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信息 创世记卅五章一至
十五节 

 

 

主題經文: 「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
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
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
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 
 

   今年家庭月神所赐的四篇信息，都要在属灵上深奥的层次里来了解。家庭的蒙恩，非从

人的知识、势力、努力而来，乃是从神的赐福而来的。在圣经中神已经屡次向我们承诺了：

「祂要赐福我和我的家庭、后代」。我们若能真像亚伯拉罕一样全然相信，则神的话就必成

就在我们家庭里。这并非指「只要信就好，无需做什么」。真信神的话之人，必以祂的话来

判断一切，并根据所做的判断而行事，如此必将看见神的话成就在他每一个的脚步里。最关

键的即是保持这全备的信心，也要天天发现神如何赐福我和我的家庭，所以真信的人，就像

亚伯拉罕、以撒一样，会发现「非祷告不可」的理由，而必须筑一座坛，呼求向他显明之耶

和华的名（即按神的话而祷告的意思）。至于如何以「信心」与「祷告」来祝福自己和家庭，

即是前面两篇已领受之属灵信息的内容了。 

 

   神借着雅各的家庭向我们显明的信息，为：「一个家庭的蒙恩，与其家长或家中首先蒙

恩之人生命的成圣有十分密切的关连。」雅各是何等蒙恩之人！神为他所定的福份，就是使

他成为「以色列」，他的生命成为千代、万代后裔并万民、列邦的祝福。希伯来文「以色列」

的意义，就是「胜过上帝之人」，亦即：「神爱他的程度是胜过一切的，甚至胜过神自己的

生命，愿意为他舍命（十字架的含意）」。虽然，雅各是尚未出生前已经如此蒙恩且带有神

永远计划的生命，但是因他与生俱来的眼光、判断、方法，总是与他蒙召的恩不相称，出生

的时候，因要夺取长子的名分，抓他哥哥以扫的脚跟而出世，所以给他取名叫「雅各（抓住

的意思）」。在他一生的日子里所遭遇的一切矛盾和问题，都是从他这「抓住」之人为的体

质（性格）而来的。雅各的名字还未改为「以色列」之前，雅各和他家庭的矛盾，是不但不

会挪 ，反而却越抓住越带来更糟的后果。雅各整个家庭、后代的蒙恩，和雅各生命的成圣

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雅各在示剑整个家族面临将被灭族之危机中，向家人宣布说：「起

来，我们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你们都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

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当他宣布这句话的同时，神便使周围城邑那些将要攻击雅

各家的众人都甚惊惧，遂不敢追赶雅各一家人，一切的问题、危机也随之挪 ，他们都能平

安地上「伯特利（神的殿）」去，得着蒙恩的应许，从此雅各的名字也被称为「以色列」了，

因为人人都看见，在他身上有许多蒙恩的证据。 

   

   今日，凡属于耶稣基督的，都是当代的「以色列」，他们的家庭就是将要祝福万民的「以

色列家庭」了。在他们的生命和家庭里，应该看见神充充满满的恩典之证据，但是实际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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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却不都是如此，却正处于被许多的问题和矛盾捆绑的状态中了。极盼：借着本次的信息，

众弟兄姐妹都能得着实际的信息，使家庭进入「加倍蒙恩的时间表」里。 

 

 

1。在矛盾中建立的雅各家庭 
   正如诗篇七十三篇，蒙恩的诗人所述，看起来仿佛基督徒在世所遇的问题比非信徒更

多。圣经里凡蒙恩的圣徒，都因着问题才蒙召、蒙恩的。为何如此？乃因神在圣徒身上的计

划是永远的，圣徒在地上生活的目的，并不是太平无事地度日，乃是在问题中方能「重生、

成圣、结果子、得冠冕」而「荣神、益人、建国」。因有问题所以他们的生命才能成为「八

福人〈太 5：1-11〉」：虚心、饥渴、哀恸、怜悯、追求天国的生命，而懂得「十架福音」

的奥秘了。凡蒙召的圣徒他们的出生、家庭背景、条件、成长过程，都是蒙召的。圣徒和其

家庭蒙恩的起点，就是蒙恩后深信神的话，在自己所拥有一切的条件里，发现神的美意，将

一切问题、矛盾都改为「慈爱、感恩、赞美」。 

   

