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花果樹下 – 揭開聖經73小時 

以色列的天梯 – 雅各伯 
創25:19 -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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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伯 – Yaaqob (抓住 ַיֲעֹקב
腳跟者)，原意是「天主保
佑」。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
先。 
 
亞巴郎生依撒格，依撒格生
雅各伯，雅各伯生猶大和他
的兄弟們 (瑪1:2)。 



• 長幼之爭 
 

• 天梯 
 

• 轉化 

雅各伯的重要事蹟 



長幼之爭 
• 「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

治理大地」(創1:28)；「我要
使你成為一個大民族，我必祝
福你，…地上萬民都要因你獲
得祝福」(創12:2-3)。 

• 天主要人在地上建立群體，長
幼尊卑是群體的必然秩序、規
律。 



長幼之爭 

• 以色列人長子的權利：  
 

「…視作長子，將所有的產業，
多分給他一份，因為他是自
己壯年時的首生子，應得長
子的權利。」 (申21:17)； 



• 長幼之爭始於加音 (創4: 
1-8)，亞伯爾被兄長殺死
後，天主讓厄娃生舍特，
代替了死去的亞伯爾(創
4:25)。 

長幼之爭 



長幼之爭 

• 亞巴郎的長子依市瑪耳的
地位亦遜於後來由正室撒
辣所生的依撒格 (創17:19)。 
 



長幼之爭 

• 然而幼子優於長子的觀念由
依撒格時開始清𥇦：…上主
答覆她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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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民族，年長的要服事
年幼的。」 (創25:21-23)； 



• 這兩個民族就是後來的以
色列(創32:29)和厄東(創 
25:31)  

長幼之爭 



• 雅各伯 (以色列)和厄撒烏 
(厄東)兩人之爭發展成民族
之爭：以色列人由梅瑟帶領
下離開埃及，途經厄東要借
道時被厄東人拒絕(戶
20:14-21)。 

長幼之爭 



長幼之爭 

• 以色列君王達味戰勝阿蘭人
後，在鹽谷擊殺一萬八千厄
東人，厄東人遂臣服了達味 
(參撒下8:13-14) 



• 後來厄東人聯同巴比倫人滅
猶大國，屠殺以色列人，摧
毀耶路撒冷城 (詠 137:7)；
上主預言會消滅厄東 (則12-
14；北10-19；拉1:1-4)。 

長幼之爭 



長幼之爭 

• 鬥爭延續至新約。厄東人
黑落德王統治猶太人，曾
命令追殺猶太裔的嬰孩耶
穌 (瑪2:16) 



長幼之爭 

• 天主表明祂的心意和行徑與
人不同 (依55:8-9)；所以祂
在以色列歷史中，選擇惠顧
亞伯爾的祭品而不惠顧加音
的；使依撒格祝福雅各伯而
非厄撒烏 (創27:1-29)； 



 
• 讓幼子若瑟到埃及歷練而非

他的兄長(創37，39-41) ； 
 

• 讓雅各伯祝福若瑟的次子厄
弗辣因而非長子默肋協 (創
48: 8-19)， 

長幼之爭 



長幼之爭 

• 揀選達味為王而非他的哥
哥們； 
 

• 使撒羅滿為王而非他的哥
哥阿多尼雅 (參列上1:5-
40)。 



耶穌為門徒們洗腳，以「上主
的僕人」形象出現，亦是最高
者要貶抑自己，貫徹天主要以
大服事小的觀念。 

長幼之爭 



欺詐 

• 雅各伯在胎中已開始和厄撒
烏爭鬥，出生時抓著兄長的
腳跟，彷彿要爭先。 
 

• 長大後以豆羹換取厄撒烏所
輕賤的長子名分，再以假扮
兄長的身分騙得依撒格的長
子祝福。 



• 天主向黎貝加預言年長的要
服事年幼的，但祂沒有指示
會怎樣實現。 

欺詐 



• 經文說依撒格已雙目失明，
只靠嗅覺、味覺和觸覺去辨
別事物；他嗜好野味，暗示
他只顧享受世間事物，已失
去與主溝通的心靈接觸。 
 

• 厄撒烏娶了赫特女人為妻，
他的後裔在血統上已非純正。 

欺詐 



• 黎貝加緊記這預言，相信她
也曾向雅各伯提及此事，找
機會去實現。 

 

