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讀經班：創世記 31-40 章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Genesis 31-40

王文堂牧師



一個屬靈的旅程 A spiritual journey

1. 以敬虔的心研讀神的話語，行在祂的旨意當中。

2. 願主的道興旺，主將得救的人數加給教會。

3. 願主賜福你讀經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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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班的目的
The purpose of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讀經班的目的是幫助你有系統地讀完整本聖經

1. 每週完成進度，讓聖經對你說話。

2. 上課的作用是複習經文重點，講解經文要義。

3. 隨堂測驗所考的是讀經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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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班守則 BRC code of conduct

1. 每次上課之前讀完進度

2. 參加隨堂測驗

3. 不無故遲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課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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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者的信念 A Bible reader’s conviction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
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
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3:16-17）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2 Tim. 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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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語的性質 The nature of God’s Word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
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 (living 
and enduring) 的道。（彼前 1 Pet.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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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語的性質 The nature of God’s Word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 (living and 
active)，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
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
和主意都能辨明。（來 Heb.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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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大綱 Genesis Outline

一、創造 Creation：世界的起源，1-11章

1. 創造: 世界、人類、婚姻、罪的起源 (1-2章)

2. 墮落: 罪的開始、加深、與擴散 (3-5章)

3. 洪水: 神對罪的審判 (6-10章)

4. 巴別塔: 人類的自高與種族的分散 (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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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大綱 Genesis Outline

二、救贖 Redemption：選民的起源，12-50章

1. 亞伯拉罕: 蒙揀選並以信心回應的人
(救贖計劃的開始)

2. 以撒: 繼承應許的人

3. 雅各: 蒙神恩待並開始以色列民族的人

4. 約瑟: 拯救全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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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讓井 Isaac yielded his wells

1. 埃色（相爭 Esek: dispute）
◦基拉耳的牧人與以撒的牧人爭競，說：「這水是我們的。」以
撒就給那井起名叫埃色（就是相爭的意思），因為他們和他相
爭。（創26:20）

2. 西提拿（為敵 Sitnah: opposition）
◦以撒的僕人又挖了一口井，他們又為這井爭競，因此以撒給這

井起名叫西提拿（就是為敵的意思）。（創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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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讓井 Isaac yielded his wells

3. 利河伯（寬闊 Rehoboth: room）

◦以撒離開那裏，又挖了一口井，他們不為這井爭競了，他就給那井

起名叫利河伯（就是寬闊的意思）。他說：「耶和華現在給我們寬

闊之地，我們必在這地昌盛。」（創26:22）

◦以撒讓井：從相爭到為敵，從為敵到寬闊，以撒越是相讓，
神越是使他昌盛。

◦以撒後來又在別示巴築了一口井，起名示巴（誓約），記
念他與亞比米勒起誓立約。別是巴就是誓約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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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在受苦之地昌盛

約瑟給兩個兒子取名，記念神在他身上的作為：

1. 瑪拿西 Manasseh: forget：約瑟給長子起名叫瑪拿西（就是

使之忘了的意思），因為他說：「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

我父的全家。」

2. 以法連 Ephraim: fruitful：他給次子起名叫以法蓮（就是使之

昌盛的意思），因為他說：「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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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井的故事 Stories of wells

1. 亞伯拉罕的老僕人在井邊遇到了利百家

2. 雅各在水井邊遇到了拉結

3. 耶穌在水井邊遇到了撒瑪利亞婦人

4. 以撒讓井，越讓越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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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以色列) Jacob, aka Israel



一個失和的家庭 A family in disharmony

1. 父母偏心：以撒愛以掃，利百加愛雅各，父母各愛一
個孩子

2. 兄弟反目：以掃和雅各是雙生兄弟，但卻反目成仇

3. 翁婆與媳婦不和：以掃娶了妻子，以撒和利百加卻因
以掃的妻子心裡愁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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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題家庭 Four problematic families