1） 蒙恩的人「雅各」，为何仍生活在如此多的矛盾里？ 

他尚未出生，在母胎里已有了争闘；被安排为第二胎出生，竟抓住哥哥以扫的脚跟而出

世；为夺取长子名份而欺骗父兄，不得不离 家；为拉结而甘心被舅舅拉班欺骗；周旋于四

个妻子、十二个儿子之间的挣扎……。在雅各的生命生活里所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是从自己

「抓住（人为）」的性格所引起的，这是因为他还未发现在他一切条件里所隐藏着神的美意，

也是因为他不懂得察验神的作为和时间表。一直到他发现神的美意，而名字被神改为「以色

列」之前，这问题总是不能离 他的生活圈子，并将越来越多。我们今日圣徒的一切问题、

矛盾，也都是自己的不信、疑惑而「人为的」着急所造成的。 

    

2）得着自己生命和家庭蒙恩、蒙福、蒙召的确据时，才真正进入蒙恩的时间表： 

  一个圣徒和他的家庭，真正进入蒙恩的时间表，是从得着「自己生命和家庭则蒙恩、蒙

福、蒙召」的确据，而在自己和家庭所遇各样的矛盾里清楚得着神的美意之时 始的。人对

自己的身份、背景的了解，会影响他对神、对自己、对人、对事的一切认知和判断。所以魔

鬼撒但最集中攻击圣徒的地方，就在于使圣徒误解自己的出身、背景、条件的事上了。人还

未认识福音、还未发现神的爱、还未真正认识神、认识自己之前，对自己的出身、背景、条

件、成长过程上，都有被欺骗而误解之处。唯有借着基督宝血所显明神无限的大爱，才能使

人彻底除掉那被误导的成见，使他真正认识自己并自己所拥有一切的条件，而能在凡事上发

现神的爱。若不及早剔除那些负面的成见和误解，则其判断、言行均将继续不断地受到负面

眼光的影响而越来越着急、妄动而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圣徒所拥有的任何条件（甚至一根头

发），无一不是偶然的、或平凡无奇的，皆是特别的、带着神永远的美意的。例如，自己儿

女所拥有的条件，虽看起来都与他人的小孩一样，但是在父母眼里都成为特别的。所以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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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后，首先要蒙恩的地方就在此了。深信自己生命是蒙爱的「以色列」，带着这眼光来察看

「如何以我的出身、背景并一切条件来荣神、益人、建国」，如此则马上能发现借着圣灵的

感动而来「神的美意」。然后，将所发现的美意刻在心版上（受割礼），带着这定见来察验

一切的条件、所遇的事情，则继续不断地会得着「正面、肯定、蒙爱」的判断。那在个人或

家庭上覆盖住总不离 的乌云，便是当他真正得着此定见时，才离 的。 

 

3） 保罗在自己所拥有一切的条件里，发现了神的美意，他的矛盾反倒成为见证和赞美： 

  他于罗马书七章十八至廿四节对自己老我罪性的告白与内疚；在罗马书七章廿五至八章

二节所述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至十节提及健康上的宿疾（一根刺）所带

给他的谦卑与能力；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无论身处各样的困难中均得到之秘诀：「靠着那

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在他自己所遭遇的事上，更是叫福音

兴旺。 

 

笔者本身的见证：我生长在十分严厉的儒教家庭，一年五次需祭祀祖宗，致内疚感特别

厉害，因此令我明白人非有基督的福音不可之理由，看重基督的宝血、神的话及圣灵里的自

由；信主后整个家族的逼迫、阻拦；向家人传福音的困难、艰巨；在向华人传福音事工里，

能帮助遭遇过同样情况的弟兄姐妹；加上自己有许多属灵、心里的疾病，尽皆成为医治信息

的答案；亲身经历过很多有问题的教会、事奉上的种种矛盾，遂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动机，盼

望建立最合乎神心意的教会来祝福当代众教会。 

 