• 雅各伯首先以豆羹換取厄撒
烏所輕賤的長子名份， 

 

欺詐 



• 黎貝加最後為幼子找到取
得長子祝福的機會。 
 

• 最終雅各伯得到長子的祝
福，上主的預言因而實現。 

欺詐 



• 儘管天主在這件事上沒有
出現，但經文清楚表明祝
福來自上主 (創27:27-28)。 
 

• 上主的祝福首先給亞巴郎，
然後再經依撒格的手給了
雅各伯，實現了祂的預言。 

欺詐 



• 然而雅各伯的祝福是以欺
詐的手段得來的。 

 

• 即使雅各伯要肩負成為天
主的民族的使命，為何天
主讓他用欺詐的手段獲得
成功？ 

欺詐 



後果/代價 

• 從雅各伯其後的遭遇，可想
到天主並不贊同這欺詐的行
為： 
 

• 長幼之爭勝負已定，因此結
下兄弟之仇，厄撒烏起意要
殺弟。 



後果/代價 

• 雅各伯要逃亡，從此與鍾
愛他的母親分隔兩地，終
生不復相見。 
 

• 聖經甚至沒有記載黎貝加
的死亡，反而只記載了她
乳母的去世 (創35:8)。 



後果/代價 

• 雅各伯投奔拉班，被他欺騙，
娶了長女才給他娶次女；更
被他剝削二十年。 
 

• 雅各伯也被他的兒子欺騙，
說他所鍾愛的兒子若瑟為猛
獸所食，使他痛苦多年。 



• 雅各伯欺詐父親和長兄，
他也吃盡被人欺騙的苦果。 

後果/代價 



天梯  

A 他來到一個地方      (11) 
 B …隨地取了一塊石頭，放在頭底下  (11) 
         C …見一個梯子直立地上，梯頂與天連接    (12) 
      D 天主的天使立在梯子上…              (12) 
              E 上主立在梯子上…              (13) 
               F (上主的許諾)                 (14-15) 
          E  上主實在在這地方…             (16) 
       D’ …乃是天主的住所               (17) 
          C’ 上天之門      (17) 
   B’ 就把那塊放在頭底下的石頭，立作石柱  (18) 
A’ 給那地方起名叫貝特耳        (19) 



經文的中心點是上主把祂對亞
巴郎的許諾，再次許諾給雅各
伯，再加上一些更具體的承諾。 

天梯  



對亞巴郎的許諾 對雅各伯的許諾 

1. 我要使你成為一個大民族，我必祝
福你，使你成名，成為一個福源 
(12:2) 

2. 我要祝福那祝福你的人…地上萬民
都要因你獲得祝福。 (12:3) 

地上萬民都要因你和你的
後裔蒙受祝福 (28:14c) 

我要將這地方賜給你的後裔… (12:7) 我要將你所躺的地方，賜
給你和你的後裔 (28:13) 

上主遂領他到外面說：「請你仰觀蒼
天，數點星辰，你能夠數得清
嗎？」…「你的後裔也將這樣」(15:5) 

你的後裔要多得如地上的
灰塵 (28:14) 

天梯  



對亞巴郎的許諾 對雅各伯的許諾 

  我與你同在， 

  你不論到那裡，我必護
佑你， 

  領你回到此地。 

我決不會離棄你，直到
我實踐你所許的。(創
28:15) 

天梯  



• 其後的以色列歷史，都顯示
天主與以色列人同在，護佑
他們；儘管他們多次離開天
主，天主仍不離棄他們，領
他們回福地。 

天梯  



天梯  

聖祖時代：祝福聖祖。及至雅各伯
的後代若瑟被賣到埃及為奴時，
「上主與若瑟同在， (他)便事事順
利」 (創39:2)；他被誣衊收監時，
「上主仍與他同在，對他施恩，使
他在獄長眼中得寵」(創39:21)。最
後成為埃及法郎的重臣。 



