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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故事：創28-33章
註釋：《先祖與先知》第17,18章

雅博渡口的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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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

聚光燈
“人還沒有背叛上帝政權的時候，上帝與人之間的交
往一直是自由自便的。及至亞當夏娃犯了罪，天地之間才
有了隔離，以致人不能與造他的主交往。然而世人並沒有
完全被摒棄於絕望之中，那梯子預表耶穌，就是上帝所指
定為天人之間交通的媒介。如果不是他以自己的功勞，在
罪惡所造成的深淵上搭了一座橋梁，則服役的天使就不能
與墮落的人類來往了。基督把人的軟弱無助同天庭無窮能
力的源頭連結起來了。”（《先祖與先知》第17章，第6段）

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
帝，…我也與你同在，你
無論往哪裏去，我必保佑
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
離棄你，直到我成全了向
你所應許的。’”
（創28:13-15）

你

的 看法？

住 吧 ！ ’雅 各 就
為拉結服侍了七年。”
“到晚上，拉班將女兒利
亞送來給雅各，雅各就與她同
房。”

將下列情况按照你的感覺排序，從一（使你感覺
最差）到十（一般）。
____和父母吵架
____和男朋友/女朋友分手
____違背上帝
____留級
____被運動隊拒絕
____和老師發生衝突
____沒有花時間和上帝在一起
____浪費一天時間看電視
____在聚會時睡覺
____降低你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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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沒有在以上任何一件事情
和上帝較過力？你覺得上帝想
向你說些甚麼？在你成長過
程中，你有沒有遇到過這些
問題呢？如果遇到，你是怎
麽做的呢？

嗎？

你知道

走進
故事
“雅 各 出 了 別 是
巴，向哈蘭走去。到了
一個地方，因為太陽落
了，就在那裏住宿，……
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頭頂著天，有上帝的
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
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說：
‘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
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
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
和你的後裔。……我也與你同
在，你無論往哪裏去，我必保
佑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
離棄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
所應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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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夢到有天使在梯子上去下來
“拉 班 有 兩 個 女 兒 ：
的那個地方名叫伯特利（見創
大的名叫利亞，小的名
28:19），意思就是：“上帝的
叫拉結。……雅各愛拉
殿。”後來，這個名字也被用來指
結，就說：‘我願為你
臨近的小城路斯。起初，這個名字
小女兒拉結服侍你七
是單單指當時雅各站立之
年。’”
地的，而不是指路斯
“拉 班 說 ：
（見書16:2）。然而
‘我把她給你勝
從聖經其它地方來看，
似給別人，
伯特利是古城路斯的現
你與我同
在 名 稱 （ 見 創 35:6； 書
18:13；士1:23）。直到
今天，伯特利這個名字的
字根還是阿拉伯文，Beitin。

“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
利亞，就對拉班說：‘你向我
作的是甚麼事呢？我服侍你，
不是為拉結嗎？你為甚麼欺哄
我呢？’”
“拉 班 說 ： ‘大 女 兒 還 沒
有給人，先把小女兒給人，在
我們這地方沒有這規矩。你 為
這個滿了七日，我就把那個
也給你，你再為她服侍我七
年。’”
“雅各就如此行。”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
個人來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那人見自己勝不過他，就將他
的大腿窩摸了一把，雅各的大
腿窩正在摔跤的時候就扭了。
那人說：‘天黎明了，容我去
吧！’”
“雅各說：‘你不給我祝
福，我就不容你去。’……”
“雅各便給那地方起名叫
毗努伊勒（就是“上帝之面”
的意思），意思說：‘我面對
面見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
全。’”
（創28:10-15;29:16-28;32:24-30）

走出
故事

妙語連珠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上帝的
兒女；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
是因未曾認識他。”（約一3:1）

根據雅各一生的故事，為他做一個情感起伏
時間表。註明他的人生高潮和低谷。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腓4:13）

找一份古代世界地圖，將雅各的行程標注出來。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
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耻，因為所
賜給我們的聖靈將上帝的愛澆灌在我
們心裏。”（羅5:3-5）

將故事中出現的人物列出來，思考他們每個人對上帝
忠心的程度。

這段聖經章節包括四個主要故事。將每個故事中的中心教
訓寫出來：
1、雅各夢到有天使在梯子上去下來。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
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
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林後12:9）