若想祝福家人之前，先要矫正自己的眼光。眼光蒙恩后，在凡事上才能看见主的爱，也

自然地能从口里说出感恩、赞美、见证来祝福家人。虽然问题、矛盾仍然存在家庭里，但是

从家里首先蒙召的我深信神的应许时，黑暗的势力就被打破，一切骗子、控告者的火箭亦被

除灭，必将逐渐看见家人一个一个都蒙恩。 

 

 

2。走成圣道路的雅各家庭 
    一个家庭的蒙恩，是从一人的蒙恩 始的。家庭里头一个蒙恩之人的生命，便是神赐福

整个家庭和其后裔的通道了。所以先蒙召之人生命的成圣，绝对影响其全家的蒙恩，由其若

是家长首先蒙恩，则影响的效果是最大的。 

 

1）先认识全备的福音，恢复真正的以马内利： 

  虽然，雅各拥有着蒙恩生命的特质（追求神的祝福），但是因为他生命尚未成圣，其与

生俱来的不信、疑惑、贪心、着急等的劣根性仍存在他生命里，以致他连追求神的祝福都用

「人为」的妄动，越动却带来越多的矛盾，原本他要成为整个家人蒙恩的通道，反而导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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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家庭挣扎与忧伤的乱源，自己不得不离 家庭，走向苦难的道路。他欺骗了父兄，自己也

遇到舅舅拉班的欺骗。他带着仍在混乱中的生命、眼光、体质来带领妻子和儿女，结果四个

妻子、十二个儿子都受其影响，都活在贪心、比较、嫉妒、挣扎、矛盾、混乱里。一个人决

志信主后，若未认清全备的福音，还未恢复真正的以马内利之前，其所有的世界的动机、目

的、嗜好与基督的动机、目的、关心掺杂在一起，且因「人为」不可能带动「神为」，则他

生命必落入加倍矛盾的状态中，他周围的人也将在他身上看到更多的矛盾而成为世人口中的

讥笑，特别时常与他同在的配偶、儿女则更受到他那矛盾生命所带来的压迫感。在他生命还

未成圣之前，他家庭蒙恩的时间表绝无法到来，甚至他矛盾的生命却可能成为阻挡。 

 

2） 何谓「成圣」？ 

「成圣」并非仅指「心地善良、言行举止虔诚」，乃是指「于凡事上能察验神的美意和

作为，并愿放弃自己的动机、意念、计划、时间表，而全然信从、等候、成全神的计划」。

一个人还未真正成圣之前，无论他怎样努力「言行要虔诚」，仍无法隐瞒他生命「表里不同」

的矛盾，特别时常与他在一起之人，更是容易发现这矛盾了。不能使你得全然自由的，不能

称为「成圣」；不能使你得平安、喜乐、盼望的，不能称为「成圣」；无法使你看见神的慈

爱、美意、作为而顺从的，无法视为「成圣」。「成圣」亦不等于「完全」，没有一人是完

全的；「成圣」就是虚心、正直地承认「不在基督里，自己便彻底地无能」，因而时常夸耀

自己的软弱与主的恩典；「成圣」就是带着饥渴哀恸的心，昼夜追求从神来的怜悯和安慰。

所以，真正成圣之人其生命必会带来圣灵奇妙的工作，因此他周围的人，都能看见临在他身

上的神的慈爱、安慰、赏赐、喜乐，仰慕他的生命，想追求他所得的，周围与他同在之人也

得着圣灵奇妙的感动和能力。 

 

3） 如何得能「成圣」？ 

这完全是神的作为。神先向一个蒙恩的人显明，那人才能跟从神而得成圣的。每当雅各

和其家庭遇到问题时，神就向他显明，使他知道那位赐给他永远应许的神仍然与他同在。无

论是：当雅各离 家，在伯特利旷野孤独地睡觉时；当雅各在拉班的家，感到矛盾时；当他

怕哥哥以扫加害他和家人，而在雅博渡口集中祷告时；当他在示剑遭遇全家灭族的危机时。

每当神向他显现时，均再三地向其确认神永远的应许，要他以那应许来判断所遭遇的一切条

件，藉此反复地与神交通，他生来那「雅各（抓）」之妄动的生命，逐渐走向伯特利祭坛，

成为「以色列」而得以祝福家人、后裔、万民了。 

 

