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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第三十七至三十八章 

第三十七章 

请各位翻开圣经创世记第三十七章，  

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记略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

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辟拉，悉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

给他们的父亲。（创世记 37：1–2） 

这样约瑟和他哥哥们的关系就十分紧张。雅各因为非常爱约瑟的妈妈拉结，所以约瑟一出

生，立刻就成了雅各最疼爱的儿子。雅各也毫不掩饰自己对约瑟的偏爱。 

现在约瑟十七岁了，开始跟哥哥们学习怎么牧羊。但是他看见哥哥们常常偷懒，就到父亲

那儿去打小报告，把哥哥们的情形告诉父亲。他这样做，哥哥们当然很生气。有一个打小

报告的兄弟，你肯定不能随心所欲。 

这里，第二节圣经简单明了，让我们看到了约瑟的哥哥们讨厌他的原因。约瑟是典型的乖

孩子，哥哥们则都是坏孩子。约瑟常常在哥哥的背后打小报告，引得哥哥们都恨他。 

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

（创世记 37：3） 

「彩衣」的希伯来原文是个特别的词，人们不知道到底怎么翻译它。「彩衣」的翻译出自

马丁路得。但英王钦订本以来，人们发现了更多古时的记录，觉得这个词翻译成「有袖子

的外衣」似乎更准确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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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袖子的外衣」代表领袖身分。掌权者才穿有袖子的衣服。因为穿有袖子的外衣不方便

做事。所以劳工阶层的人往往穿没有袖子的衣服，而在上掌权者才穿有袖子的外衣。雅各

为约瑟做了这件有袖子的外衣，给约瑟的哥哥一个讯息：他们的父亲想让约瑟今后做他们

的领袖。 

这是雅各的打算。但这个想法不是出自雅各自己，而是神的意思。在著名的创世记第四十

九章中，雅各最后交待了为什么约瑟的哥哥们不能像约瑟这样得到祝福的原因。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创世记 37：4） 

这个家庭中，兄弟之间就产生了怨恨，甚至敌对情绪。这是个大问题。兄长们都没什么好

话跟他说。毫无疑问，哥哥们对他的态度和行为一定让他受了很多苦。你能想象有十个哥

哥因你受父母的宠爱，嫉妒你、恨你的情形吗？ 

我们的女儿秀容有两个哥哥，他们让她受了很多苦。因为他们认为她最受宠爱。这一点我

不能全部否认。但她的哥哥因为她在家中受宠让她受了许多苦。就因为她在家里占有优势

地位。 

但是约瑟至少要忍受十个哥哥对他的敌意和憎恨。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好好跟他说话。你

可以想象他们对约瑟的态度，也可以想象他们可能有的行为，比如当他走过的时候故意把

他绊倒，或者用肘拐他一下。在约瑟生活中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一定使他生活得很不愉

快。 

还会有更复杂的问题产生。 

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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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田里捆禾稼，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

「难道你真要作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

恨他。（创世记 37：5–8） 

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了。 

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月亮，太阳，

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

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

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创世记 37：9–11） 

雅各默默地把这些话放在心里，心想：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些话到底有什么含意呢？ 

约瑟做的这个特别的梦，有助于我们了解圣经启示录里的一段话。启示录经常用比喻。在

启示录十二章中，约翰看见一个快要生产的妇人，身穿的衣服是月亮、太阳和十二个星

星。从约瑟的梦看来，这个妇人应当是指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些人试图将它作其它的解

释，但都不合乎圣经的本义。 

今天有许多人想要证明教会必须经过末世的大灾难，所以他们把启示录十二章的妇人解释

成教会。但是在圣经里没有这种说法。圣经里形容教会的地方，没有一处说有太阳，月亮

和十二个星星环绕她。又有人说那个妇人所生的男孩子是教会里的超级圣徒，他最后在大

灾难中被提升天。这些说法实在扭曲了圣经的本义。 

根据创世记三十七章的描述，启示录十二章里的妇人，应当是以色列民。我在解释启示录

时说过，如果那个妇人是教会，而她又是一个怀孕妇人，快要生产了。那就有了个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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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保罗说过，教会是贞洁的童女，教会将会当作一个童贞女献给基督，绝不是一个怀了

