说：「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

孩子。」拉结就把她的使女辟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她同房。辟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

个儿子。拉结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她起名叫

但。〔就是伸冤的意思〕（创世记 30：3－6） 

但的意思是神是审判者，拉结替她的儿子取这个名字，因为她宣告说：「神替我伸了

冤。」 

拉结的使女辟拉又怀孕，（创世记 30：7） 



9/22 

创世记第廿九至卅一章 

 

辟拉可能和利亚在同一个时段怀孕生子，这次她又怀孕了。  

（辟拉）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

起名叫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悉帕给雅各为

妾。（创世记 30：7－9） 

两个太太争风吃醋，还要把使女给雅各，雅各真得是忙得不可开交呀。 

利亚的使女悉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迦得。〔就是

万幸的意思〕（创世记 30：10－11） 

利亚的使女悉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阿，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

的。于是给他起名叫亚设。」〔就是有福的意思〕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风茄

（创世记 30：12－14） 

流便现在大概有七岁了，他是老大，在收割的时候，他去田里帮忙。 

流便往田里去寻见风茄，（创世记 30：14） 

据说风茄是一种橘红色的水果，生长在矮树丛，据说风茄有催欲和壮阳作用，所以有人就

给风茄取名叫爱情苹果。 

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风茄给我些。」（创世记 30：14） 

拉结想也许这风茄可以使她怀孕， 

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么，你又要夺我儿子的风茄么。」拉结说：「为你儿

子的风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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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茄，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

（创世记 30：15－16） 

这里又看到了一夫多妻制的问题。只是雅各置身在两个太太中间，他好像也没什么埋怨。

也许她们姊妹俩争着要得到他的注意，反而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这晚，他和利亚睡在一

起。 

神应允了利亚，她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

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萨迦。〔就是价值的意思〕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

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

于是给他起名西布伦。〔就是同住的意思〕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她起名叫底拿。（创

世记 30：17－21）  

究竟她们有没有生女儿或是生了几个女儿，我们都不知道。可以确定的是雅各确实有女

儿。在后面的圣经中会提到这一点，但没有提及她们的名字。只有底拿被记下来了。因为

她后面的故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它的都是默默无名，因为在当时女孩子是不被

重视的，只有男孩才被看重。 

事实上，当一个孕妇开始阵痛的时候，她的家人，亲戚，好朋友都会聚在一起，有人带酒

来，有人带肉来，带各种的美味，大家一起吃饭，等到孩子生下来。如果发现是个男孩

子，就会再大摆宴席，庆祝一番。 

如果是女孩，客人们就把东西收拾起来，各自回家去。这与现在相差实在太远。事实上，

借着耶稣基督，人类文化才能有这么大的变化。是主耶稣基督让世界各处不再有性别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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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歌罗西书 3：11） 

在基督里，大家都一样，没什么不同，人人都是平等的。不只是性别，还包括整个人自

身。神最不喜欢某一个人被高举，高过其它人。让他自高自大，自以为比别人强，这种态

度是所神厌恶的。祂要我们彼此尊重，人人平等。 

保罗说，我们没有差别，彼此都相似，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需要

救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的救赎。 

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加拉太书 3：28） 

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平等的，都在主耶稣里合而为一了。这是多么美的事啊，基督

为我们所作成的工就是，祂使大家在主里都有价值，祂用宝血重价将你我赎了回来。 

赎价是这么高，祂说：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甚么益处呢？」（马可福音 8：36） 

主在这里所说的是你和你的灵魂。你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比全世界都更可贵，所以祂为我们

付出了高昂的赎价。祂看你为宝贝。 

一夫多妻制会带来许多问题。， 

神顾念拉结，应允了她，使她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

他起名叫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创世记

30：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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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结希望神给她更多儿子。她为孩子取的名字说出了她的心愿——为雅各再生几个儿子。 

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30：25） 

这个时候，雅各的大儿子流便一定没超过十二岁，因为雅各作完了七年的工，又为拉结的

嫁妆再作了六年的工。他前后一共为拉班工作了二十年。他结了婚七年，减去怀孕的九个

月，到他服事拉班满二十年的日子，他的大儿子流便应该还很年轻，大概才十二岁。 

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他家里有很多小小孩跑来跑去，何况我们还不知道他有多少女儿，但是

至少有十二个孩子。当然，约瑟还不能下地跑。 

雅各对拉班说： 

「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创世记 30：25） 

雅各在说什么呢！这个时候他还没离开，仍在服事拉班。就是说这个时候流便也许只有七

岁大。他的这些孩子都是在这七年之间出生的。现在又生了一个小的，特别得宠。在这个

关口，他说请打发他走，叫他回到我本乡本土去。结果又和他舅舅多定了六年工期。这时

约瑟已经出生了。 

「请你把我服事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事你，你都知道。」拉班

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创世记 30：26－

27） 

这里对雅各说“算定”是指从他的偶像那里知道，或是通过魔法知道的意思。 

「耶和华赐福与我，是为你的缘故。」（创世记 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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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班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他可能立了偶像，并寻求偶像来指点迷津。所以，他说自己算出

