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仰之旅的苦與樂

聖經故事和基督徒朋友的見證幫助我們明白信仰神的

本質。活在信仰之中，既樂也苦。我們可以痛苦，猶如約

伯，試圖理解何以可怕的苦難竟會臨到好人。我們可以唱

歌、跳舞，猶如米利暗，帶領希伯來婦女高興歡喜，因為

平安渡過紅海。我們可以在危難中心懷二意，猶如彼得，

既想相信，卻又怯懦。我們可以高唱凱歌，猶如保羅，在

一生將盡之時，期待得著屬天獎賞。

信仰之旅既豐盛又複雜。當中有懷疑，也有信靠；有

信心，也有恐懼。細讀一些聖經人物在信仰中掙扎成長、

在掙扎中深化信仰的故事必有好處。雅各的故事引人入

勝，我們一起來看看。創世記二十五至三十六章載有雅各

1
雅各
與神扭鬥

經文：創世記三十二章 22至 31節

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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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鬥4 雅各─與神扭鬥 5

和他家的精彩故事。

雅各和以掃的故事

雅各與以掃是孿生子，雅各是弟弟。他們的祖父是亞

伯拉罕。老族長亞伯拉罕將一個寶貴的應許傳給他的族

人。他把神的應許留給兒子以撒─有一日神要賜給他們

一塊屬於他們的土地。神要賜福他們，與他們同在，以致

所有國家都可以得福。以撒把這個信仰、這個應許傳給他

的兒子雅各和以掃。

以掃是長子。按照傳統，長子將會成為一族之首。事

實上，為父的以撒偏愛粗獷的以掃，不愛比較溫柔、被母

親寵壞的雅各。但雅各有夢想，有活力。他設下陷阱，先

後兩次騙去兄長的長子名分。

我們都聽過以掃為一碗湯出賣長子名分這個耳熟能詳

的故事。雅各向餓得要死的兄長索取的是天價。最後，雅

各又將他們父親的臨終祝福據為己有。這個祝福近似今日

臨終遺囑。雅各知道兄長極其憤怒，害怕兄長會追殺他。

他的母親利百加於是勸他逃亡，投靠住在今天伊拉克北部

的舅父拉班。

雅各不是我們眼中的聖人。他是騙子，是無賴，但也

是神所愛的人。他是神所揀選的人，將來要帶領亞伯拉罕

的百姓。何以神要向這樣的人施恩？我認為有以下可能的

原因：雅各有創意，有想像力，又有追尋夢想的動力。不

錯，他誤用了他的恩賜。但神也管教他和糾正他，幫助他

成為更好的人。以掃不是惡人，但他缺乏遠見和性格。他

太快丟掉長子的名分。

如果我們細心閱讀聖經，我們便會看見：神並沒有忘

記賜福雅各的哥哥以掃。作為這羣特選百姓的領袖，他不

是最佳人選。但是，神仍賜他能力和家庭，使他活在弟弟

的地界以外。創世記三十六章告訴我們，以掃是以東十一

個支派之祖。以色列有十二個支派，住在巴勒斯坦。以掃

生出十一個支派，住在猶大以南的地方。

雅各兩次在夜間蒙恩
（一）在伯特利夢見天梯

雅各害怕哥哥追殺他，於是逃亡。他還未適合接受神

所施的恩惠，但神賜恩予他，讓他看見美麗的將來。我們

在創世記二十八章讀到雅各在伯特利造夢的故事。遠離家

鄉，雅各躺在野外睡覺。他拿石頭作枕，希望可以入睡。

他造了一個夢，在夢中看見一把梯直引到天上。天使在梯

上，上去下來。神正與祂的世界交流。

神在梯的頂部。祂對雅各說：「我是耶和華─你祖

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創二十八 13）然後，

神重申很早以前對亞伯拉罕所作的承諾：我要將這地賜予

你和你的後裔，我要使你成為地上所有人的祝福；還有，

我現在要特別與你同在，好使你在逃亡的路上，得著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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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鬥6 雅各─與神扭鬥 7