身孕的妈妈。所以如果要把启示录里的妇人解释为教会的话，那就真是大错特错了。其

实，圣经这里已经给出了解释的根据。 

圣经往往会给圣经自身作出最好的解释，这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创世记中的许多经文都

可以在圣经后面的书卷中看到进一步的解释，或者得到进一步的丰富扩展。帮助我们了解

整本圣经，所以你所能买到的最好的解经书其实就是圣经本身。你必须学会以经解经，就

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 

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创世记 37：12） 

他哥哥们心里可能会这么想：「我们走吧。他脑袋里一定有毛病，还总作些怪梦。」哥哥

们没办法再忍受约瑟了。他们最后决定说：「我们到示剑去」。那里离他们所在的希伯仑

约六十七英里。 

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

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羊群羊平安不平安，

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仑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

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

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坍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

遇见他们在多坍。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

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创世记 37：13–19） 

约瑟和他父亲肯定没想到哥哥们对约瑟的怨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他父亲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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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绝对不会让约瑟去找他们的，约瑟自己也会不愿去。现在他来到示剑，可是找不到哥

哥们，约瑟就到旷野去找。 

可以想象他也许在找人走过的痕迹，比如说有人走过的小路，或者是羊群的脚印，这样他

就可以知道哥哥们去了什么地方。他正在田野里找来找去时，有一个人问他： 

「你在找什么呀？」他回答说：「你知不知道我的哥哥们把羊群带到那里去了呢？」那个

人说：「我知道。我听见他们当中有人说他们要去多坍」。这样，约瑟就开始往多坍走，

那是再往北约廿英里的地方。现在他离开家快九十多英里了， 

现在他的哥哥们看见他来了，大家就商量要把他杀掉。他们说： 

「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

样。」（创世记 37：20）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哥哥们因为他所做的梦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了。那个梦说：他们

都要向约瑟下拜。所以他们说：「好，我们把他杀了以后，看看将来他的梦怎么实现

吧。」当然，有人从这段经文看到说，约瑟预表耶稣基督，同时撒旦却要千方百计除掉耶

稣，想看神的计划到底如何实现。然而，神的计划却正好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得以完成。 

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

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

把他归还他的父亲。（创世记 37：21–22） 

因为流便是老大，所以他有责任向父亲交代弟弟的行踪，当他看见其它的弟弟们决定要杀

约瑟，他知道他有责任救这个小弟弟脱离大家的怒气，因此他提出了这个权宜之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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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可杀他，就把他丢在大坑里让他活活饿死好了，这样你们的手就不会沾人的血

了，你们让他死在坑里吧！」 

其实他打算等一会儿再回来，把约瑟从坑里救出来，然后把他平平安安地交给父亲。 

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创世记 37：23） 

就好像兵丁分耶稣基督的外衣，为里衣拈阄一样。 

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创世记 37：24） 

这可能指的是一个蓄水池，在那一带到处都有蓄水池，为了存水用的，有些蓄水池是从大

岩石里挖出来的，也有些蓄水池根本没有办法存水，所以是干的。这样，他们就下了决

心，把约瑟丢进了一个空的蓄水池里。 

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

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

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

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创世记 37：25–27） 

犹大的意思是要救约瑟还是想赚钱？我们不清楚，但是他确实建议不要杀约瑟。他建议

说：如果把约瑟卖了，我们还可以赚一点钱；如果把他杀了，我们什么好处也得不到。不

如卖掉，我们还可以赚一点钱。犹大的动机是不是纯正，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我们看到的

只有一桩买卖。 

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二十舍客勒银子，把约

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创世记 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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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被哥哥们弃绝出卖像征主耶稣基督被弟兄出卖，被犹大以三十两银子出卖。 

这时，约瑟大声地哭泣喊叫，恳求哥哥们可怜他，不要卖掉他。哥哥们却硬着心，不理会

他的哀求。据创世记四十二章，约瑟后来在埃及作弄他的哥哥们，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最后他们才彼此说：「是啊，我们是罪有应得。当初我们对我们的小弟没有一点怜悯的

心。」 

他们说：「我们在我们的小弟的事上犯了大罪啊，那时候我们看见他多么痛苦，多么伤

心，他恳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完全不愿意同情他，所以今天这个灾难就临到我们身上