1. 多妻：亞伯拉罕，雅各

2. 妻妾相爭：撒拉與夏甲，利亞與拉結

3. 偏心：以撒偏愛以掃，利百加偏愛雅各，雅各偏愛約
瑟

4. 兄弟相爭：以撒與以實瑪利相爭，以掃與雅各相爭，
約瑟的兄長與約瑟相爭

5. 亂了倫理：羅得，猶大，流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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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The God of Abraham, the God of Isaac and the God of Jacob

1. 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
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
裔…(創28:13)

2. 又說：「我是你父親的神，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
各的神。」摩西蒙上臉，因為怕看神。(出3:6)

3. 論到死人復活，神在經上向你們所說的，你們沒有念過嗎？
他說：『我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
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太22: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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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貫穿創世記的一條線索
Covenant, a thread that goes through Genesis

1. 亞伯拉罕：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

遠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神。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必作他們
的神。(17:7-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
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
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

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
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22: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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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貫穿創世記的一條線索
Covenant, a thread that goes through Genesis

2. 以撒：耶和華向以撒顯現，說：「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

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這地，我必與你同在，賜福給你，

因為我要將這些地都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我必堅定我向你父

亞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

又要將這些地都賜給你的後裔。並且地上萬國必因你的後裔

得福。都因亞伯拉罕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

律例、法度。」 (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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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貫穿創世記的一條線索
Covenant, a thread that goes through Genesis

3. 雅各：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

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

你的後裔。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

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28: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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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的子孫 The children of Abraham

正如「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所以，你們要知道：

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

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 (加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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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的福 The blessing of Abraham

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

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

弟兄們，我且照著人的常話說：雖然是人的文約，若已經立定了，

就沒有能廢棄或加增的。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

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

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3: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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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絢爛的一生 The colorful life of Jacob

1. 抓取者雅各 Jacob the grabber

2. 欺騙者雅各 Jacob the deceiver

3. 流浪者雅各 Jacob the wonderer

4. 多妻者雅各 Jacob the polygamist

5. 瘸子雅各 Jacob the lame

6. 哀哭的父親雅各 Jacob the mourning father

7. 民族的父親雅各 Jacob the father of a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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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絢爛的一生 The colorful life of Jacob

雅各是抓著哥哥的腳跟出生的，這隻未出娘胎就會抓的手，成為他一
生的寫照。

雅各為人安靜，但卻工於心計，不是普通的心計。有些東西是天生的，
無人想去改變的，好比說，出生的排行。雅各卻在心中默默籌算，想
要逆天而行，由次子變為長子。他居然成功了！

雅各先以詭計騙走以掃長子的名分，再以詭計騙走父親給長子的祝福。
他因此而付出代價，流浪他鄉，二十年之後卻帶著四房妻妾、十一個
孩子和數不清的牛羊從他鄉回來。雅各名符其實，是個會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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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絢爛的一生 The colorful life of Jacob

雅各抓得最徹底的一次，是他與神摔跤，瘸了腿，但卻緊抓著神

不放，不給他祝福他就不鬆手。於是神給雅各祝福，並給雅各一

個新名字：以色列，一個與神較力的人。

接著而來的是一連串不幸的家庭事件：他的女兒底拿在示劍被人

污辱；他心愛的妻子拉結因難產而死；他的長子流便與他的妾辟

拉同寢；他最愛的兒子約瑟被兄長賣給人販子，卻騙拿著一件血

衣騙他約瑟被野獸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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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取者雅各 Jacob the Grabber

一個叫做「抓」的孩子，創 25:23-26

◦ 耶和華對他說：兩國在你腹內；兩族要從你身上出來。這族

必強於那族；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

◦ 生產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雙子。先產的身體發紅，渾身

有毛，如同皮衣，他們就給他起名叫以掃（就是有毛的意

思）。隨後又生了以掃的兄弟，手抓住以掃的腳跟，因此給

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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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的身分：創立民族的人
Jacob’s identity: Founder of a nation

