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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祖雅各伯 
創世紀 25-37 

	  
1）孿生兄弟的誕生（瑪默勒Mamre／赫貝龍 Hebron）	  

（天主預言年幼的要成為繼承人，實現天主的許諾） 

25:23 你一胎懷了兩個國家，你腹中所生的要分為兩個民族：一個民族

強於另一民族，年長的要服事年幼的。 
25:25-26 首先產出的發紅，渾身是毛，如披毛裘，給他起名厄撒烏（עֵ ׂשָ ו 

Esau）。他的弟弟隨後出生，一手握著厄撒烏的腳跟（ַּבֲעֵקב ba-
‘aqeb），為此給他起名叫雅各伯（יֲַעקֹב Jacob） 

25:27-28 兩個孩童漸漸長大，厄撒烏成了個好打獵的人，喜居戶外；雅

各伯卻為人恬靜，深居幕內。依撒格愛厄撒烏，因為他愛吃野

味；黎貝加卻愛雅各伯」 
25:29-31 厄撒烏由田間回來，饑餓疲乏，便對雅各伯說：請將這紅紅的

東西（ָאדֹם ’adom）給我點吃，因為我實在又餓又乏。──因此

他的名字又叫「厄東」（ֱאדֹום Edom=Red Lentil 紅扁豆）。雅各

伯回答說：你要將你長子的名分先賣給我 

25:33 厄撒烏遂對他起了誓，將自己長子的名分賣給了雅各伯 

 
2）長子的祝福 （貝爾舍巴 Beer-sheba） 

（黎貝加自作主張，要以欺騙的方法實現天主的計劃！） 

27:1 依撒格年紀已老，雙目失明，看不見了 

27:6-10 黎貝加對自己的兒子雅各伯說：我聽見你父親對你哥哥厄撒烏

說：你去給我打點獵物來，作成美味，叫我吃了，好在死前當

著上主的面祝福你。現在，我兒，要聽從我吩咐你的話。到羊

群裡去，給我拿兩隻肥美的小山羊來，我要照你父親的嗜好，

給他作成美味，你端給父親吃，好叫他死前祝福你 

27:28-29 看！我兒子的香氣，像上主祝福的肥田的香氣。惟願天主賜與

你天上的甘露，土地的肥沃，五穀美酒的豐裕！願眾民服事你，

萬國叩拜你！願你作你兄弟的主人，你母親的兒子叩拜你！凡詛

咒你的，必受詛咒；凡祝福你的，必受祝福（參看 25:23「年長

的要服事年幼的」） 
27:36 厄 撒 烏 說 ： 他 不 是 名 叫 雅 各 伯 嗎 ？ 他 已 兩 次 欺 騙  יְַעְקֵבנִי）

ya‘eqebeni）了我：以前奪去了我長子的名分，現在又奪去了我

的祝福 

27:41 厄撒烏因為他父親祝福了雅各伯，便懷恨雅各伯，心下思念說：

為父親居喪的日期已近，到時我必要殺死我弟弟雅各伯 

 

 天主卻沒有被二人的過犯破壞自己的計劃，藉雅各伯十二子形

成了選民十二支派！但天主也按正義懲罰了二人。黎貝加死前

不再看見愛子！雅各伯被外父拉班歉騙，日後被兒子欺騙。 

  

 參看希 11:20「因著信德，依撒格也關於未來的事祝福了雅各伯

和厄撒烏」；希 12:15-17「你們又應該謹慎，免得有人疏忽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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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寵，免得有苦根子長出來，而累及你們，使許多人因此蒙

受玷污。誰也不要成為淫亂和褻聖者，如厄撒烏一樣，他為了

一餐飯，竟出賣了自己長子的名分。你們知道，後來他縱然願

意承受祝福，也遭到了拒絕；雖流淚苦求，但沒有得到翻悔的

餘地。」 

 
3）貝特耳的神視（貝爾舍巴 Beer-sheba - 貝特耳 Bethel - 哈蘭 Haran） 

28:5,10 依撒格就這樣打發了雅各伯往帕丹阿蘭（…）雅各伯離開貝爾

舍巴，往哈蘭去了。 

28:11-12 他來到一個地方，因太陽已落，就在那裡過宿，隨地拿了一塊

石頭，放在頭底下，就在那地方躺下睡了。他作了一夢：見一

個梯子直立在地上，梯頂與天相接；天主的使者在梯子上，上

去下來。  
28:13-15 上主立在梯子上說：「我是上主，你父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