生命；最後，我要領你回家，實現我的應許。

神藉雅各的經歷，來陶造雅各—一個需要接受試

驗和管教的人，一個需要長大、好作百姓領導的人。當雅

各遇上他的舅父拉班，他遇上了對手。舅父與外甥一樣狡

猾，善於攻心。他們互相幫助，也互相欺騙。

後來，想像力豐富、活力十足的雅各墮入愛河。他愛

上拉結，即舅父拉班的女兒。我們記得，拉班怎樣用詭計

迫使外甥接長女利亞過門。中國人也有故事講到，有一個

人因為新娘子蒙著頭，結果娶了一個並不認識的女子。拉

班怕眼睛沒有神氣的長女嫁不出去。於是用計，迫使雅各

與她成親。浪漫但無助的雅各，終於有機會一嘗哥哥從前

被騙的滋味。

為拉班打了十四年工之後，雅各最終得到兩妻兩妾。

他有許多兒女，也藉畜牧獲得許多財富。他終於想到回

家。神還有一些應許未曾兌現。他仍要在應許之地安居樂

業。回家，雅各便要面對自己曾欺騙的哥哥，結果如何沒

人說得準。儘管這樣，他知道自己還是要回去。

（二）在雅博渡口與神扭鬥

創世記三十二章意義暗晦，卻惹人遐想。我認為，內

裏蘊含重要功課。我們有能力想望美好生活。我們卻是有

限的罪人，未能達成偉大目標。我們有幸找到一位施恩的

神給我們機會，領我們走出死胡同和自敗的生命，又呼喚

我們悔改，正視我們的需要和掙扎。我們蒙召與我們的過

往、與將來的盼望扭鬥。在某程度上，我們求神幫助，也

是與神扭鬥。

讓我們細讀這個故事！雅各打發家人和貴重的牲口先

渡過雅博溪，與他的哥哥相會。為應付一位怒憤填胸的哥

哥，他定下一個安全策略。也許，哥哥看見無助的婦孺，

心腸會軟化。也許，貴重的牲口會打動他的心。雅各卻獨

自留在雅博溪的這邊過夜。很久很久以前，在伯特利，他

心裏害怕，不知將來是禍是福。在雅博渡口，就如在伯特

利，神前來與他會面，賜他恩典，幫助他面對他的哥哥，

並且期盼一個美好的將來。經文告訴我們，有一個人與雅

各扭鬥。他的身分未有交代。但是，他力大，在與雅各

扭鬥時，使雅各的髖骨離位。天快亮時，扭鬥的對手說：

「天黎明了，容我去吧！」（創三十二 26）扭鬥的對手不想

有人看見他的樣子，也不要人給他名字。

雅各問那人甚麼名字。狡猾的雅各知道名字的力量。

這是世人互相識別的方式。這也是人呼求諸神降福的方

式。那人不肯透露名字。他不要人召喚他或者困住他。他

要自由，好做他要做的事，去他要去的地方。那人沒有交

出他的名字，但他卻給人福氣。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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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三十二 28）

來自天上的扭鬥者不會限於一個名字。雅各的身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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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最後，我要領你回家，實現我的應許。

神藉雅各的經歷，來陶造雅各—一個需要接受試

驗和管教的人，一個需要長大、好作百姓領導的人。當雅

各遇上他的舅父拉班，他遇上了對手。舅父與外甥一樣狡

猾，善於攻心。他們互相幫助，也互相欺騙。

後來，想像力豐富、活力十足的雅各墮入愛河。他愛

上拉結，即舅父拉班的女兒。我們記得，拉班怎樣用詭計

迫使外甥接長女利亞過門。中國人也有故事講到，有一個

人因為新娘子蒙著頭，結果娶了一個並不認識的女子。拉

班怕眼睛沒有神氣的長女嫁不出去。於是用計，迫使雅各

與她成親。浪漫但無助的雅各，終於有機會一嘗哥哥從前

被騙的滋味。

為拉班打了十四年工之後，雅各最終得到兩妻兩妾。

他有許多兒女，也藉畜牧獲得許多財富。他終於想到回

家。神還有一些應許未曾兌現。他仍要在應許之地安居樂

業。回家，雅各便要面對自己曾欺騙的哥哥，結果如何沒

人說得準。儘管這樣，他知道自己還是要回去。

（二）在雅博渡口與神扭鬥

創世記三十二章意義暗晦，卻惹人遐想。我認為，內

裏蘊含重要功課。我們有能力想望美好生活。我們卻是有

限的罪人，未能達成偉大目標。我們有幸找到一位施恩的

神給我們機會，領我們走出死胡同和自敗的生命，又呼喚

我們悔改，正視我們的需要和掙扎。我們蒙召與我們的過

往、與將來的盼望扭鬥。在某程度上，我們求神幫助，也

是與神扭鬥。

讓我們細讀這個故事！雅各打發家人和貴重的牲口先

渡過雅博溪，與他的哥哥相會。為應付一位怒憤填胸的哥

哥，他定下一個安全策略。也許，哥哥看見無助的婦孺，

心腸會軟化。也許，貴重的牲口會打動他的心。雅各卻獨

自留在雅博溪的這邊過夜。很久很久以前，在伯特利，他

心裏害怕，不知將來是禍是福。在雅博渡口，就如在伯特

利，神前來與他會面，賜他恩典，幫助他面對他的哥哥，

並且期盼一個美好的將來。經文告訴我們，有一個人與雅

各扭鬥。他的身分未有交代。但是，他力大，在與雅各

扭鬥時，使雅各的髖骨離位。天快亮時，扭鬥的對手說：

「天黎明了，容我去吧！」（創三十二 26）扭鬥的對手不想

有人看見他的樣子，也不要人給他名字。

雅各問那人甚麼名字。狡猾的雅各知道名字的力量。

這是世人互相識別的方式。這也是人呼求諸神降福的方

式。那人不肯透露名字。他不要人召喚他或者困住他。他

要自由，好做他要做的事，去他要去的地方。那人沒有交

出他的名字，但他卻給人福氣。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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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三十二 28）