来，明白了， 

「耶和华赐福与我，是为你的缘故。」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创世记

30：27－28） 

意思是说：你要多少工价，尽管说。 

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事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未来之先，你所

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与你。如今，我甚么时候才为自己兴

家立业呢？」（创世记 30：29－30） 

换一句话说，雅各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忘记，我刚来你家的时候，你并没有什么财富，你只

不过有一小群羊而已。因为我的辛勤劳动，现在你增加了大量财富，有了许许多多牲口。 

拉班说：「我当给你甚么呢？」雅各说：「甚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

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创世记 30：31） 

现在我也不要你什么东西，我只想跟你立个协议。 

「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

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价。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

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

来。」拉班说：「好阿。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

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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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创世记 30：32－36） 

雅各说：「从今以后，凡我放牧的羊，有斑点的羊都归给我，那些没有斑点的、纯色的羊

都归给你。」拉班说：「好！就这么办」。可拉班出去后，立刻就把所有斑点的羊都挑了

出来，带到有三天路程远的地方。这样，它们就不会跟雅各所放牧的纯色羊杂交。拉班把

所有斑点的羊都留给了自己。没给雅各留下一只。雅各那里剩下的全是纯色的羊群。 

雅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公义的神来为他辩屈。换句话说，就是神会祝福他，因为他

有神的应许： 

「你去吧，我必与你同在。」 

他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所以他确信神会帮他解决面临的难题。他也累积了一点让羊交配的

经验。这么多年下来，他跟羊群一起生活，协助牠们交配，学会了一些给羊配种的知识，

就如与显性遗传、隐性遗传相关的特点等。现在，他就用这些知识来培育自己的羊群。 

「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创世记 30：33） 

他心里想，时间自会显明公道，他相信当他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神一定会证明他在牧养

羊群这件事情上是公义的， 

拉班说：「好阿。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创世记 30：34） 

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

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饮羊的水沟

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牝牡配合。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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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

处，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

着枝子配合。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

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创世记 30：36－

43） 

有人认为雅各是在给羊做孕前工作，做一些有白纹的枝条等等，让羊对要生的小羊有一种

印象。在希伯来文里，「怀孕」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使人产生热情。而我们确实知道，放

一些有白纹的枝条在动物面前时，便让它们想交配。 

因此很可能他所做的是想把羊的情绪被挑起来，就愿意交配，不只是给它们做孕前工作。

他似乎明白基因结构及隐性遗传等事，让隐性的与优势的羊交配，就产生出有斑点的羊等

等。他很聪明，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毫不怀疑。在强壮的羊前面才放置有白纹的枝条，让它

们生出有斑有点的羊来。让弱小的羊去生纯色的小羊。这样雅各就得胜了。 

第卅一章 

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

得了这一切的荣耀。」〔荣耀或作财〕（创世记 31：1）  

换句话就是，拉班的儿子们在埋怨：「唉，那些好的羊都是我们父亲的羊，但是给雅各偷

去了。」事实上雅各没有偷，是雅各和拉班事先讲好的。现在他们看见雅各富裕了，就非

常嫉妒，眼红，看啊，这些有斑有纹的都是比较强壮，比较健康的。话语中充满了嫉妒。 

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创世记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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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气氛和关系都不一样了，雅各的岳父，他的态度变得很不友善。 

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创世记

31：3） 

现在雅各听见主对他说话了。他看见了拉班的脸色和态度都与以前不同，又听见主叫他回

老家去。 

雅各就打发人，叫拉结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创世记 31：4） 

他不想在帐棚里讲话，怕给别人听见，所以就叫他两个太太到田里去谈话。 

（他）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向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  神向来与我同

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事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

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作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

『有纹的归你作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

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

（创世记 31：5－10） 

也就是说神在梦中指教他怎么使这些羊怀孕。 

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

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作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

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罢。」

（创世记 3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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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离开这里，回到你本地本乡去吧。」 

拉结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分么，还有我们的产业

么？」（创世记 31：14） 

她们意思是说：我们的父亲已经把我们的嫁妆都用掉了，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我们

一无所有。 

「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么。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创世记 31：15） 

父亲已经把我们的嫁妆都用掉了。对我父亲来说，我们不过是外人，不是家人。 

「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 神所吩咐

你的，你只管去行罢。」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

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

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创世记 31：16－19） 

她父亲家中的像是偶像。 

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

山行去。（创世记 31：20－21） 

基列山脉在加利利海的西边一直延伸，大约到三百英里以外。雅各就带了他一切所有的，

往基列山去。因为带着牛，羊，家眷等等，当然不会走得很快。如果一天走十五到廿英

里，就算是很不错了。  

那个时候，他的岳父剪羊毛去了，三天之后才发现。他到离家南边九十英里远的地方去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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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所以雅各就趁这个机会逃走。等到拉班知道以后，他也不能立刻放下剪羊毛的工