• 雅各伯要逃避飢荒，全家遷往
埃及，要與若瑟重聚時，天主
向他重申祂的許諾：「…不要
害怕下到埃及去，我要使你在
那裡成為一個大民族。我與你
一同下到埃及，也必使你再回
來…」(創46:3-4) 

天梯  



• 出谷期：天主派遣梅瑟，要法郎放
以民離開埃及，擺脫奴役時說：
「我必與你同在；」 (出3:12)。進入
福地前，天主再次鼓勵以民，叫梅
瑟向以民傳達天主的話：「…你們應
勇敢堅決，不要害怕…因為上主你們
的天主親自與你們同行，決不拋棄
你，也決不離開你。」(申31:6) 

天梯  



天梯  

• 若蘇厄帶領以民渡過約但河
前，再次肯定祂與以民同在：
「…過去我怎樣與梅瑟同在，
也要怎樣與你同在，決不離
開你，決不捨棄你」(蘇1:5) 



• 民長期：派遣民長抵抗異民
侵襲。 
 

• 君王期：揀選達味建立國家，
揀選撒羅滿繼位，使國家強
大繁榮。 

天梯  



天梯  

• 及至撒羅滿死後，以色列人分裂，
兄弟鬩牆。公元前732年阿蘭王勒
斤聯同以色列王培卡黑攻打耶路
撒冷，上主派依撒意亞先知向猶
大王阿哈次預言「厄瑪奴耳」，
意即「天主與我們同在」 (依7:14)。
其後圍城之厄解除，以色列國亦
為亞述所亡。 



• 猶大國亡後，國民充軍至巴
比倫，天主透過依撒意亞先
知安慰以民：「你不要害怕，
因為我與你在一起；你不要
驚惶，因為我是你的天主。」 
(依41:10) 

天梯  



天梯  

• 依撒意亞先知再預言以民將
重返故鄉：「不要害怕！因
為我同你在一起，我要從東
方領回你的子女…要將我的
女兒們由地極領回…」 (依
43:5-6) 



• 波斯王居魯士滅巴比倫後，釋
放所有猶太人回國，重建家園
和聖殿。 
 

• 耶穌出生，天使向若瑟重申天
主的安慰：「厄瑪奴耳」(瑪
1:22-23)。天主親自以真人的身
分與人同在。 

天梯  



•天梯連接天與地，這是一種
「天主與人同在」的體現，是
天主主動接觸祂的受造物，與
他們同在。因此耶穌也說：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
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
去。」(若14:6) 

天梯  



天梯  

•耶穌召叫納塔乃耳時，也向他
啟示祂的身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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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1:51) 耶穌藉這段經
文，顯示祂是天人之間的中介。 



•耶穌在離開前，也曾向祂的
門徒說：「看，我和你們天
天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終
結。」(瑪28:20) 
 
 

天梯  



天梯  

•耶穌以葡萄樹的比喻，進一步
啟示天主與人同在的真諦：是
你在我內，我在你內，成為一
體(參若15:1-11)；而因為祂在父
內，父也在祂內(若14:11)，所
以我們若能在祂內，便也在父
內。 



若望默示錄預言，基督第二次來
臨的新天新地中，天主的預言實
現了。祂向新天新地的居民說：
「這就是天主與人同在的帳幕，
他要與他們住在一起，他要作他
的人民，他親自要「與他們同在」
作他們的天主…」 (默21:3) 

天梯  



轉化 

•雅各伯為舅父拉班工作了二
十年，儘管備受舅父的剝削，
十次改變他的工價，他靠自
己的聰明才智積聚了大筆財
富。其後，他感受到舅父的
臉色大不如前，遂與妻兒離
開阿蘭，回故鄉客納罕。 



轉化 

•雅各伯自取得長子的名義開始，
一直靠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奮
力爭取到他所要的一切，從經
文所載，他從未向上主祈求，
只有在「天梯」一節向上主許
願。他現在回鄉，要為他以前
所做的一切做一個了結。 
 



• 與追趕他的拉班和平分手後，
雅各伯重新上路，遇見天主
的使者 (32:2)；這是後來他
要冒險的先兆，也表示天主
的大能會幫他脫險。(蘇5:13-
15)也有同樣的敘述。 