1. 神將雅各改名為「以色列」，後來成為一個民族的名
字

2. 雅各的十二個兒子後來成為以色列的十二個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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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藉著雅各所啟示的真理一

揀選的恩典 The grace of election

1. 揀選是神的主權 The Sovereignty of God

2. 揀選是神的恩典 The Grace of God

3. 揀選是無條件的 Unconditional election
◦ 神對利百加說：「兩國在你腹內，兩族要從你身上
出來，這族必強於那族，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
（創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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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加爾文主義五要點
（這是加爾文的神學觀點，你可以不同意，僅供參考用）

1. Total Depravity 人性的全然敗壞

2.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無條件的揀選

3.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度的救贖

4. Irresistible Grace無法抗拒的恩典

5.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also known as Once Saved 
Always Saved)聖徒的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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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選的恩典 The grace of election

雙子還沒有生下來，善惡還沒有做出來，只因要顯明神揀選
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為，乃在乎召人的主。神就對利百
加說：「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正如經上所記：雅各是我
所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

這樣，我們可說什麼呢？難道神有什麼不公平嗎？斷乎沒有！
因他對摩西說：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誰。

據此看來，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
發憐憫的神。(羅馬書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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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藉著雅各所啟示的真理二

改變生命的大能 The power to change life

1. 雅各的本相：天生詭詐
◦ 以掃說：「他名雅各，豈不是正對麼？因為他欺騙了我兩

次…」（創27:36）

2. 雅各的進步：從求福到祝福
◦ 雅各求神祝福：雅各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

去。」（創32:22）
◦ 雅各給法老祝福（創46:10）
◦ 雅各給後代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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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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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祝福 Understanding blessings

1. 神是福氣的源頭： 「我親愛的弟兄們，不要看錯了。各樣
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
父那裡降下來的」 。（雅各書1:16-17）

2. 祝福是信心的祈禱: 以宣告的方式, 用信心為他人向神求福。

3. 祝福是神的心意：神要父親給孩子祝福，祭司給百姓祝福，
神的僕人給教會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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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掃 Esau

來12:16 恐怕有淫亂的，有貪戀世俗如以掃的，
他因一點食物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賣了。

新約聖經對以掃的評價是他「貪戀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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爛桃子 vs 光滑的彈珠
A rotten peach vs a smooth marble

一粒爛桃子，一顆光滑的彈珠。放在地上，一個又臭又爛，一個

閃亮可愛。將它們種在土裡，不久之後，種桃子的地方長出幼苗，
種彈珠的地方卻毫無動靜。數年之後，桃樹結滿了又甜又大的桃
子，彈珠卻依然靜靜地躺在土裡。為什麼？因為桃子雖爛，裡面
卻有生命。彈珠雖美麗，裡面卻沒有生命。

1. 雅各有如一顆爛桃子，雖然天性詭詐，卻看重屬靈的事

2. 以掃有如彈珠，雖然天性醇厚，卻看輕屬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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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梯的意義 The meaning of “stairway to heaven”

1. 天梯代表神的接納
◦ 神允許自己與雅各之間有通道存在，代表神接納人。

2. 天梯代表恩典的管道
◦ 天使在梯子上穿梭往來，代表神對雅各的恩惠與保護。

3. 天梯預表耶穌基督
◦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要看見天開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約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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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分別為聖 The consecration of Jacob

1. 祭壇的分別為聖：「雅各把所枕的石頭立做柱子，澆油在上
面。」(28:18)「澆油」是一種手續，將人或物分別出來，歸
給耶和華為聖。

2. 地點的分別為聖：「他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神的殿）；
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28:19）伯特利後來成為以色列
的敬拜中心，因雅各將其分別為聖，稱為「神的殿」。

3. 財物的分別為聖：「凡你所賜我的，我必將十分之一獻上。」
（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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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否允許多妻制? Does God allow polygamy?