來自天上的扭鬥者不會限於一個名字。雅各的身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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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卻定了。他是以色列，是一國之父。他成功經過考驗，

配做族長，繼承亞伯拉罕的事業。

不信的人與福音的呼喚扭鬥

許多人自覺需要有一個有意義的人生願景，一個超

越只為生存或者積聚權力、財富的目標。許多人都留意

到各大世界宗教使千千萬萬人找到目標和盼望。不錯，

今天，我們也知道宗教可以出錯，狂熱者可以對全球安

全造成威脅。但是，有病的宗教和良好的宗教是有分

別的。

我認為，基督徒的信仰，是我所認識最高尚的生活方

式。福音真理令我感到驚訝：創造者、滿有能力的神選擇

進入我們這個破碎、有病的世界，藉一個人、一位弟兄，

顯明祂的智慧和仁愛。在基督耶穌這位先知—教師—醫

師裏頭，神親自與我們結連，祂甘冒遭人拒絕的風險。祂

自願承擔十字架的苦難，只為顯明祂的愛，不要強迫世人

服從。祂打開我們的眼睛，使我們看見正義和憐憫的視像

（vision）、圓滿的生命，脫離自私的小世界。祂賜我們悔

改歸正、更新心靈的能力，還把自己賜了給我們，使聖靈

住在我們裏頭，引導我們。

我們要為那些掙扎於要否接受福音真理的人禱告。我

們是與我們的驕傲和虛妄扭鬥：我們以為，我們並不需要

神。我們是與我們的情慾和貪婪扭鬥：我們的心要得權力

和財富。我們是與我們的想法扭鬥：我們以為我們必須咄

咄逼人、工於心計才能安心生活。

信徒與福音的呼喚扭鬥

在我們身邊，有些人已經認識神的救贖恩典多年；有

些則是新近相信的。但是，我們全部—偶而—都要

與福音生活扭鬥。我們蒙召，要愛所有人，就如神愛人一

樣。我們可能要與我們的文化承傳下來的偏見扭鬥。對於

我們國家的敵人、美好中產生活的敵人、我們教會和基督

教事業的敵人，我們怎可能愛他們呢？我們要為得著更美

的心思和意念而進行扭鬥。

我們蒙召，要過奉獻的人生。我們可能要為是否甘心

奉獻更多給神、祂的教會和祂缺乏的兒女而進行扭鬥。我

們可以提出合理解釋，為免奉獻太多，超出我們感到舒適

的程度。我們可以推遲作好管家的計劃。我們要為得著更

美的心思和意念進行扭鬥。

我們蒙召作神謙卑的僕人，甘心受教，樂意推崇別人。

我們可能為別人沒有確認我們的恩賜，滿心嫉妒，與難過

的心情扭鬥。我們可能為別人暗示─遑論直言─我們

明顯犯錯，要與憤怒的心情扭鬥。我們中間可能有人要與

內心的自卑感扭鬥，不敢相信我們已經享有神親愛兒女的

地位，且有一些─或許不多─獨特的恩賜可以供獻出

來。我們要為得著更美的心思和意念進行扭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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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扭鬥
神留活口
雅博渡頭
月黑心憂

服役多年
回家路上
拉班得利
有牛有羊
為愛拉結
被騙受傷
代價不輕
只為紅妝

最終離開
人財兼收
拉班奸狡
我勝一籌

家眷先行
留後禱求

詩
一
首─

雅
各
與
神
扭
鬥

「平安應許
早日成就！」

夜裏活物
現形猛撞
扭鬥傷髖
抱緊不放。

晨光初現
對手退讓
掩面埋名
再生有望

賜下新名
不再任性
我以色列
祖蔭繼承

夜客是誰？
舊我求新
將來盼望
建家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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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鬥12

禱告

主，我們扭鬥：

與我們的過去，

與我們的失敗和傷痛，

與我們的幻想和盼望。

求祢賜我們勇氣面對真理！

求祢賜我們虛心承認過失！

求祢賜我們恩典重新起來！

奉赦免我們的弟兄耶穌之名。

阿們。
思考問題

 1 雅各作為神所使用的人，他有哪些地方引起我們的興

趣並給我們帶來希望？

 2 在創世記三十三章 10節，雅各的哥哥寬恕了他，而

雅各說，看見他的面有如看見神的面。在扭鬥中勝過

神，與看見以掃有何關係？

 3 在與人交接的過程中，你可有見過神的面？

 4 你的過往有哪些地方需要放開，使你可以繼續前行？

 5 雅各離開一段時間有好處嗎？

雅各─與神扭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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