4） 今日的圣徒如何看见神向我们的显现呢？ 

  神今日仍然天天向我们显明，比向雅各显现得更清楚、更细密。究竟我们如何经历神而

成圣？关键就在于我们信「所听到的神的话」，也凭借着神的话而来圣灵的感动方能与神交

通。就如〈约 4：1-26〉所记载，当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在这山上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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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犹太人）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基督回答说：「妇人，

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

灵（in spirit 圣灵）和诚实（in truth 真理、神的话）拜他。」所以，我们可以说：「不信

神的话，就没有成圣；没有祷告，就不能得成圣。」因信神的话，就他就能遇见慈爱、公义、

丰盛、全能、永生、信实的父神、基督、圣灵；因信神的话，也就认识灵界、世界、将来的

事；因信神的话，也真正知道自己是谁，按神所赐的身份、职份来认识自己的条件、家庭、

背景、人际关系、所做的事，自己生命生活的终极目标也非常清楚。因信神在自己生命生活

里的工作从未停顿，所以努力要以定时、随时、集中的祷告，确认神的同在而喜乐，察验神

的计划和时间表而顺从，祈求应该祈求的，为神安排给我的人群代祷，在一切问题里得着答

案来得胜、得自由，按神所赐美好的异梦、异象来期待明天和永远的时光。因此，这样成圣

的人，将在不住地祷告之中，发现常常应该喜乐的理由、凡事上得着感恩的理由〈帖前 5：

16-18〉；时常用神所赐出人以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他的心怀意念〈腓 4：7〉；无论

在任何的情况里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 4：13〉；他所遭遇的

事，都能叫福音兴旺〈腓 1：12〉。 

 

虽然，我们还未达到上述如此完美的地步，但于今日所站的脚步上，回头察看过去的时

光，必能发现在各样的问题里如何蒙恩而「成圣」的轨迹。如此便能得着无限的安慰，也能

看见将来该继续行走之成圣的道路。若今日愿意快快掌握前面所述「成圣的秘诀」，则我们

成圣的脚步将会加倍的迅速，我们家人和周围人蒙恩的时间表也更更快地到来，并且能掌握

这整个成圣过程之人，方能成为时代的祝福，也会带领无数的圣徒走上成圣的道路。 

 

 

3。建立伯特利祭坛的雅各家庭 
1）回去伯特利： 

雅各还在拉班家的时候，神向雅各显现对他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

那里筑一座坛给神……」要他过以祭坛为中心生活。雅各回去的路上，经过人口众多的示剑，

人的文明、商业均十分发达、犯罪猖獗的地方（就像世界），被那地区的丰富和享乐所引诱，

遂买了一块地筑了帐棚，打算要定居在那里。他的女儿底拿想看当地女人们的装饰，出去逛

街被示剑城主的儿子强奸侮辱了，那地城主更进一步来找雅各请求与他们结亲（这是失去以

色列纯正血统的严重之事），雅各的儿子们欺骗示剑城民叫所有男人都要受割礼才能与他们

结亲，示剑所有男子被骗受割礼的那夜，雅各的儿子们袭击示剑城，杀戮所有男子、掳掠那

城的妇女、孩子、货财，雅各看见周围居民都要起来复仇，有全家族灭绝的危机。从创世记

卅四章的启示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个蒙恩的人若不顺从神的引导，而放纵肉体的情欲、

喜爱世界的享乐时，他和整个家族所受到的代价是何等地严重。不认识神的人所组成的这世

界背后，是有着「世界的王，空中掌权者」即魔鬼撒但邪灵的作为，世界是引诱圣徒或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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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的，圣徒离 神或忘记神时，陷入世界的程度便越来越深（如同渐渐移到所多玛城的罗

得般），世界吸引、诱惑他的势力也越来越大，渐渐地侵入圣徒和圣徒的家庭。其实，圣徒

生命的所属和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动机、目标、内容、方法都不同，圣徒不可与世人同负

一轭，严重的管教和问题是必会临到他身上的。 

 

