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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廿四: 第 28:10 -  30:24 节组长版 

  雅各循環之⼀: 雅各天梯 

 

敬拜时间: 15-20 min. 

诗歌: 3-4 ⾸  

祷告:  为⼩组聚会 

 

前⾔: 15-20 min 

破冰: 分享⼀個特殊的属靈經历.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5 min 创世记 28:10 - 30:24 

背景介绍: 5 min 

以撒雅各⽗⼦⽣平有重疊的時候, 從⽂字架構來說雅各循環是從 27 章开始到 33 章, 是⼀個交

叉对称架構(Chiastic Form), 见下表: 

A. 雅各逃亡懼以扫 (27:1-28:9) 

B. 属靈經历 (28:10-22) 

C. 到哈兰 (29:1-30) 

D. 家室興旺 (29:31-30:24) 

D’. ⽺群興旺 (30:25-43) 

C’. 离哈兰 (31:1-54) 

B’. 属靈經历 (32:1-32) 

A’. 雅各回家懼以扫 33:1-20) 

在创世記這⼀段落有关雅各往⽶所波⼤的經历中作者加插了好⼏处富有当地⾊彩的⾵俗化描

寫, 例如: 

1. 29:1-3 ⼤⽯蓋井, 牧⼈等待負責⼈移⽯飲⽺的習慣. 

2. 29:24,29 奴婢隨所侍奉的闺⼥出嫁, 后來成為妻妾是古中東(亞述)婚姻制度所认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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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9:26 ⼥兒順序出嫁, ⼩的不能越過⼤的. 

4. 30:14,37 风茄致孕也是当地迷信风俗. 

雅各的⽣命从 28 章开始被神塑造, ⾸先祂在伯特利雅各的梦中向他显现, 要将他所躺卧之地赐

给他和他的后裔,  

神奇妙地引领他到東⽅之地⼀个井旁遇到了母舅拉班的牧⼈和⼥⼉拉结, 籍着雅各对拉结的爱

慕, 引出神⽤拉班⼏次⽤欺骗他的经历. 让雅各嘗到他欺骗以扫的恶果.  

虽然他爱拉结, 神却容许她姐姐利亚⽣养众多, ⽽两姐妹因争寵妬忌, 互相以婢⼥代替⾃⼰替雅

各⽣⼦, 使雅各飽嘗多妻家庭的争吵, 神却籍此滋⽣以⾊列⼗⼆⽀派. 

今次的經⽂可以分为兩⼤段查考: I. 28:10-22 雅各途中遇见神. II. 29:1-30 雅各成家⽴室.   

  

经⽂讨论: 

 (可分最多四組討論下列題⽬, 按時間許可每組討論 3 或 4 ⼤題, 45 分鈡後合組報告與討論; 若

不分組則可⽤ 60 分鈡把下列⼤題全部⼀起討論, 省去合組時間, 由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

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參考). (观察, 解释和应⽤的问题，

顺序可调整，答案仅提供思路, 开始前可简单的回顾下前⼀章的内容，也可⽤提问的⽅式让⼩

组的成员回答.) 

 

I. 28:10-22 雅各途中遇见神. 

1. (a) 雅各在梦中看见什么? (b)神在梦中向雅各显现在雅各灵程上有何重要性?  

 

(a) 雅各梦见⼀个梯⼦⽴在地上，梯⼦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上，上去下来. 耶和华

站在梯⼦以上（或作站在他旁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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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论往哪⾥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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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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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神在雅各困苦逃亡中向衪显现要肯定衪对雅各的楝选. 神梦中向雅各说, “我是耶和华你祖亚

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 祂是要向雅各重申衪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 并祝福雅各. 神

在衪离家別井独⾃出门, 踏上⼈⽣第⼀步時向他显现, 是雅各⼀⽣的重要⾥程碑, 這經歷与 32

章雅搏渡⼜与神摔交前役呼应, 是雅各灵程的指标. 

 

2. 請分析神对雅各的应许与以撒对雅各⼆次的祝福(27:27-29; 28:3-4)並作⼀个对⽐. 那⼀项是以

撒所不能給雅各的?  

 

⽐较: 

以撒对雅各的祝福(27:27-29) 以撒对雅各的祝福(28:3-4) 神对雅各的应许(28: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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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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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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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论往哪⾥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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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神赐你天上的⽢露，地上

的肥⼟: (普遍的⼟地祝福) 

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

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

地: (是神赐给其袓⽗亚伯拉罕

之地.)  