了。」（创世记 42：21） 

让我稍微讲详细一点。约瑟后来成了埃及的宰相。他的哥哥们为买粮食来到了他那里，但

没有认出他就是约瑟。当然会这样，因为都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他哥哥们卖他的时候，他

只有十七岁，而他进到法老皇宫时已经有了三十岁。 

紧接着是埃及七年大丰收。所以约瑟从他的哥哥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以来，至少已经过去二

十年了。他现在年纪已经大了，成熟了，无疑也留了埃及人的发型和胡须。所以他的哥哥

们认不出他是他们的小弟弟。可约瑟却认出了他们。他通过翻译与他们说话，不让他们认

出他来。 

接下来，他就开始让哥哥们吃苦头。他说：「你们不是兄弟，是来埃及作探子的，我一定

要把你们都杀掉。」他就这样让他们受了一段时间的苦。他的哥哥们就用希伯来文交谈，

并不知道约瑟听得懂他们说话。                                                                                      

他们说：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真是不错。人真的没办法逃脱自己所犯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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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把可以把以前犯的罪都隐藏在内心的隐密处，想摆脱它，但却行不通，内疚总会表

现出来。 

也许以神经质的行为表现出来，也许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反正总会表现出来

的。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除掉内心的罪疚，那就是向耶稣基督认罪，然后接受祂的赦免。接

受主耶稣，才是唯一除去罪疚的方法。 

所以，二十年过去了，约瑟哥哥们心里仍然有罪恶感。他们一想起当时看到约瑟伤心和无

助，但他们却丝毫没有同情，心里就深感内疚。当时，约瑟确实是苦苦哀求，恳求他们，

也不停地流泪哭泣，但他的哥哥们却一点都不动心，他们的心好像石头一样刚硬。 

当约瑟被以实玛利人的马队带走的时候，也许已经被套上了锁链，与其它奴隶套在了一

起。他一再回头，一再哭泣喊叫，一再恳求，但他们却不为所动。 

在他被哥哥们商议卖掉的时候，大哥流便显然到其它地方去了。 

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

往那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

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

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

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

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创世记 37：29–35） 

雅各是一个骗子，为了得着所有的福份，他欺骗了自己的哥哥，也欺骗了父亲。没想到他

最后的结局是被别人骗，他曾经被他岳父拉班欺骗，现在又被他自己的儿子们欺骗。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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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的儿子一句话都没说，他们只是让这个老人自己去下结论。 

他们只是拿了那件血染的外衣给他看，问他认得吗，是你儿子的吗？然后他们就让他自己

下结论。结果雅各认为是野兽来杀了他的儿子，把约瑟撕成碎片了。这是他自己的结论。

他的儿子们就让他相信这个结论。虽然他们没有说话，但他们却欺骗了自己的父亲。所以

欺骗别人的人必被别人欺骗。 

三十七章最后一节似乎是多余的。只是告诉约瑟去了什么地方，作全章的结束。接下来三

十八章是一个可以独立成编的故事。  

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创世记 37：36） 

护卫长在希伯来文就是太监的意思， 

三十八章告诉我们一些有关耶稣基督祖先的历史背景。我们看到，虽然约瑟是一个非常优

秀的人，但是他也没有「弥赛亚从他而出」的福气。弥赛亚要从犹大支派出来，不是约瑟

支派。 

神是按着祂自己的拣选，选择了犹大支派。这是因着恩典，而不是因着行为。这让我们能

稍微深入地认识犹大，并看见基督的祖先并不是完全纯洁。在耶稣的家谱中有好几个外人

加进来。如果是你我要为自己的儿子选择一个家庭背景的话，也许不会考虑这样的家族。 

但是为了让我们更容易与耶稣基督认同，神没有选择一个十全十美的家族让耶稣降生。而

选择了一个不完美家族，好让我们可以更容易认同基督。 

第三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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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

南人名叫书亚的女儿，就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创世记 38：1–2） 

按一般的习惯，如果你要娶一个妻子，就得请父亲为你预备彩礼，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

但是犹大却不想这么麻烦，他看见这个叫书亚的女人长得漂亮，就决定说我们就住在一起

好了，你就作我的妻子。这样，他们就同居了。 

 

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示拉。她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悉。（创世记 38：5） 

