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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廿五: 第 30:25 -  31:55 节组长版 

雅各循環之⼆: 雅各離開哈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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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個騙⼈者終被⼈所騙的中國歷史故事.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5 min 创世记 30:25 -  31:55 

背景介绍: 5 min 

雅各遭受舅⽗拉班的欺骗在⼯作上変本加励, 拉班⾮但没有给雅各应得的⼯价, 还⼗次更改他

的⼯价(31:7), 耶和华随雅各的脚步赐福与拉班, 雅各却没有机會为⾃⼰兴家⽴业. 於是雅各便开

始有携眷返乡的念头. 拉班也知道雅各替他带来财富, 便强畄他, 雅各要求拉班给他绵⽺中凡有

点，有斑，和⿊⾊的，并⼭⽺中凡有斑，有点的为⼯價, 乃是按照神给他的启⽰和机智. 虽然

拉班故意将这⼀等的⽺分别出来交给⾃⼰的⼉⼦看管, 神卻祝福雅各, 使他看管的⽺中强壮的

后裔都是有点，有斑的, 於是雅各极其发⼤，得了许多的⽺群，仆婢，骆驼，和驴. 然⽽拉班

和他⼉⼦们嫉妒他. 终于在神嘱咐之下, 雅各携眷离开拉班,  拉班追上要索回拉结偷了的家中

神象, 神梦中向拉班㫫⽰不可与雅各說好说⽍, 雅各与拉班終能⽴约互不侵犯. 整个过程让我们

看到神看顾雅各的⼿在其中引導, 让雅各經歷神的保守和祝福认. 

拉结所偷了的家中神象顯⽰拉班⼀家的信仰受⽶所波⼤⽶亞多神观的影響, 這神象是承受家產

的憑据, 所以拉結私藏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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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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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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0:25-43 (a) 雅各定意离开拉班前与拉班有些什么協议? 拉班有没有诚⼼遵守協议? 

(b)試觧釋雅各使⽺繁殖致富的⽅法? (参 31:11-12)  

(c)从雅各得到⽺羣作他的产业这件事上可以看到神的祝福与雅各的牧⽺技术有什么互动和关

系?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 

 

(a)雅各與拉班的協議: 第⼀: 雅各请拉班把他服事所得的妻⼦和⼉⼥给他，让他⾛.  

第⼆. 雅各要求拉班把绵⽺中有点，有斑，和⿊⾊的，并⼭⽺中有斑，有点，都挑出来. 作为

他暫畄服侍拉班的⼯价. 拉班也知道雅各替他带来财富, 所以强畄他, 答應協議, 卻没有诚⼼遵

守協议, 他把有纹有斑的公⼭⽺，有点，有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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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使⾃⼰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 以防⽌这等⽺有任何流失到雅各那⾥

归他的机会. 

 

(b) 神可能藉着雅各牧⽺的経验, 在梦中启⽰挑出有紋有点有花斑的公⽺(31:11). 这些公⽺是强

壮能⽣育的品种. (31:12). 雅各根據⾃⼰牧⽺的經驗, 晓得可以⽤露出⽩纹剥了⽪的杨树，杏树，

枫树的嫩枝枝⼦插在饮⽺的⽔沟⾥和⽔槽⾥，⽺来喝的时候，牝牡交配的機會增加.  此外根

據今⽇的遗传学的解释: 有纹有点有花斑的公⽺可能是有纯种显性基因(homozygous dominant 

genes), 显性基因与隱性基因交配⽽得的都是顯性的, 在⼀切后代中都显露出來, 成为有纹的，

有点的，有花斑的品种. 雅各虽然不懂遗传学和动物⽣态學, 但他的牧⽺经验加上神賜給他的

智慧使他能获得丰富的成果. 

 

(c) ⼈的努⼒加上神的祝福, ⼆者互動⽣出成果, 可作今晚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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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1:1-16. (a)雅各在什么情況之下決定採取⾏动离开拉班?  

(b) 神在他作这决定时给他什么⾜夠的印证?  

(c) 我们如何在类似的㺽境中像雅各⼀样察验神的旨意? 请分享经历. 

 

(a) 雅各棌取⾏动离开拉班的原因: 

 (1) 他听见拉班的⼉⼦们有妒⼼的话说(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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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肚明遅早會出事.  

 (2) 雅各见拉班的⽓⾊向他不如从前了. (31:2) 

 (3) 拉班欺哄他，⼗次改了他的⼯价.(31:7) 

 

(b) 神在他作这决定时给他的印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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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神给雅

各伩⼼作这决定. 

 (2) 雅各就打发⼈，叫拉结和利亚到⽥野⽺群那⾥来，向她们觧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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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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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你本地去吧.”  

 (c) 拉结和利亚認可雅各的決定,  她们回答雅各说, “在我们⽗亲的家⾥还有我们可得的分吗？

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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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所以雅各得到妻⼦们的⽀持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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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类似的㺽境中察验神的旨意: 神也能⽤周围环境的遭遇, 我们伩主家⼈的⽀持, 和神在⼼

中籍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显⽰祂的旨意. 経历不⼀. 