轉化 



轉化 

為了面對要殺他的兄長厄撒烏，
他在回鄉的路上作了週詳的部署 
(32:4-9)： 
• 先派遣使者向厄撒烏報告他已

發蹟，希望得到哥哥的「恩
愛」，暗示願意受哥哥管轄，
並願意放棄他所騙取因祝福而
得來的特權。 



轉化 

• 當知道厄撒烏帶了400人來
迎，不明來意時，把人和牲
口財產分成前後兩隊，減低
全部損失的可能性。 
 

• 選出一些牲口作為禮物，派
人去送給哥哥，以討好他。 
 



• 首次向上主祈求可以脫險 
(32:10-13) 
 

• 當夜安排妻兒和所有財物過
河，自己留在河的另一面。 

轉化 



從雅各伯離開客納罕到回歸的經歷，記
錄了雅各伯的改變。他在「貝特耳」和
「培尼耳」兩地的遭遇，有極多的相同
情節。 
 

離開客納罕 
  貝特耳的經歷 (28:10-22) 
      寄居帕丹阿蘭 
  培尼耳的經歷 (32:23-32) 
回歸客納罕  

轉化 



貝特耳的經歷 培尼耳的經歷 

來到一個地方，太陽已
落…  

當夜起來…獨自一人留
在後面 

天主出現，祝福他 天主的使者與他搏鬥，
祝福他 

夢境在清早時完結 搏鬥在𥌓光破曉時完結 
確立一個以色列的習俗：
十一奉獻 

確立一個以色列的習俗：
不吃大腿窩上的筋 

為該地命名：貝特耳 為該地命名：培尼耳 

轉化 



他與天主使者搏鬥的情節，分析經文的結構如下： 
  
A 他當夜起來…獨自一人留在後面  
 B有一人前來與他搏鬥直到曙光破曉。 
  X  a 雅各伯說：你如果不祝福我，我不讓你走。 
    x  那人問他：「你叫什麼名字？」，他
        答說：「雅各伯。」。 
        那人說：「你的名字以後不叫雅各 
        伯，應叫以色列…」 
      a’ 遂在那裡祝福了他。 
 B 「我面對面見了神」 
A’ 雅各伯經過培尼耳時，太陽正升起，照在身上 

轉化 



• 整段經文的重心在雅各伯與神搏
鬥時，神問雅各伯的名字和給他
一個新名字。 
 

• 神問他的名字，暗示要他思考這
名字「抓住腳跟者」的意思，是
要他反省在過去要與兄長爭先；
繼而騙取名分和祝福的不當行為。 

轉化 



• 神給了他一個新名字「以色列」。
表示他有一個新的身分，新的使命，
要他重新做人。這與天主給亞巴郎
一個新名字「亞伯辣罕」的義意相
同 (參創17:3-8)。 

 

• 雅各伯經過培尼耳時，太陽已升起
照在身上 (32:32)，象徵他已擺脫
黑暗的心靈，成為新人。 

轉化 



從他其後見到厄撒烏時，放棄妻
兒先行的安排，自己走到最前，
七次伏地叩拜，直到哥哥跟前，
顯示他已真誠悔過，求哥哥原諒。 
 

最後兄弟重逢，冰釋前嫌，圓滿
結局。 

轉化 



反思 

總結雅各伯的經歷，人儘管
開始時如何不堪，天主也會
與他同在，要在他身上實現
祂的計劃，最後會讓他有機
會轉化，成為新人。 



牧民活動 
 

1. 我自己在家庭中與兄弟姊
妹的關係，會覺得受到偏
心/不公平的對待嗎？或者
在工作上的際遇、堂區的
人事關係上，曾經感受到
被不公平的對待嗎？ 
 



牧民活動 

2.  我對這遭遇的感受是怎樣  
     的？ (分三人一組簡單分享) 
 
3. 天主會怎樣看這件事？祂為 
      什麼容許這件事發生？祂   
      及後有把這事轉化成祝福？ 



為
此 我

們
感
謝
主   

讚
美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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