基悉离希伯仑大约有八英里路的距离。犹大跟书亚生了三个儿子，他们的名字叫珥，俄南

和示拉。犹大被神拣选，是耶稣基督家谱的一份子，可书亚不是神所拣选的。她是犹大自

己选的。他一看见这个女子，就被吸引住了。于是他们就同居在了一起，生了三个儿子。 

在神的计划里，并没有要书亚成为基督家谱的一份子，所以犹大的行为明显不合神的心

意。 

可以想到的是，书亚是一个迦南女子，肯定和迦南的偶像脱不了关系。犹大可能以为自己

可以改变她，让她来信耶和华。但没想到他的妻子并没有被改变。犹大给第一个儿子取一

个希伯来的名字，可第二个、第三个儿子都由他们的母亲取了迦南名字。这就告诉我们，

他妻子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犹大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从他的后裔出来，就去为他的长儿安排，娶了一个女子，名字叫

他玛。 



11/16 

创世记第三十七至三十八章 

犹大为长子珥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珥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创世记 38：6–7） 

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珥行了什么恶，也没有详细说神让他怎么死的，只说耶和华让他死

了。我个人认为神不要弥赛亚从书亚的后代而出，所以神就让珥死了。 

依照当地的规矩，如果一个男子死前没有儿子，他的兄弟必须有一个人负起责任，娶他活

着的妻子，然后生一个儿子，就归在死去的兄弟名下，替他承受产业。这个规矩很多年以

后也被列在犹太律法里。不过这个规矩在比犹太律法更早的汉谟拉比法典等法规中也存

在。可是已经在当地成了众人接受的风俗，后来又被收入摩西律法之中。 

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

后。」（创世记 38：8） 

俄南是珥的弟弟，他必须娶他玛为妻子替哥哥生子。于是他娶了他玛。 

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遗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

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创世记 38：9–10） 

有人根据这段经文说手淫是犯罪的行为。但圣经这里完全不是说耶和华因为这个原因杀了

俄南。有趣的是，关于手淫和遗精圣经只字不提。另外，还有人根据这段经文提出：夫妻

行房时突然中断是一种罪。但实际上，神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俄南死去。 

神杀俄南完全是因为他不肯顺服神的律法，不愿意为死去的哥哥生子立后。他违背了神的

律法，所以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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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手淫和夫妻行房时突然中断这两件事，圣经从头至尾保持着沉默。圣经不说的，我们

最好也不要乱说。只能按着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五节所说的： 

只是各人心里要意志坚定，（罗马书 14：5）. 

至于计划生育，一个家庭应当有几个小孩，或者用什么方式节育，这都应当让各个家庭自

己去决定，圣经并没有对这些事作出过详细的指示。圣经没有特别明文规定的事，我们最

好不要把它当作特殊事情处理。只要各人在神面前确信自己所做的是对的就行了。 

因此，一定要让夫妻自己决定要生几个儿女，要用什么方式节育。我认为神在这些事情

上，愿意我们用祂赐给我们的智慧。而且我相信，夫妻之间的性行为并不应当只限于生儿

育女一个目的。因为神创造男人和女人，祂愿意他们在合适的性生活中带给彼此快乐，更

加相亲相爱。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告诉了我们一个一般原则：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希伯来书 13：4）. 

因此在哥林多书里保罗教导说，应当由夫妇自己决定亲近的次数。只是应当小心，不要分

房太久，以免被撒旦趁机引诱，陷入罪中。 

创世记三十八章这里，俄南和他玛同房时遗精在地上。神就杀了他。这段圣经要根据上下

文来理解。不能解释成手淫遗精及夫妻中断行房是犯罪。事实上是因为俄南不遵守神的律

法，替死去的哥哥继续生子。 

这才是他被神击杀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让孩子们在这里的原因，因为这些事只能

向成人来讲。圣经里的这些事我们也不应当回避和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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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

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妇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

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创世记 38：10－11） 

示拉年纪太小，还不能结婚。他是最小的儿子，但这时候犹大心里另有忧虑：他有两个儿

子都因为娶这个女人而死了。他不想再冒险，失去第三个儿子。所以，他就对他玛说：

「妳回妳父亲家里去住吧。」之后，他只想把他玛给忘了，丢到脑后，听之任之。  

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书亚的女儿死了。（创世记 38：12） 

犹大娶的这个书亚的女儿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女子。她死的时候很年轻。那时，犹大差不