問：亞伯拉罕有一妻一妾，雅各有二妻二妾，大衛和所

羅門都多妻，這是否表示神允許多妻？

答：神所設計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妻違背神的心

意，這樣去做的人要自己承受不良的後果。亞伯拉罕和

雅各都因多妻而引起家庭糾紛，大衛因多妻而使得後代

中發生淫亂和謀殺，所羅門因多妻而遠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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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否允許多妻制? Does God allow polygamy?

勿以「詭詐」待妻

雖然神有靈的餘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單造一人嗎？為何

只造一人呢？乃是他願人得虔誠的後裔。所以當謹守你

們的心，誰也不可以詭詐待幼年所娶的妻。（瑪拉基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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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EN WANG

排行 兒子 其母
名字的
意義

相關經文

1 流便

利亞

有兒子
利亞：耶和華看見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

必愛我。（創29:32）

2 西緬 聽見
利亞：神因為聽見我失寵，所以又賜給我這

個兒子。（創29:33）

3 利未 聯合
利亞：我給丈夫生了三個兒子，他必與我聯

合。（創29:34）

4 猶大 讚美 利亞：這回我要讚美耶和華。（創29:35）

5 但
辟拉

伸冤
拉結：神伸了我的冤，也聽了我的聲音，賜

給我一個兒子。（創30:6）

6 拿弗他利 相爭 拉結：我與姊姊相爭，並且得勝。（創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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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迦得

悉帕

萬幸 利亞：萬幸。（創30:11）

8 亞設 有福
利亞：我有福啊，眾女子都要稱我是有福的。

（創30:13）

9 以薩迦

利亞

價值
利亞：神給了我價值（報酬），因為我把使

女給了我丈夫。（創30:18）

10 西布惀 同住
利亞：我丈夫必與我同住，因我給他生了六

個兒子。（創30:20）

11 約瑟

拉結

增添
拉結：神除去我的羞恥，願耶和華載再增添

我一個兒子。（創30:23-24）

12 便雅憫
右手
之子

拉結難產，臨終前給兒子取名為「便俄尼」
（我苦難中的兒子），雅各給他改名為「便
雅憫」（我右手的兒子）。（創35:18）



雅各致富的原因 Reason for Jacob’s wealth

說法一：雅各致富是方法的問題。雅各在羊群飲水之處插

上剝皮露白的樹枝，這個作法的本身具有神奇的功能，使

得生下來的小羊都是有紋的，有點的，有斑的。

說法二：雅各致富是信心的問題。雅各在插樹枝的時候，

以「信心遠望術」(visualization)看到將來的成果，以致

於心中所想的成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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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致富的原因 Reason for Jacob’s wealth

說法三：雅各致富是自然的結果。純色的羊也有隱性的雜

色基因，所以很可能生出雜色的羊

說法四：雅各致富是神的作為。神要祝福雅各，事情就這

樣成就了。

哪一個說法是正確的？

WARREN WANG



拉班追趕雅各 Laban Pursues Jacob

雅各的二次逃跑
◦第一次逃跑：從故鄉逃往哈蘭

◦第二次逃跑：從哈蘭逃往故鄉

神像 Teraphim(複數，不止一座)
◦從米所波大米的努斯(Nuzi)出土的石版，顯明擁有岳父家中神
像的女婿事主要的產業繼承人

◦拉結偷神像，可能是希望自己的丈夫多得產業

◦拉班對雅各窮追不捨，是為了奪回神像

WARREN WANG



雅各給地方起名 Jacob naming places

WARREN WANG

地名 意義 經文

伯特利 神的殿 這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神的
殿，也是天的門。(28:17)

瑪哈念 神的軍 雅各看見他們就說：「這是神的軍兵」，
於是給那地方起名叫瑪哈念，就是二軍兵
的意思。(32:2)

毘努伊勒 神的面 雅各便給那地方起名叫毗努伊勒（就是神
之面的意思），意思說：「我面對面見了
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32:30)



