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度

讀經計劃

創世記「虹必現在雲中，我看見，就要記念我與地上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約。」(創 9:16)
第三十一至三十六章是神選民的起始。我們會見證雅各真正的轉變，脫離以往爭奪、欺
騙、逃避的舊我，成為神選民之首。
────────────────────────────────────────────────────
第一週 (9 月 6 日至 12 日) : 第三十一至三十二章
歸回途中懼怕以掃，巧思計謀；與神摔跤，抓緊祝福
釋經節錄：
31:20 雅各瞞住亞蘭人拉班，不通知他就逃走了。這段經文照希伯來的成語字面意思
是「雅各偷走了拉班的心」，是希伯來的成語，有「欺騙」或「以智取勝」的
意思。
31:21 基列山指約但河東岸的山地，雅各朝西南方而去，是回他的本鄉本土。
31:24 「說好說歹」原意是無論是善或惡都不准說，全句意即不可向雅各說威脅要害
他的話。
31:49 倘若正義因著彼此相愛得以維護，就無需立石為證，因為「米斯巴」不過是提
醒人，神是鑒察人心的。因此「米斯巴」的原意是因為彼此不能信任，只好求
神鑒察，迫使立約者守約。
31:53 「拿鶴的神，就是他們父親的神」拿鶴的父親乃是他拉，他原住在大河那邊事
奉別神(書 24:2)，故拿鶴的神指迦勒底的吾珥的偶像假神。
32:2 「神的使者」原文是多數詞，即不止一位使者出現在雅各跟前。
「瑪哈念」兩個軍營，兩隊軍兵。雅各在此所看見的，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1)兩隊或兩營都是指神的使者；
(2)一隊是他自己的妻兒、僕婢，還有一隊是神的使者，通常這一隊是眼睛所看
不見的(參王下 6:15-17)。無論如何，雅各藉此異象得知神差遣天軍來一路護送
他回迦南地。
32:7 雅各剛在瑪哈念看見神的軍兵在護送他們，如今見情況似乎不利於己，就懼怕
起來，而把家人分成「兩隊」(「瑪哈念」的字義)，想用他自己的計謀來保護
自己，可見他仍舊對神的安排（叫他回家鄉一事）不夠信心。
32:9 這裏的「說」是雅各在向神禱告；他由前節的自言自語，轉向神禱告。本節提
到神的吩咐和應許。
32:16 雅各的謀略是增加他和以掃之間的距離，好讓他在知道以掃的意圖之後，還有
充分的時間來準備作出適當的反應。
32:24 「摔跤」意思是一個人要把對手壓在下面。注意這裏不是說他和一個人摔跤，
而是說一個人來和他摔跤，意即那一個人主動有意的要將雅各壓服在他下面。
這「人」其實就是神自己。神來和雅各摔跤，目的是要帶領他認識自己，看見
自己的可憐、軟弱和無助，因此就向神投降服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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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5 雅各初時不知道那人是誰，只憑著一股血氣的力量得了勝。但實際上那人並非
真的不能勝過他，乃是出於一時的忍讓，尚未顯出神的能力來。正當在雅各得
勝的時候，神使用一舉手之勞摸他一把，他的大腿窩就扭了，讓他認識自己的
軟弱和神的大能。
思考問題：
1. 31:26 拉班對雅各說：
『你做的是甚麼事呢？……』拉班一見雅各就怪罪他暗地逃走，
卻沒有反省自己對雅各所做的。你又是否像拉班一樣，只看見別人對自己的傷害，卻
沒反省自己對別人的冒犯？
2. 31:29 拉班不對雅各作惡，只因為神不容許他，而非出於對神的敬畏、明辨善惡。拉
班說出這樣的話，你認為他是個怎樣的人？你行事為人，是出於本意，希望行善行義；
還是只因為要守誡命、避免受審判？願神幫助我們行善行義是由心出發。
3. 32:3 雅各雖有神吩咐他回迦南地的話，又有天軍在他回家途中向他顯現，但仍對以掃
感到不安，就試圖用自己的計謀去跟以掃和解。32:3-5 就看出雅各為了保命，甚麼話
都能說。他想以他的話改變他哥哥的心，他忘記了神的呼召、忘記了神的保護、忘記
了神的使者。本來是他在地上有一隊軍隊，神在天上有一隊軍隊；現在他卻把地上的
一隊也分作兩隊。雅各想辦法的結果，是預備逃跑。你是否也是這樣，一邊順服神，
一邊卻又自備「後路」？
4. 在雅各的一生中有兩個很大的轉機，都是在他獨自一人的時候。一次是在他離開父
家，親人，孤單一個人在曠野枕石露宿的時候，也就是在伯特利，在那裡夢見天梯，
神向他顯現。從那時起他以神為他的神。二十年之後，當他打發妻子兒女以及所有的
過了河，只剩下他一個人的時候，有一個人來和他摔跤。神以人的形象向他顯現，與
他較力。雅各起初是以為與人較力，卻不知是與神較力。當神摸了他的大腿窩的筋，
