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各（五）雅各的四根柱子
劉士魁 傳道



(創 35:9-15)雅各從巴旦亞蘭回來，神又向他顯現，賜福於
他，10且對他說：「你的名原是雅各，從今以後不要再叫雅
各，要叫以色列」這樣，他就改名叫以色列 11神又對他說：
「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養眾多，將來有一族和多國的民從
你而生，又有君王從你而出 12我所賜給亞伯拉罕和以撒的
地，我要賜給你與你的後裔」 13神就從那與雅各說話的地方
升上去了 14雅各便在那裡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澆
油 15 雅各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柱子：紀念的石頭  [NASB] pillar， 
![BDAG] memorial stone

https://cnbible.com/genesis/35-10.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35-11.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35-12.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35-13.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35-14.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35-15.htm


!這個柱子的意思就是：雅各經歷了神的全能的保守，
並且神漸漸地把雅各的生命，改變成有神的兒子尊貴
的生命 

!這是雅各所立的第三根柱子 



! 今天的題目是： 
! 雅各所立的四根柱子



!柱子其實是個石頭  
!第一個柱子：神在雅各軟弱的時候，向他顯現  
(創28:10-18)雅各出了別是巴，向哈蘭走去 11 到了一個地
方，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裡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石
頭枕在頭下，在那裡躺臥睡了 12  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
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 13  耶和華站在
梯子以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
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14 你的後裔
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
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15 我也與你同在，你無論往哪裡去

https://cnbible.com/genesis/28-11.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28-12.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28-13.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28-14.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28-15.htm


，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棄你，直到我成全了
向你所應許的」 16 雅各睡醒了，說：「耶和華真在這裡，我
竟不知道」17 就懼怕，說：「這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
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門」18 雅各清早起來，把所枕的
石頭立做柱子，澆油在上面。19 他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把所枕的石頭立做柱子：[NASB] took the stone that 
he had put under his head and set it up as a 
pillar

https://cnbible.com/genesis/28-16.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28-17.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28-18.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28-19.htm


!石頭的意義 
!（太16:16-18）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
的兒子。"17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
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
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註："權柄"原文作"門"）。 

!磐石：[NASB] rock 



!（彼前2:4-5）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神
所揀選、所寶貴的。5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
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
的靈祭。 

!活石：活的石頭 [NASB] living stones 
!靈宮：屬靈的房子 [NASB] spiritual house，指教會，
就是指所有的基督徒 

!聖潔的祭司：基督徒都是聖潔的祭司（彼前2:9）



!聖潔的祭司，是我們的命定，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達到神
的命定。同樣的，我們每個人都是被呼召來成為有經歷，
有生命的 “活的石頭”，這是我們的命定，但是並不是每個
人都會達到這個命定 

!所以石頭（或活石），就是預表有經歷的基督徒，是建造
神的家的材料 

!神是要藉著基督徒的經歷，把教會建立起來的，合神心意
的教會，是充滿了遇見神的經歷



!第二個柱子，是在雅各逃離拉班時，神在拉班的夢中顯現，
責備了拉班（創 31章）於是雅各就立了一個柱子 
(創31:22-29)到第三日，有人告訴拉班：「雅各逃跑
了」 23 拉班帶領他的眾弟兄去追趕，追了七日，在基列山
就追上了 24 夜間，神到亞蘭人拉班那裡，在夢中對他說：
「你要小心，不可與雅各說好說歹」 25 拉班追上雅各。雅
各在山上支搭帳篷，拉班和他的眾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帳
篷。

https://cnbible.com/genesis/31-23.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31-24.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31-25.htm


 26 拉班對雅各說：「你做的是什麼事呢？你背著我偷走
了，又把我的女兒們帶了去，如同用刀劍擄去的一
般。 27  你為什麼暗暗地逃跑，偷著走，並不告訴我，叫我
可以歡樂、唱歌、擊鼓、彈琴地送你回去？ 28  又不容我與
外孫和女兒親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 29  我手中原有能力
害你，只是你父親的神昨夜對我說：『你要小心，不可與雅
各說好說歹』 
!你要小心，不可與雅各說好說歹：Be careful that you 
do not speak to Jacob either good or bad. 