雅各與神摔跤 Jacob wrestle with God

1. 人生最大的爭戰就是與神摔跤

2. 人生最大的勝利就是輸給神

3. 人的損失帶來神的祝福：雅各跛腳的時候也是他蒙

神祝福的時候

4. 新的名字帶來新的開始：雅各改名以色列的時候也

是日頭剛出來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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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的兩座壇 Jacob’s two altars

1. 伊利伊羅伊以色列：從「父親的神」到「我的神」

◦ 位於示劍，意思是「神，以色列的神」。雅各此時已經改

名為「以色列」，從前他稱神為「亞伯拉罕的神」，「我

父親以撒的神」，如今他稱神為「以色列的神」，神終於

成為他自己的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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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的兩座壇 Jacob’s two altars

2. 伊勒伯特利：從「神之殿」到「殿之神」

◦ 位於伯特利，意思為「伯特利的神」。伯特利的意思是

「神之殿」，伊勒伯特利是「神之殿的神」。雅各的注意

力不再停留在殿，而是在神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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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劍的悲劇 Tragedy at Shechem

1. 少走了一段路: 神叫雅各回到「你祖你父之地」

（31:3），也就是希伯崙。雅各卻半途而廢，在示劍

支搭帳棚。

2. 安逸中的不幸: 底拿去見當地的女子，結果卻受到當地

的族長希未人哈抹之子示劍的污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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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劍的悲劇 Tragedy at Shechem

3. 族長的沉默: 在復仇的過程中，雅各沒有參與，但是也

沒有制止。

4. 流人血者遭受咒詛: 復仇使者西緬和利未受到父親臨終

時的咒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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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結與雅各 Rachel and Jacob

七年的苦等

無子的愁苦

生產的艱難

蒙福的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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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亞與雅各 Leah and Jacob

一生的失寵

死後的同葬

彌賽亞的祝福

他又囑咐他們說：「我將要歸到我列祖那裡，你們要將我葬在

赫人以弗崙田間的洞裡，與我祖我父在一處， 就是在迦南地幔
利前、麥比拉田間的洞；那洞和田是亞伯拉罕向赫人以弗崙買
來為業，作墳地的。他們在那裡葬了亞伯拉罕和他妻撒拉，又
在那裡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裡葬了利亞… 
(49: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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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頭剛出的時候，雅各經過毘努伊勒，

他的大腿就瘸了。Now the sun rose upon

him just as he crossed over Penuel, and he

was limping on his thigh. (創 Gen. 32:31)

人生如歌 Life is a song

蹣跚的新開始 A limping new beginning

王文堂，人生如歌



創 Gen. 32:28-31

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較
力，都得了勝。」

雅各問他說：「請將你的名告訴我。」

那人說：「何必問我的名？」於是在那裡給雅各祝福。

雅各便給那地方起名叫毘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說：
「我面對面見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日頭剛出來的時候，雅各經過毘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王文堂，人生如歌

人生如歌 Life is a song

蹣跚的新開始 A limping new beg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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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著腳行走 Walking with a limp  

以色列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跛著腳走的。他從未大步行走過，每

跨出一步都很費力、都很辛苦，因為他是一個瘸子。

以色列原名雅各，原本是一個手腳健全的人。雅各為人安靜，但

卻身體強壯。他耐得住二十年「乾熱寒霜」的牧羊生活（創

31:40），能夠與神較力並且得勝（創32:28）。他天性愛抓，凡

他想抓的都能到手。這樣的人在遇到神之後，卻變成了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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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著腳行走 Walking with a limp  

神將雅各改名為以色列。以色列所邁出的每一步，都是跛著腳的。

神對以色列有遠大的計畫，他將要大大使用以色列。蒙神使用的人，是

一個跛腳的。神要他走遠路的人，是一個瘸子。他原先並不跛腳，神在

使用他之前，先使他跛腳。他原先並不瘸腿，神在他走遠路之前，先使

他瘸了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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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名 A new name