使他跛了。這時雅各知道再無法用自己的力量爭勝了，只能用手拉住他，求他祝福，
求神的憐憫。瘸腿不是說你不能走路，而是說你每走一步路，就知道自己的不行，知
道自己是一個瘸腿的人。所有認識神的人都有這一個共同的特點。還想自己有辦法、
自己有把握、自己有能力的人，是沒有受過聖靈管治的人。人受了致命的打擊以後，
只有降服神，倚靠神，才是唯一的出路。雅各面對面地看見了神，認識了在一切事物
背後的神。從今以後不必與人相爭，用己力取勝，一切只需倚靠神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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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9 月 13 日至 19 日)：第三十三章
迎見以掃，經歷神的保護
釋經節錄：
33:2 雅各看見他的哥哥就哭了，這一個說明了毘努伊勒的經歷已經使雅各變成一個
柔軟的人。
33:7 其他人都是先提母親，後提孩子，但本節後半段先提孩子約瑟，後提母親拉結，
這是暗示約瑟將會繼雅各之後，成為創世記的主角。
33:9 雅各恐懼戰兢地稱以掃為「我主」
，但以掃卻滿有愛心地稱雅各為「弟弟」
，這
是何等強烈的對比。兄弟的稱呼表明已經和好。
33:10 「我見了你的面，如同見了神的面」雅各說這話不是在那裏裝作謙卑，這句話
有以下含意：
(1)以掃的恩待容納他，和神的恩待容納他，其實是一件事情的兩個層面。
(2)以掃此時面上所顯的表情，不再是憎嫌，而是慈愛，讓他好像見到一個被
神改變了的人一般。
(3)他看見以掃的面，就如同看見毘努伊勒──看見自己的罪、所虧欠的人的
面，就好像看見神的面。
33:17 疏割是在約但河以東，雅博河以北的一個地區，以土壤肥沃、多草地而馳名。
疏割不是神呼召他回去的目的地；神並未說祂是「疏割的神」
，而說祂是「伯
特利的神」(31:13)。
雅各「在那裏為自己蓋造房屋，又為牲畜搭棚」這是表明他要在那裏長住；事
實上，他可能在疏割住了不少年，因為女兒底拿那時可能還是孩童(30:21)，但
是到了示劍時(33:18)，已是一個少女了(34:1-2)。
33:20 「伊利」是神，
「伊羅伊」也是神。
「伊利伊羅伊以色列」意思就是「神，以色
列的神。」
思考問題：
1. 33:3 雅各走在前頭，這是當時牧羊人放牧羊群時的方式，表示牧羊人是勇敢地在走羊
群前面，讓羊群有安全可靠的路徑可跟隨。雅各為了表示對他的家人安全負責和照
顧，他走在他們的前面去迎接以掃。因為在雅各的心中認為以掃必定是存有報復的惡
意。你看雅各這行動與他過往的有什麼分別?為什麼?
2. 雅各對以掃所做的惡事，哥哥以掃對雅各的痛恨的是可以理解的；而雅各在路上也認
為哥哥事隔多年一定心仍存怨恨。可是結果卻出乎預料。以掃帶領衆人迎接丶擁抱丶
親面並哭了。可見以掃也有他可取之處。若不是神要雅各回去，雅各一定覺得二人和
好無期；而且雅各仍會一直誤解以掃。你有否類似經驗，與人交惡，但藉神二人得以
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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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9 月 20 日至 26 日)： 第三十四章至三十五章
女兒在示劍受辱，兒子們闖禍
釋經節錄：
34:1
「出去」這詞有負面消極的含義，暗示她離開父母的保護和管教。
「要見那地的女子們」意即她出去探望在當地所結交的女子們，可見她這樣
作，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34:2
希未人是挪亞的孫兒迦南的後代(10:17)，散居在迦南地(出 3:8)。
34:7
「以色列家」這個用語顯示這家族清楚知道他們與整城的人不同，或許此處已
可見被揀選的與世界分野的雛形。當摩西寫《創世記》這本書時，雅各的後裔
已經被稱為以色列人。
34:29 雅各的兒子們不但犯了謀殺罪，並且又成了強盜，殘忍加上貪婪，罪加一等。
34:30 西緬和利未狂熱的報復，與雅各優柔寡斷的驚慌，都不是真正公義的表現。這
也許是人類面對邪惡時所一直持有的兩種極端反應。
35:1-4 雅各在低地太久了，忘記了神原本呼召他的目的地是伯特利。
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殿，是神的家。在這家裏，是不能容讓污穢、不能容讓罪、
不能容讓任何不合神旨意的東西的。在神的家裏，只可有潔淨的行為，潔淨的
生活；一切不潔淨的東西，都應當對付清楚，才能上伯特利去。所以，當雅各
聽見神要他上伯特利去的時候，他就立刻對他家中的人，並一切與他同在的人
說要除掉他們中間的外邦神，將一切不潔的都棄在示劍。