作，所以只好匆匆忙忙地把事情办完，然后才能上路去追雅各一家。当然，他一定是气急

败坏地追赶，所以追得很快，在离家三百英里左右的地方，终于赶上了雅各。他们在基列

山碰面了。 

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七日，在基列

山就追上了。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

歹。」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棚。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

棚。拉班对雅各说：「你作的是甚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

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你为甚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

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创世

记 31：22－28） 

其实本来拉班心里有别的打算，他也许想用强制的手段把雅各的一切都夺回来，甚至考虑

把雅各杀掉。但是神在夜间梦中告诉他，不要向雅各说好说歹。对拉班来说，这是很难做

到。他见到雅各时，虚情假意地说：「你为什么要偷偷的溜走呢？我还没有跟我的外孙们

亲嘴道别呀，我们应当为你们饯行。」事实上，他并不是这么想，他永远不想让雅各自

由。或许他会把雅各一切所有的都留下，让他一个人，身无分文地离开！但因前一天晚上

神向他施加了压力，不准他伤害雅各，所以他就表现得很伤心，很难过的样子。 

他说： 

「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 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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歹。』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甚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雅各回答拉班说：

「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创世记 31：29－31） 

雅各心里担心是对的。拉班很可能会把他的两个妻子和所有的牛羊都抢回去。 

「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

这里有甚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神像。」（创世记 31：

32） 

雅各说：让大家来作见证，你可以搜我所有的一切，你如果看见任何属于你的东西，你都

可以拿回去。我不想要你的任何东西。拉班却责怪雅各偷了他的偶像。 

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神像。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棚，都没有搜

出来。就从利亚的帐棚出来，进了拉结的帐棚。拉结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驮篓里，便坐

在上头，拉班摸遍了那帐棚，并没有摸着。拉结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

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寻神像，竟没有搜出来。」（创世记 31：32

－36） 

现在该雅各出气了。 

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甚么过犯，有甚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我。你摸遍了

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甚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

我在你家这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

（创世记 31：36－38） 

他说他在牧养羊群的时候是多么尽心尽力。尤其是当羊有身孕的时候，如果照顾不当，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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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会流产，会落胎，但是他向来都格外小心勤奋地照顾这些羊，以致于从来没有一只羊

掉过胎。并且，牧羊人有权利在饿的时候偶尔杀一只羊来当作食物。但是雅各说，他从来

没有吃过任何一只拉班的羊，他又对拉班说，他是绝对忠心地牧养了那些羊群，也很诚恳

地服事了拉班二十年之久。 

「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创世记 31：39） 

如果牧羊人在守夜的时候，有野兽来撕裂任何一只牛，一只羊，他们就必须把这只动物的

尸体带回去给主人看，证明是被野兽杀害的。这样他就不需要赔偿，而主人就必须承担损

失。但是雅各说：「我从来没有把任何被杀的羊带回来给你。」 

「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创世记 31：39） 

拉班什么事都要雅各负责。 

「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创世记 31：40） 

不管白天太阳多么晒，多么热，他都得牧羊，夜里不管多冷，他也要牧羊，二十年的光

阴，他受尽了户外牧羊的一切艰苦。 

「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

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事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事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

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 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

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

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

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作甚么呢？来罢，你我二人可以立约，作你我中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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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创世记 31：40－44） 

我相信我有权利拥有这一切，可是我没有办法作什么，所以我们两个人还是立个约吧。 

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

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石堆为伊迦尔撒哈杜他，雅各却称那石堆为迦累得。

〔都是以石堆为证的意思〕（创世记 31：45－47）  

雅各是用希伯来文，拉班用亚兰文，这一堆石头就叫作见证石堆。 

拉班说：「今日这石堆作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迦累得，又叫米斯巴，意思

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

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作见证。」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

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作证据，这柱子也作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

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创世记 31：48－52） 

这里就是一个分界线，你不要犯界来侵害我，我也不犯界去侵害你。 

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鹤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

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

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创世记 31：

53－55） 

在四十九节，这个「米斯巴」被基督徒用作问候语。很悲哀的是，这不是一个很愉快的

事。「米斯巴」听起来很美，意思是我们离别以后，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好像我们

现在要分离了，神看顾你，也看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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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你读这个故事就知道他上下文的意思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的意思是说：「我知道

你是一个很坏的人，我对你没有办法，现在你要离开了，我没有办法再监视你，所以只好

让神来监视你，如果你作了什么错事，愿神惩罚你」。 

所以，你再听见基督徒对你说「米斯巴，」我想你可能再也笑不出来了。这个意思并不是

说我们分别了，神会看顾我们。而是说我就让神来管你吧，我没办法管你了。 

好，创世记第三十一章就在这里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