我曾去一個地方教導聖經，那裏的弟兄姊妹有一個很可愛的習俗，

就是取新名字。。我問一位弟兄名字，他說：「我叫忠心。」問

一位姊妹名字，她說：「我叫愛主。」原來他們在受浸之時都要

取一個新名字，彼此常以新名相稱。

新名字表示你遇見了神。雅各遇到了神，神給他取名以色列。西

門遇到了耶穌，耶穌給他取名彼得。我們也有一個新名字，就是

「基督徒」。這個新名是你遇到神的證據，也是你在基督裡的新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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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名 A new name

新名字表示神對你的未來有計劃。如果神對你的未來沒有計劃，

就不會故意給你取新名字。神給雅各取了新名，因為神對他的未

來有計劃。耶穌給西門取了新名，因為主對他的未來有計劃。

你的名字是基督徒，主對你的未來有計劃，他要使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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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名 A new name

神給雅各取名以色列，雅各給他遇到神的地方取名毘努伊勒，就

是「神之面」的意思。毘努伊勒是一個屬靈的標記，是一個人將

他在主裡的經歷，銘記下來。

你的毘努伊勒在哪裡？你在主裡的經歷，是否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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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跛 A new limp

神與雅各摔跤，無法勝過他，就在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於是他

的腿就瘸了。大腿是人體肌肉最強的地方，腿瘸了代表天然力量

的衰弱。天然的力量衰弱了，神才能使用你。

當你的血氣還旺的時候，自我仍強的時候，神不能使用你。當你

被神所傷，跛足而行，每天都必須倚靠神，那時神要使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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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跛 A new limp

保羅的身上有一根刺，他向主求了三次，主都不讓這刺離開他，

只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

完全。」（林後12:9）

「刺」是人身上的軟弱，我求神叫這軟弱離開我，神卻不理，因

為他要在我的軟弱上顯出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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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跛 A new limp

瘸腿的人走得遠，軟弱的人能力大，這是神的法則。人是驕傲的，

腿不瘸的時候他自以為強壯，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沒有出路。神要他

的能力在一個人的身上有出路，就先使他瘸腿，使他身上有刺。

我們當為自己的「跛」和「刺」感謝神。和以色列一樣，你遇到神

之後的每一步也都是跛著腳走的。跛腳是和新的名字同時來到的。

神摸了你，你就瘸了（創32:25）。你原本強有力的生命被神所傷，

使你每走一步都必須倚靠他。為了你的身上擁有「逼使你倚靠神的

軟弱」，當感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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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日 A new day

旭日東昇，新的一天開始了，人生充滿了希望。日頭代表神的恩

典：「因為耶和華神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恩惠和榮耀。他未

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詩84:11）

旭日東昇代表神恩典的按時出現，如同曠野的嗎哪，每早晨都是

新的：「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他的憐

憫，不至斷絕。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誠實極其廣大！ 」（哀

3:22-23）就在日頭剛出來的時候，瘸腿的以色列在毘努伊勒開始

了人生的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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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日 A new day

每次日頭出來，都是一個新開始。在這一天之中，神要向我施恩，

他的能力要覆蓋我的軟弱。旭日提醒我神的信實，告訴我神對我

還有計劃，他在地上還要使用我。瘸腿提醒我自己的軟弱，每一

步都在告訴我：你需要倚靠神！

新的開始似乎不太完美，其實卻是完美的。跛腳乃是神的旨意，

因為神要讓他的能力在你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新的名字是神對你

的新計劃，剛出的日頭是神對你的新恩典。在東昇的旭日下一跛

一跛的行走，乃是不完美的我在神的恩典下唱出的人生凱歌。



1. A new name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

2. A new limp 雅各經過毘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3. A new day 日頭剛出來的時候…

王文堂，人生如歌



【人生如歌 Life is a song】

老人也敬拜神嗎？Do old people worship G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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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faith Jacob, when he was dying, blessed each of Joseph’s sons, 
and worshiped as he leaned on the top of his staff.（來11:21）