的天主。我要將你所躺的地方，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你的後裔

要多得如地上的灰塵；你要向東西南北擴展，地上的萬民都要

因你和你的後裔蒙受祝福。看我與你同在；你不論到那裡，我

必護佑你，領你回到此地。我決不離棄你，直到我實踐了我對

你所許的。」  
28:18-19 雅各伯一覺醒來，說：「上主實在在這地方，我竟不知道。」

他又滿懷敬畏地說：「這地方多麼可畏！這裡不是別處，乃是

天主的住所，上天之門。」雅各伯清早一起來，就把那塊放在

頭底下的石頭，立作石柱，在頂上倒了油，給那地方起名叫貝

特耳（ֵּבית־ֵאל Beth-’el），原先那城名叫路次。 

28:20-22 然後雅各伯許願說：「若是天主與我同在，在我所走的路上護

佑我，賜我豐衣足食，使我平安回到父家，上主實在當是我的

天 主 。 我 立 作 石 柱 的 這 塊 石 頭 ， 必 要 成 為 天 主 的 住 所

（beth ’elohim）；凡你賜與我的，我必給你奉獻十分之一」  
 
 智 10:9-10「智慧卻從因難中拯救了崇拜她的人。智慧引導逃避

長兄憤怒的義人，走上了正路；將天主的國指示給他，叫他明

白神聖的事；在困苦之中使他順利，令他的勸勞效果豐滿」 

 

 若 1:51「耶穌對納塔乃耳（Nathanael）說道：因為我向你說：

我看見了你在無花果樹下，你就信了嗎？你要看見比這更大的

事！又向他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要看見天開，天主

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來」 

 耶穌借用雅各伯所見的異象（創 28:12），說明自己的降生開啟

了天門，天主的恩寵要經過他分賜給世人。  

 
4）雅各伯服事拉班娶得兩女（哈蘭 Haran／帕丹阿蘭 Padan Aram） 

29:1-3 移石取水飲羊（1-3） 

29:9 辣黑耳領著他父親的羊群到了；因為她是個牧羊女（辣黑耳 ָרֵחל 
Rachel = 母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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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8,20 「我願為你小女兒辣黑耳服事你七年（…）雅各伯為得到辣黑

耳，服事了拉班七年；由於他喜愛這少女，看七年好像幾天」 

29:18 到了晚上，他卻將自己的女兒肋阿（ֵלָאה Leah = 母牛），引到雅

各伯前，雅各伯就親近了她 

29:26-28 我們這地方沒有先嫁幼女，而後嫁長女的風俗。你同長女滿了

七天以後，我也將幼女給你，只要你再服事我七年。雅各伯就

這樣做了。與肋阿滿了七天以後，拉班便將自己的女兒辣黑耳

給了他為妻 

29:25 雅各伯對拉班說：「你對我作的是什麼事？我服事你，豈不是

為了辣黑耳？你為什麼欺騙我？」 
31:6-7 雅各伯就派人叫辣黑耳和肋阿來到他放羊的田間，對她們說：

「你們的父親卻欺騙了我，十次變換了我的工價，但天主卻沒

有容許他害我。」  
  
29:31-30:24  肋阿與辣黑耳（及她們的婢女）為雅各伯產子 

 上主見肋阿失寵，便開了她的胎；但辣黑耳卻荒胎不孕（31）  

  
雅各伯（Jacob） 

肋阿（Leah） 齊耳帕（Zilpah） 彼耳哈（Bilhah） 辣黑耳（Rachel） 
1.勒烏本 Reuben 
2.西默盎 Simeon 
3.肋未 Levi 
4.猶大 Judah 
9.依撒加爾 Issachar 
10.則步隆 Zebulun 
11.狄納 Dinah 

7.加得 Gad 
8.阿協爾 Asher 

5.丹 Dan 
6.納斐塔里 Naphtali 

12.若瑟 Joseph 
13.本雅明 Benjamin 

 

1.勒烏本 Reuben:	  上主垂視了我的苦衷，現在我的丈夫會愛我了（29:32） 

2.西默盎 Simeon:	  上主聽說我失了寵，又給了我一個（29:33） 
3.肋未 Levi:	   這次，我的丈夫可要戀住我了，因為我已給他生了三個兒子

（29:34） 
4.猶大 Judah:	  這次我要讚頌上主（29：35） 
5.丹 Dan:	  天主對我公道，俯聽了我的哀聲，給了我一子（30:6） 

6.納斐塔里 Naphtali:	  我以天大的力量與我姐姐相爭，得到勝利了（30:8） 
7.加得 Gad:	  好幸運（30:11） 
8.阿協爾 Asher:	  我真有福！女人都要以為我有福（30:13） 
9.依撒加爾 Issachar:	   天主給了我報酬，因為我將我的婢女給了我的丈夫

（30:18） 
10.則步隆 Zebulun:	   天主給了我一個很好的禮物；這一回我的丈夫要與我

同居了，因為我給他生了六個兒子（30:20） 
（11.狄納 Dinah）（30:21） 
12.若瑟 Joseph:	  願上主再給我添子（30:24） 
13.本雅明 Benjamin:	   辣黑耳將要斷氣快死的時候，給他起名叫本敖尼