!第二根柱子：神為雅各申冤，並保守他安全離開拉班

https://cnbible.com/genesis/31-26.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31-27.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31-28.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31-29.htm


!神為雅各申冤，是在雅各受苦幾年之後？20年 
!為什麼神要等那麼久才為他申冤呢？ 
!（詩 18:26-27）慈愛的人，你以慈愛待他；完全的人，
你以完全待他。26  清潔的人，你以清潔待他；乖僻的人，
你以彎曲待他。27  （因為）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
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 

!所以神20年的等候，是為了挪去雅各喜歡用自己的計謀得
到他想要的；而神20年後的為他申冤，是顯出神對他的慈
愛和公平

https://cnbible.com/psalms/18-26.htm
https://cnbible.com/psalms/18-27.htm


!第四根柱子 
(創35:16-20)他們從伯特利起行，離以法他還有一段路
程，拉結臨產甚是艱難 17正在艱難的時候，收生婆對她說：
「不要怕，你又要得一個兒子了」18 她將近於死，靈魂要走
的時候，就給她兒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親卻給他起名叫便
雅憫 19 拉結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
恆 20 雅各在她的墳上立了一統碑，就是拉結的墓碑，到今日
還在。

https://cnbible.com/genesis/35-17.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35-18.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35-19.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35-20.htm


!便俄尼：苦難之子 
!便雅憫：右手之子，倚靠之子 
!一統碑：應該譯成 “柱子” [NASB] pillar 
!雅各是一個很會抓的人，這裡卻是認為這孩子是神得勝的
右手的孩子，也就是他認為拉結的死，是在神的掌權之
下，也就是他已經在學習放手的功課，這個功課實在是很
不容易



(1) 跟神求一個 sign，好得到安慰 
(2) 知道人的壽命是已經定好的 
!(徒17:26-27) 他從一本 (「本」有古卷作「血脈」) 造出
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
的疆界， 27 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
他離我們各人不遠。 

!年限： 約定的，指定的，固定的時間 [BDAG] fixed 
times [NASB] appointed times

http://cnbible.com/acts/17-27.htm


!但是孝敬父母，和專心愛神，會延年益壽 
!（弗6:2）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詩91:14-16）神說：「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
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15 他若求
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
救他，使他尊貴。16  我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
給他。」

https://cnbible.com/psalms/91-15.htm
https://cnbible.com/psalms/91-16.htm


 雅各的所立的四根柱子 
!第一根柱子：神在雅各軟弱的時候，向他顯現 
!第二根柱子：神為雅各申冤，並保守他安全離開拉班 
!第三個柱子：雅各和神摔角，他經歷了神的保守，和神的         
王子的生命做在他裡面 

!第四個柱子：雅各經歷了喪妻，卻還是認為神得勝的右手         
在掌權 

!我們生命的經歷，成為教會的柱子，教會是由許多的經歷
建立起來的



!經歷要成為生命 
!以色列人的經歷： 
(1) 以色列人過紅海的神蹟   
(2) 天天看到雲柱、火柱在前面引導他們的神蹟 
(3) 看見水從磐石流出了的神蹟 
(4) 看見樹放在苦的水中，水就變甜了 
(5) 仰望銅蛇就得到醫治



（民14:22-24）這些人雖看見我的榮耀和我在埃及與曠野
所行的神蹟，仍然試探我這十次，不聽從我的話， 23 他們
斷不得看見我向他們的祖宗所起誓應許之地。凡藐視我的，
一個也不得看見。 24  唯獨我的僕人迦勒，因他另有一個心
志，專一跟從我，我就把他領進他所去過的那地。 
（民32:11-12）『凡從埃及上來，二十歲以外的人斷不得
看見我對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之地，因為他們沒
有專心跟從我。 12  唯有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和嫩的
兒子約書亞可以看見，因為他們專心跟從我。』

https://cnbible.com/numbers/14-23.htm
https://cnbible.com/numbers/14-24.htm
http://holybible.com.cn/numbers/32-12.htm


!我們的心是不是真的要跟隨神，還是我們只是希望神
祝福我們？我們是需要神的祝福，但是如果我們想要
得到祝福，過於想要認識他，想要得到他，我們的心
就會隨著祝福而去



!所以很在乎的是：我們是不是真的要神，還是我們只
是要他的祝福？人怎麼可能會保有他不沒有很想要的
東西呢？所以如果我們不想要得到神，不想要愛祂認
識祂，我們有再多的經歷，我們的生命是很難成長的



!如果神沒有祝福我們，我們就遠離了神，那麼其實我們心
中的神，是我們自己，因為 “要神來滿足我們自己想得到
的”，成為了我們最高的優先順序。所以我們自己是神。 

!並且當神祝福我們時，我們也很容易因為神的祝福而偏離
神，我們的生命就很難成長 

!所以如果我們最想要得到的不是神自己，不是想要跟他有
親密的關係，不是想要生命的成長，那麼不論神祝福，或
不祝福我們，我們都容易遠離神



!這位姐妹因為： 
(1) 癌症復發，一切都要失去了，只能要神 
(2) 身體虛弱到什麼都不能做，只能禱告 
!使得她緊緊要神 
!後來神醫治了她，也恢復了她的婚姻關係，她並沒有
失去神， 

!所以因為她要神，所以她得到了神的祝福時，並沒有
使她偏離神，反而更多得到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