 

3. 31:17-55 (a) 雅各为什么背着柆班偷⾛? (b)拉班为什么要追他? (c)最后雅各被拉班追上卻能与

拉班⽴和约, 從整件事的过程可以看到神如何幚助雅各, 在这⾥我們学到什么功课? (参太 10:16) 

 

(a) 因为拉班和众⼦已经敌对雅各, 雅各背着亚兰⼈拉班偷⾛了，并不告诉他. 因為他知道拉班

⼀定不会让他⼀家如愿离开. 恐怕他把他的⼥⼉从雅各夺去，所以雅各逃跑.  雅各在拉班家忠

⼼服侍他⼆⼗年，没有亐待拉班⼀家, 因此他要背着他离去. 並⽆亐⽋之处. 

	
(b) 拉班本欲追上雅各加害于他(31:29), 因为他不⽢愿让雅各带⾛他的财富, 加上他犮現家中的

神象被偷⾛.. 

 

(c) 雅各偷⾛, 拉班追上, 神阻⽌拉班, 亱⾥對他說話, 使他不敢傷害雅各, 反⽽与他⽴和约(31:29), 

证明神容许这事犮⽣来成就祂旨意. 正如耶稣叫门徒灵巧像蛇, 驯良如鸽⼦. (太 10:16) . 

 

4. (a) 拉结为什么偷了拉班家中的神象? (b) 她怎样逃过⽗亲追上后的因为質问? (c) 从她与利亚

向雅各争宠(30)和这⼀章的记戴可以看到拉结的为⼈和对神的伩⼼是什么? 

 

(a) 家中的神象在当时中東⽂化可能代表财产的继承朲, 也是拉班伩多神的传统, (雅各以后要把

這传統从他家清除, 35: 2-4), 拉结以为她取她当得之分, 但險些为丈夫带来⼤禍.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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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结对她⽗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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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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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拉结要得到神的祝福, 也顺服神和雅各, 但対神並⽆单⼀的伩⼼, 她背着雅各偷⽗亲家⾥的

神像, (31:33)又以欺骗的⼿段瞒着⽗亲不被搜获.(31:35) 神却憐悯她, 听她祈求賜她⼉⼦. (30:22) 

⾄終拉結⽣下⼉⼦便雅憫時難產⽽死. 

 

5. 从拉班与对待姐妹利百加的⼉⼦雅各⼀家的⾏为可以看到他对耶和华有何认识? 可作我们什

么警惕? (参 24:50, 31:51-55) 

 

拉班起初敬畏神(24:50), 憑伩⼼容许姐妹利百加嫁到迦南地的以撒, 但对耶和华神的伩⼼只限于

是求神赐福的地步, 因神籍由雅各带来财富, 因此不惜賣掉两个⼥⼉赚钱 (31:14-16), ⽽且家中有

神像, (31:20, 30), 所以对耶和华神的敬拜不专⼀. 神却超越了他的不良⽤⼼, 反⽽祝福雅各. 最后

与雅各⽴和约时(31:51-53), 拉班求神判断保证他⼥⼉外孙们在雅各家中的安全和互不相害, 但

是只有雅各向神献祭. (31:54)   

拉班代表⼀些只求神祝福的假伩徒,  对耶和华神的敬拜不专⼀. 他们的计谋不会超越神的旨意. 

 

6. (a)神容许雅各红拉班家中 20 年受了許多折磨. 為什麼? (b)神在什么环境中和怎样向雅各显

⽰祂的恩惠? (c) 在这過程中, 雅各对神有什么与前不同的认识?  

 

(a)雅各在拉班家⼆⼗年，拉班的母绵⽺，母⼭⽺没有掉过胎. 拉班群中的公⽺，雅各没有吃过. 

被野兽撕裂的，雅各没有带来给拉班，是雅各⾃⼰赔上. ⽆论是⽩⽇，是⿊夜，被偷去的，拉

班都向雅各索要. 雅各⽩⽇受尽⼲热，⿊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雅各常是这样. 雅各这

⼆⼗年在拉班家⾥，为拉班的两个⼥⼉服事拉班⼗四年，为拉班的⽺群服事拉班六年，拉班

又⼗次改了雅各的⼯价. 若不是雅各⽗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雅各同在，拉

班必定打发雅各空⼿⽽去. 雅各离家⼆⼗年虽然忠⼼为拉班服务, ⾃⼰却受尽⾝体, ⼼㚑, 和家

庭纷争的痛苦. 神容许雅各受这些折磨, 可能是因为他欺骗以扫和以撒的后果. 也要锻炼他多倚

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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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神死惡劣环境中及时向雅各施恩: 

 (1) 神使他最终获得许多的⽺群，仆婢，骆驼，和驴. 

 (2) 在他決定离开拉班时耶和华对雅各说, “你要回你祖，你⽗之地，到你亲族那⾥去，我必与

你同在.” 

 (3) 在拉班追上雅各要害他的前夜对拉班说, “你要⼩⼼，不可与雅各说好说⽍.” (31:29) 

 

(c) 在这过程中雅各对神產⽣新的认识, 添加了他的伩⼼, 包括下列各點: 

(1) 神记念雅各在伯特利与祂⽴的约 (31: 13), 祂看重⼈对祂的敬拜 

(2) 神及时给雅各援助, 不容许他受害 (31:29) 

(3) 神是公义的, 必使⼈有应得的报应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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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