言錦囊

2、雅各為了利亞和拉結為拉班工作。

名

3、雅各與天使摔跤。

“別浪費時間等待、期盼
那些不大可能的大好機會，
只要忠心做好手頭該做的小
事。”——F.B.梅耶，十九、

4、雅各見以掃（見創33章。）

二十世紀英國洗禮派牧師。

你認為雅各從這些經歷中所學到的主要的屬靈教訓是甚麼？

“只有那些能說‘主是我人生
之力量’的人才可以說，‘我
還怕誰呢？’”——亞歷山大•邁
克牢倫，十九世紀蘇格蘭牧師。

“如果 你 覺 得 你 太 小 而 沒 甚 麼 影 響
力的話，那你睡覺時肯定沒有被蚊子
咬過。” ——貝蒂•裏斯，美國當代官員及
飛行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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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完成本週課程“你的看法？”部
分的練習。你為甚麼會這樣排序
呢？當你鹵莽向前並面對自己的
罪時，你會如何應對？當我們因
自己的罪而面臨痛苦時，想想保
羅鼓勵我們的話：“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
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
耻，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上
帝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羅
5:3-5）當你與上帝較力時，這
段經文中哪句話給你特別的幫助
呢？（把它劃出來。）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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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本週課程“走進故事”部分
雅各與上帝摔跤的故事，並使用
“走出故事”部分中的問題來學
習這段經文。你覺得雅各痛苦掙扎
的主要原因是甚麼？為甚麼？在雅
各掙扎後，他作見證說，“我面
對面見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
全，”你認為這句話的意義或重
要性是甚麼？如果上帝想在這個
故事中給你一個訊息，這個訊息
應該是甚麼？

他/她分享，也可以祈求上帝賜
你機會，向某個前途茫茫無定
之人提供鼓勵。今天就向上帝
禱告，祈求祂顯明你應當與誰分
享這應許。

星期二
本週課程“聚光燈”部分的引文
選自《先祖與先知》第17章，第
6段。閱讀這段關於雅各夢中梯
子的評論，並注意這段話所表達
的基本真理。在你的人生中，有
誰幫助過你，使你與上帝保持活
潑的連繫呢？有誰鼓勵你繼續與
救主同行共話呢？本週找個機會
告訴他們，是他們幫助了你與上
帝建立關係。

星期三

3、
4、
5、

星期五
保羅很明白，當個人前途不定時，
如何安息在上帝恩典中。閱讀林
後12:9，注意上帝恩典是多麽溫
柔且有持續力。雅各通過與天使
較力以及與自己家人的恩怨情仇
學到了，上帝是如何與人交往並
改變人的。你人生中的哪些經歷
和雅各與上帝較力的故事最為相
似呢？為甚麼？這些經歷是如何
改變你的？

通讀本週“妙語連珠”部分所列
的經文並確定這些章節是否提供
了：（1）鼓勵，（2）啓發，或
（3）挑戰。選擇一節你覺得今
天最需要的經文，並隨時做好
準備與他人分享。今天或許就有
人需要一句鼓勵、啓發或勸勉的
話。祈求上帝幫助你以及和你接
觸的人，知道人生最大的需要是
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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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星期一
閱讀本週課程存心節（創28:1315），花點時間思考一下上帝在
賜下這應許時的聲音。這條應許
不僅是給雅各的，同時它也是給
你的。那宣揚“我是耶和華”並
“我與你同在”以及“我必保佑
你”的是上帝。如果這是人發出
的應許，那當然是大有可疑，但
上帝卻向雅各保證，祂必實現祂
的應許。好好想想這一點。在你
認識的人中，有誰需要在本週聽
到這來自上帝的應許呢？你可以
寫一封不記名的信，或者親自與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本課故事，請
閱讀《先祖與先知》第17、18章，
並找出那些激勵你、使你心靈豁
然開朗的話語。比如說，懷愛倫
寫道，“雅各之所以得勝，是因
了他有恆忍和堅决的心。他的經
驗說明了恆切禱告的力量。現在
我們要學習這得勝的禱告和堅固
的信心的教訓。”（《先祖與先
知》第18章，第22段）。上帝希
望我們義無反顧地與祂在同行。
上帝向你發出挑戰，要你恆切禱
告呢？試列出你從這段話中得到
的五個從前沒有想到過的啓示：
1、
2、

本週閱讀*
《先祖與先知》第17,18章。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請瀏覽以下網站獲http://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
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堅持
這項閱讀計畫，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讀
完一本歷代之爭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