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

给你和你的后裔: (最特别的地

⼟启⽰:伯特利 18) 

愿多民事奉你，多国跪拜你. 使你⽣养众多，成为多族, 将 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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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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弟兄和多国之主). 

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

你的后裔. (⼈数家族増多) 

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 地

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

福.(后裔带给地上万族祝福: 

救赎主之预⾔) 

  我也与你同在. 你⽆论往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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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与選

民同在, 但要从外⾯归回这地) 

 

3. 28:16-18 雅各梦中见异象后有什么感受, 他作了什麼代表性⾏動來回应? 在这⾥的雅各对神有

什么新的认识? 可作我们⼀些什么借镜? 

 

雅各梦中见异象后的感受: (1) 敬拜神, (2) 紀念神, (3) 感恩许愿: 

雅各睡醒了，说, “耶和华真在这⾥，我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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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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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亲的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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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的雅各对神的认识: 

(1) 神是可敬畏的. 

(2) 天梯代表天的门, 神是與⼈相交的神. 

(3) ⽴⽯柱⼦浇油记念神同在的經历. 

(4) 神是與他同在, 保護供應他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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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他要向神感恩, 应许作⼗分之⼀回馈奉獻. 

(6) 他所⽴为柱⼦的⽯头也必作神的殿, 他築坛敬拜神(35:7) 

我们对神初步认识: 祂是平安和资源供应的赐予者, 需要敬拜回馈祂. 要学雅各, 從枛住物質祝

福到枛住神的同在与引領. 雅各在往后的径历中会有更进⼀步的認為神.  

 

II. 29:1-30:24 雅各成家⽴室. 

1. 28: 1-20 (a)重點式简述雅各与拉结邂逅到談婚嫁的过程. (b) 从敘述中可以看到雅各的为⼈有

什么特奌? (c) 在這段經历如果實现 28:14-15 中神的应许? 

 

(a) 雅各起⾏，到了东⽅⼈之地，看见⽥间有⼀⼜井，有三群⽺卧在井旁. 因为⼈饮⽺群都是

⽤那井⾥的⽔. 井⼜上的⽯头是⼤的. 常有⽺群在那⾥聚集，牧⼈把⽯头转离井⼜饮⽺，随后

又把⽯头放在井⼜的原处. 雅各对牧⼈说, “弟兄们，你们是哪⾥来的.” 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

的. 他问他们说, “拿鹤的孙⼦拉班，你们认识吗?” 他们说, “我们认识.” 雅各说, “他平安吗?” 他

们说, “平安. 看哪，他⼥⼉拉结领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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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 “我们不能，必等⽺群聚齐，⼈把⽯头转离井⼜才可饮⽺.” 雅

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2) 拉结领着她⽗亲的⽺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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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上前把⽯头转离井⼜，饮他母舅拉班的⽺群. 雅

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哭. 雅各告诉拉结, ⾃⼰是她⽗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拉结就

跑去告诉她⽗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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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可⽩⽩地服事我？请告诉我，你要

什么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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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结却

⽣得美貌俊秀.  (5) 雅各爱拉结，就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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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与我同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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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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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雅各的为⼈特奌: 

(1) 神與他同在, 使他遇上良机. 他也能抓住機會, 不錯過時机. 

(2) 他愿意服事⼈, ⾃动请纓. 

(3) 他年輕⼒壯, 有能⼒可以个⼈把⽯头转离井⼜饮⽺. 

(4) 他耐⼼等待为了拉结服事拉班七年,  

(5) 他深爱拉结, 就看这七年如同⼏天.  

 

(c) 28: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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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论往哪⾥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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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應许⼀步步應驗: 神与他同在引領保守他遇见拉結, 蒙拉班接待成

為他家中⼀員. 此后他⽣養众多, 12 个⼉⼦成為以⾊列 12 ⽀派的先袓. 