（Ben-’oni 我的厄運之子）；但他的父親卻叫他本雅明（Ben-
yamin 寵愛之子）（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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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雅各伯回鄉與厄撒烏修和（哈蘭 Haran - 瑪哈納因 Mahanaim - 舍根 Shechem） 
30:25 辣黑耳生了若瑟以後，雅各伯對拉班說：「請讓我回到我的本

鄉故土」 

31:2-3 雅各伯也注意了拉班對自己的臉色不如先前。那時，上主對雅

各伯說：「你回到你的家鄉和你的出生地，我必與你同在」 

32:8-9 雅各伯將自己的人和羊群牛群及駱駝分作兩隊，心想：如果厄

撒烏前來攻擊一隊，剩下的另一隊還可逃跑。  

32:10-13 然後雅各伯祈求說：「我父亞巴郎的天主，我父依撒格的天主、

上主！你曾對我說：回到你本鄉，你本家去，我必使你順利。

我本不配獲得你向你僕人所施的種種慈恩和忠信，我只帶了一

條棍杖過了這約但河，現在我卻擁有兩隊人馬。求你救我脫離

我哥哥厄撒烏的手，因為我怕他來擊殺我，擊殺母親和孩子。  

你原來說過：我必要恩待你，使你的後代如海沙，多得不可勝

數。」  

33:3-4 他自己走在他們前面，七次伏地叩拜，直到來到哥哥前。厄撒

烏卻向他跑來，抱住他，撲在他頸上吻他，兩人都哭了。  

33:18 雅各伯由帕丹阿蘭回來，平安來到客納罕地的舍根城，在城的

對面支搭了帳幕。 

 

6）雅各伯與天使搏鬥（雅波克河 River Jabok - 培尼耳 Penuel） 

32:23-33  他當夜起來，帶了他的兩個妻子，兩個婢女和十一個孩子，由

淺處過了雅波克河。等他們過了河，也叫自己所有的過了河。  

32:25-26 雅各伯獨自一人留在後面。有一人前來與他搏鬥一直到曙光破曉。

那人見自己不能制勝，就在他的大腿窩上打了一下；雅各伯正

在與他搏鬥之際，大腿窩脫了節。 

32:27-30 那人說：「讓我走罷！天已破曉。」雅各伯說：「你如果不祝

福我，我不讓你走。」那人問他說：「你叫什麼名字？」他答

說：「雅各伯。」那人說：「你的名字以後不再叫雅各伯，應

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搏鬥，佔了優勢。」雅各伯問說：

「請你告訴我你的名字。」那人答說：「為什麼你要問我的名

字？」遂在那裡祝福了他。 

32:31-33 雅各伯給那地方起名叫「培尼耳」（ְפנּוֵאל Penuel），意謂「我面

對面見了神，我的生命仍得保全」。雅各伯經過培尼耳時，太

陽已升起照在身上，由於大腿脫了節，他一走一瘸。為此，以

色列子民至今不吃大腿窩上的筋，因為那人打了雅各伯的大腿

窩，正打在筋上。   

 
 參看歐 12:3-5「上主要與以色列爭辯，要按他們的行徑懲罰雅各

伯，依照他的行為報復他：他在母胎中就欺騙了他的弟兄，及至

壯年又曾與天神搏鬥；他與天神搏鬥，並且獲得了勝利」 

 

 天主教教理 2573「由於雅各伯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天主向

他重申自己的許諾。他對抗大哥厄撒烏之前，與一位神秘人物整

夜搏鬥，那人不願透露自己的姓名，但離開前在黎明時分祝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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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會靈修傳統視此一敘述為祈禱的象徵；祈禱是信德的戰鬥

和堅持到底的勝利。 

 與雅各伯搏鬥的那位，是代替天主的一位天使。天使更改他的名

字，以暗示他得的祝福。「以色列」（יִׂשְ ָרֵאל Israel）一名，含有

與天主搏鬥的意思。雅各伯與天使的神秘搏鬥，也預兆他個人及

他的後代子孫以色列人，要遇到的艱苦命運和要獲得勝利。 

 
 
附註：聖祖的天主（God of the fathers）  

 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出 3:6,15,16; 4:5；

瑪 22:32；谷 12:26 路 20:37；宗 3:13; 7:32,46） 
 亞巴郎的天主（創 24:12,27,42,48; 26:24; 28:13; 31:42; 32:10 艾補

丙 6,23; 依 29:22） 
 依撒格的天主（創 46:1） 
 雅各伯的天主（撒下 23:1,3；詠 46:4,8,12; 75:10; 76:7; 81:2; 84:9; 

94:7; 114:7; 146:5） 
 
 天主教教理 205「天主在焚而不毀的荊棘中召喚梅瑟，對他說：

「我是你父親的天主，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雅各伯

的天主」（出 3:6）。天主是聖祖們的天主，祂曾召喚聖祖們，

並在旅途上引導他們。祂是信實而富於慈愛的天主，時常記起

他們和自己的許諾；祂來，是為拯救他們的後裔脫離奴役。祂

是超越時空的天主，能夠並且願意為這計畫施展祂的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