一位老人的信心 The Faith of an old man

敬拜是不分年齡的。年輕人敬拜神，老年人也敬拜神。年輕人
活潑而喜樂，使崇拜充滿了朝氣。老年人靈命醇美而真誠，他
們的敬拜往往感人至深，令人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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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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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人的信心 The Faith of an old man

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歲（創47:48），說到他的信心，他那曲曲

折折、多采多姿的一生，聖經都略過不提。唯一提到的是他臨死
之時給約瑟的兩個兒子祝福，扶著杖頭敬拜神。

約瑟的兒子是以法蓮和瑪拿西，雅各給他們祝福的經過記載於創
世記48章。雅各「以孫為子」，將約瑟的兒子收為自己的兒子；
並且「立幼為長」，立弟弟以法蓮於哥哥瑪拿西之上。這是雅各

於臨終之時「看到並執行了神的旨意」，聖經以此為他信心的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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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著杖頭敬拜神
Worshipping God as he leans on the top of his staff

孱弱的身軀，枯瘦的雙手，磨損的木杖，人生的終點，雅各說

完了要說的話，接著，他做了一件誰都料想不到的事：他掙扎

著，掙扎著，用僅存的一點力量，扶著那根從不離身的杖，在

天地之主面前，低頭下拜…

王文堂，人生如歌



扶著杖頭敬拜神
Worshipping God as he leans on the top of his staff

我年輕的時候讀經，不知為什麼，「扶著杖頭敬拜神」這句並

不出名的話一直被我記在心中。其實我一直都不瞭解這句話的

意義，直到年事漸長，才逐漸體會出這句話的分量。

簡單的幾個字，平平淡淡的，道出了歷盡滄桑之後的真實信心。

「詭詐的雅各」已經變成了「得勝的以色列」，面對人生的終

點，他堅持要敬拜那位「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神。」（創

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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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著杖頭敬拜神
Worshipping God as he leans on the top of his staff

在雅各的身上，我們看到神「恆久忍耐」的愛心，以及他改變

生命的大能。雅各是一個天生詭詐的人，一生遠離神，神卻沒

有遠離他。雅各欺兄騙父，與人鬥又與神鬥（創32:28），平生

只顧自己，見好就抓，神卻沒有放棄他。

神使雅各瘸了腿，將他改名為以色列，十二支派由他而出，新

的民族從他開始。神的意思是甚麼？神要我們知道，在他裡面

永遠有新的開始。神要我們知道中途走錯了路並不重要，重要

的是要靠著他的恩典重新開始，有一個美好的結局。

王文堂，人生如歌



一個美好的結局 A Beautiful Ending

雅各年老的時候，變得特別真誠，特別可愛。他因為失去約瑟

而哀哭，不肯受安慰。聽到約瑟的兄長說「約瑟還在」，他卻

心裡冰涼，因為不信他們。

到埃及見了法老，法老問他幾歲，他說：「我平生的年日又少

又苦」，說完了卻給法老祝福。在當時最有權柄的人面前，他

卻占著祝福者的地位。臨終之時他給約瑟的兩個兒子祝福，出

人意外地，將右手放在以法蓮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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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美好的結局 A Beautiful Ending

約瑟見之不悅，提起他父親的手，要放在瑪拿西頭上，說：「我

父不是這樣，這才是長子！」雅各卻說：「我知道，我兒我知

道」，仍然立以法蓮於瑪拿西之上。

雅各變了一個人，他信心堅固，真情流露，在臨終之時，他與神、

與人的關係達到了一生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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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美好的結局 A Beautiful Ending

雅各使我們看到…

1. 人生不要看中途，而要看結局

2. 敬拜不要看年齡，而要看真心

3. 不要看人的失敗，而要看神的恩典

王文堂，人生如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