  

2. 29:21-30 (a)从拉班应允将⼥⼉许配给雅各此事可以看到拉班与⼥⼉的关系如何? (参 31:14-16)

与他⽗亲把姐妹利百加许配以撒有何分别? (24:57)? (b)他与雅各有何相似之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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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班就摆设筵席，

请齐了那地⽅的众⼈.到晚上，拉班将⼥⼉利亚送来给雅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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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向我作的是什么事呢？

我服事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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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这个满了七⽇，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她服事我七

年.” 雅各就如此⾏. 满了利亚的七⽇，拉班便将⼥⼉拉结给雅各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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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班将⾃⼰的⼥⼉和使⼥当作财産, 给雅各为⼯价, 並不像⽗亲⼀样先徵求利百加的同意才让

她出嫁 (24:57), 所以⼥⼉们认为他已将她们出賣 (3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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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拉班和雅各⼀样欺骗亲⼈, 换取免费劳⼯, 他⽐雅各更甚, 因为他还不守諾⾔.  

 

3. 29:31-30:24 (a) 利亚与拉结如何向雅各争宠⽣⼦? 在她们⽣⼦⼥的过程中如果看到神的安排? 

(诗 127) (b)她们和她们使⼥从雅各⽽⽣的⼉⼦怎样改名?  

 

(a) 两姐妹勾⼼⾾⾓, 以⽣育⼉⼥定⾃⼰的价值, 也持续当时以使⼥替⼰从丈夫⽣⼦的传统. 神

憐悯利亚, 使她⽣了包括⼤卫和耶稣祖宗的猶⼤的六个⼉⼦, 起码⼀个⼥⼉(旧约圣经通常只记

录与特别事情犮⽣有关的⼥⼉: 参创 34), 却在最后才聼拉结的祈求賜她⼀⼦约瑟, 可见⽣育⼉

⼥最终倚靠神, 因⼉⼥是祂的产业(诗 127), 雅各爱拉结⽽奚落利亚, 但神却楝選利亚来延续弥赛

亚的家族. ⼈意⾄终不能超越神的旨意! 

 

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原⽂作被恨下同），就使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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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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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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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结见⾃⼰不给雅各⽣⼦，就嫉妒她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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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结

说, “有我的使⼥辟拉在这⾥，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得

孩⼦原⽂作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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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给他起名叫

但（就是伸冤的意思). 拉结的使⼥辟拉又怀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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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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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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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迦得（就是万幸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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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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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亚说, “你

夺了我的丈夫还算⼩事吗？你又要夺我⼉⼦的风茄(古代中東⼈相信此植物可催情壮阳助长⽣

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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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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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她同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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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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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次

序 

母亲 名字 意思 取名之意 

1 利亚 流便 有⼉⼦ 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 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2 利亚 西缅 聼见 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 

3 利亚 利未 联合 我给丈夫⽣了三个⼉⼦，他必与我联合 

4 利亚 猶⼤ 讃美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5 使⼥辟拉 但 伸寃 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赐我⼀个⼉⼦ 

6 使⼥辟拉 拿弗他利 相争 与我姐姐⼤⼤相争，并且得胜 

7 使⼥悉帕 迦得 万幸 万幸! 使⼥悉帕给雅各⽣了⼀个⼉⼦ 

8 使⼥悉帕 亚设 有福 众⼥⼦都要称我是有福的 

9 利亚 以薩迦 价值 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给了我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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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利亚 西布侖 同住 神赐我厚赏. 我丈夫必与我同住 

11 拉结 约瑟 増添 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个⼉⼦ 

12 拉结 便雅悯 我右⼿

的⼉⼦ 

唯⼀⽣于迦南之⼦(35:18) 

  

Optional 討論題:  

1.为什么耶稣以雅各天梯異象⽐喻祂⾃⼰?(参约 1:51) 

 

约 1:51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

⾝上” 天梯連接天上⼈间, 神在雅各的异象中显⽰天梯是⼈与神之间的渠道, 耶稣以⾃⼰作为⼈

通往神中间的桥梁, 祂就是雅各的后裔要带给地上万族祝福的救赎主.  

 

2. 从这些历史记录如果看到为什么神不许⼈同时娶⼀对姐妹(利 18:18)和原定⼀夫⼀妻(玛 2:14-

15)的⼼意? 

 

两姐妹和使⼥⽣⼦之争使雅各家⽆宁⽇, ⽽且多妻产⽣异母同⽗的兄弟也是⽇后兄弟賣约瑟的

逺因, 神设⽴⼀夫⼀妻的⼼意是要使⼈得虔诚的后裔. 违反衪⼼意的⼈必⾃⾷恶果. 神祝福雅各

12 ⼦成為以⾊列⼈ 12 ⽀派的祖先是神的容許和神的恩典. 

 

(合組總結: 15 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部份,作整体性總結) 

 

祷告:  15 min 为查经应⽤, 组员需要等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