35:5
周圍城鎮的人原本因西緬與弟兄們所作的惡事而要報復。
思考問題：
1. 雅各逗留在示劍，乃是在靈程上的一個停頓，它對自己、對別人均無益處，尤其是
讓子女遭受不良的影響，比對他自己的害處更大。你有否經驗受到神的呼召或提醒，
卻又耽延、遲遲不順服神的帶領？
2. 34:9-12 魔鬼利用地位和財富來誘惑我們，要我們與世界妥協。世界的門向著我們大
大的敞開，魔鬼一心只想得著我們，牠甚至願意把萬國和萬國的榮華都給我們(參太
四 8~9)。你有否遇過世界的引誘及游說而且妥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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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4:15-17 雅各的兒子們告訴示劍要他們行割禮才能「像我們一樣」﹔但雅各的兒子
們並沒有解釋割禮背後的意義。許多神的兒女們不傳神大能的福音，卻單單叫人去
遵守一些道理規條，這就像雅各的兒子們要別人受割禮一樣。你有否以一個人的行
為而判斷他是否基督徒﹖
4. 34:25 對於作惡的人施以報復，似乎是一件令人心快的事，實則他們的行動是可鄙
的，因為他們的行動包含著背信和毀約。神從不以暴行表白善義。人沒有權利為著
公義的理由行作不義。你曾否以「行公義」來報復行惡的人﹖
我們永遠不能作惡以達善，我們也不可用邪惡的方法，刑罰邪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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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9 月 27 日至 10 月 3 日)： 第三十五章九節至三十六章
神的選民的後代，以及選民以外的後代
釋經節錄：
35:10
神是在毘努伊勒要雅各把他的名字改叫「以色列」(32:28)。現在神重申這話，
意即要他現在把這事付諸實行。
35:14
「奠酒」在聖經裏是表明獻身給神(提後 4:6)和從其中所得的喜樂(腓 2:17)。
上次雅各遇見神之後，覺得害怕(28:16-18)；現在他遇見神，不再是懼怕，
而是喜樂(奠酒)了。
35:18
拉結給她兒子起名叫便俄尼是說他一出生就沒有母親，是一個苦命的兒子；
但是雅各卻給他起名叫便雅憫，意思是說他是一個有依靠的兒子，因為有神
作他的依靠。
35:19
拉結難產而死的地點，是伯利恆以北以法他的路上，後來便雅憫和猶大支派
屬地的交界（撒上 10:2），伯利恆北面約十二哩之處。
神取走拉結，一則可能因為雅各愛拉結甚深，以致拉結成了他心目中的偶
像；二則因為拉結曾偷了拉班家的神像(31:19)，她死了就不會再回去挖取藏
在橡樹底下的神像(35:4)。
35:27
伯特利還不是雅各久住的地方，只有希伯崙纔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三個
人所久住的地方。
36:2
「以倫的女兒亞大」
『亞大』又名『巴實抹』(26:34)，與以實瑪利的女兒巴
實抹(36:3)同名但不同人。
36:6-8
「於是以掃住在西珥山裏」在雅各未回到迦南地之前，以掃便已在西珥地游
牧(32:3)，但仍保留迦南地南方的住家，直到此時才正式以西珥山作為獨一
和永久的住所。後來神承認說：
『我將西珥山賜給以掃』(申 2:5；書 14:4)，
可見以掃遷往西珥山，乃是出於神手的安排。
36:12
「亞瑪力」是亞瑪力人的祖先；亞瑪力人後來成為以色列人的世仇大患，經
常攪擾、攔阻以色列走神道路(出 17:8；申 25:17；撒上 15:2)，
36:31
「君王治理」在神子民中間君王的由來，乃因神的子民厭棄神，不要神作他
們的王(撒上 8:7)，故『作王』表明人棄絕神。
思考問題：
1. 呂便與父親的妾同寢，是放縱情慾，也踐踏了父親的威嚴。他短視的選擇了追隨慾
念而行，而且沒有即時的懲罰，在經文中也不見得他對此有任何悔意。但最後，他
還是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被褫奪長子的名份。想想你最近有否在不知不覺間犯了
罪而未向神認罪？
2. 我們的行為對後代絕對有一定影響；無論在行為習慣的影響或是命運上的改變。在
聖經中祖先的敬虔、個性、選擇，締造了整個族群的命運。雅各抓到了神的祝福，
整個以色列民族因此得神的揀選。以掃輕視長子名份，結果以東人要遷離應許之地。
想想你的行為習慣，是造福後代還是禍延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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