多只有四十岁。 

犹大得了安慰，就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创世记 38：12） 

他没有替她哀哭太久。可能他们的婚姻后来也不太好。在神的计划里书亚没有被列入弥赛

亚的祖先，她是个迦南女子，从来没有信过真神，而且给家人的不良影响也越来越大，神

就让她年轻的时候去世了。居丧期过去之后，犹大就出门参加剪羊毛的聚会。那是男人们

一年中的欢乐时刻。大家剪完羊毛后，就大吃大喝庆祝一番。 

犹大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

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作寡妇的衣

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创世记 38：12–14） 

他玛的公公对她不义。现在示拉已经长大成人，应当娶她为妻了，可是他们父子二人都没

有动静。于是，她就想办法来达到自己目的。她戴上面纱，坐在亭拿的路上，假装偶像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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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妓女。 

在迦南地，妇女在偶像庙前作妓女是很平常的事。甚至已婚的妇女，都要在一生当中安排

一段时间到偶像庙前作妓女，以此来敬拜她们所谓的生育之神、丰饶之神。妇女们作庙前

的妓女算是她们对这个神进行敬拜的部份责任。现在他玛就戴上了妓女的面纱，坐在亭拿

的路上。 

犹大看见她，（创世记 38：15） 

也许他玛盼望示拉过来让她碰到。她正好就用这个方法来抓住他。但没想到来的人竟然是

她的公公。因为他的太太不在了。 

（他）以为她是妓女，因为她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

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

「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

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

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创世记 38：15–18） 

他玛跟犹大谈交易：「你给我什么当凭据呢？」现在，我们的结婚戒指就是这样来的，它

是表示彼此诚意的信物。信物的目的就是表示：我给你一个承诺。现在我给你一个信物，

表示我的真诚。所以结婚戒指就是一个信物，表示对婚约的真诚，对婚约的诺言。婚礼中

的戒指就是保证你们会信守你们的誓言。这样，犹大和他玛同寝，他玛就怀了孕。 

他玛起身离开后，把面纱拿下来，换上了自己守寡的衣服。犹大回去以后，不好意思自己

回来取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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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就

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那里？」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他回去

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她，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

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她。任凭她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 (创世记 38:20-23) 

犹大就想：「唉：那就算了吧。让她留着当头好了，不要再追究了。再追究下去我的面子

也很难看，至少我的心意是要送她小山羊羔。既然找不到她，那就算了吧，我们都已经尽

力了。」 

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妇他玛作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

说：「拉出她来，把她烧了！」（创世记 38：24） 

关于他玛的事，犹大总是觉得不舒服。终于，他逮到一个机会可以把她干掉。可是没想到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

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她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

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

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

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

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

（创世记 38：25－30） 

他玛生了一对双胞胎。很有意思的是，先伸出一只手来的孩子又退了回去，结果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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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先出来。而这个先出世的儿子，就是延续基督家谱的人。我们看见，书亚跟她生的三

个儿子都被摆在一边，在基督家谱中无份，反而是从他玛生的法勒斯延续了基督的家谱。 

神终于把事情带回到祂原来的计划中。在绕了一个漫长的大圈子后，神在我们的生活中，

总有祂奇妙的方法把我们带回到祂的计划里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创世记三十八章要记录在圣经里。我相信神一定有祂的美意，也许其中一

个目的就是，要让人看见基督是来自一个非常普通、平凡的家庭。这些人都不是十全十美

的人。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认同基督。也许神另外的目的是，让我们看见祂可以超越

人所犯的一切错误，完成祂自己的旨意和计划。 

犹大以他的血气娶了书亚的女儿为妻。可是神不让她与神的儿子有任何关联，他玛才是神

所拣选的，在绕了一个大圈子后，神终于把他玛引入到记录里面。他玛的儿子就是耶稣基

督家谱里的一位祖先。 

在马太福音里，基督的家谱中一共有了四个女人。他们就是他玛，喇合，路得和乌利亚的

妻子。 

他玛是乔装的妓女，喇合本身就是一个妓女，而路得是一个摩押女子，乌利亚的妻子跟大

卫犯了淫乱罪。我们绝对想不到这四个女人会被列人类救主的家谱里去。但是神拣选了她

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