2）呼求神的怜悯和帮助： 

当遇到问题和危机的时候，圣徒和世人的不同，就在于圣徒很快地寻求神的怜悯和帮助，

神也无论那人困在何种的情况里均会尽快伸手保护他、帮助他。雅各在困难中寻求神的帮助，

神的指示即向他显明，当他认罪悔改、愿意转向神的时候，神便后悔向那子民所施的刑罚，

很快地向他施恩，差派天使、天军、火马、火车，捆绑一切仇敌，圣徒很快得以看见问题挪

、神所赐平安的道路在他眼前展 。在我们过去蒙恩的岁月里，均有过无数的经历。 

 

在本次的经文里，我们会得着圣徒在危机中，迅速脱离危难并恢复神恩典的原理：首先

便是「起来，上伯特利去罢」（决断转向神）；其次是「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

（决断以祷告为中心生活）；第三，「你们都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

裳」（目标、思想、方法都要分别为圣，要跟从主）。此原理即是一个人生命得以真正成圣

的秘诀。当一人重生后，其一生中，几次面临人生的转捩点时所必须掌握的；也是每当教会

崇拜、个人祷告的时候，蒙恩的人其心灵里、同时在灵界里、并在实际的生活环境里发生奇

妙变化的理由皆是在此。圣徒生命是拥有极大奥秘的，因为他的生命时常连结于天上施恩的

宝座。正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 凶恶的绳，解下额上的索，便被欺压的得自由，

折断一切的轭么？」〈赛 58：6〉笔者个人的人生中，曾有过三次蒙恩的转捩点，均带来后

面年日生命完全的改变。有时在牧养教会的机会里，时常看见有些弟兄姐妹如此的决断，亦

均带来他和他家庭神迹般的蒙恩的证据。 

 

蒙恩的圣徒要作的，是既易又轻省的方法，就叫我们信祂、转向祂、察验祂的美意而跟

从就好了。目前，我和我家无论遭遇何种严重的问题、矛盾，只要我一人愿意顺服神，问题

已经不再是问题，却能看见神所行出神迹异能的工作。 

 

3）以筑坛、献祭为中心而活： 

回到伯特利来的雅各，其接下来的行为更是重要。他筑了一座坛，呼求耶和华的名，并

且他的一生皆以祭坛为中心而生活。神所赐永远的应许再度向他显明，他深信神的应许，将

应许当作定见，努力地以此定见来判断万事，神的美意因此继续向他显明了。他生命蒙恩之

后，最宠爱的儿子，也将要祝福他全家（以色列）和全世界的约瑟，其生命蒙恩的时间表才

始了。圣徒必要以祭坛、肢体、祷告为中心生活，能如此做，则天上施恩的宝座就设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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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命的至圣所和家庭里，天使天军时常围绕，一切的灾难自不会临到他和他家庭，在凡事

上能看见神更丰盛的恩典。 

 

 

** 本周祭坛祷告题目 ** 
① 雅各家庭是在各样的矛盾里成立的，但是在每一个矛盾里都有主所隐藏的美意：在我的

家庭里，也有许多矛盾的内容。是否已发现，在我家庭的矛盾里所隐藏着的美意？细密的察

验，坚定父神的美意，而使一切矛盾都成为我和我家加倍蒙恩的动力。 

② 从矛盾里开始的雅各和雅各家庭，天天走成圣的路程，而最后成为「以色列（胜过神的

意思）」而祝福埃及和列邦了：确认：过去父神如何带领我和我家成圣的路程呢？其路程可

以分为几个阶段呢？有否父神向我显明特别的经历？将来还要走的路程大概是如何？ 

③ 雅各决断脱胎换骨，从示剑搬到伯特利并筑坛，以祭坛为中心生活后，得着神永远的应

许，也正式被称为「以色列」，他的全家从此进入大蒙恩的时间表里：在我身上或我家里，

是否有些总是挪不开的老问题？是否愿意让自己生命、生活脱胎换骨，在生命的至圣所建筑

「伯特利祭坛」，深信父神永远的应许（与神立约），一生以祭坛为中心生活，被称为「真

以色列人」，而祝福家庭、地区、列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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