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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紀 

（31:1-55） 
2/29/16 

 

一. 雅各決議離開拉班（31:1-16） 

1. 神指示雅各回家（31:1-3） 

31:1 雅各聽見拉班的兒子們有話說、雅各把我們父親所有的都奪了去、並藉著我

們父親的、得了這一切的榮耀。〔榮耀或作財〕 

31:2 雅各見拉班的氣色向他不如從前了。 

31:3 耶和華對雅各說、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親族那裡去、我必與你同在。 

 拉班的兒子們說，“雅各把我們父親所有的都奪了去”（1節）。這說明人

的貪心導致人扭曲事實和欺騙別人。事實上拉班現在比二十年前雅各初來

時富裕多了。就如雅各對拉班所說的，“我未來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現

在卻發大眾多”（30:30）。神因雅各的緣故給拉班財物的增加，卻被拉班

一家好像理所當然地接受了。拉班沒有告訴兒子們這祝福是因雅各而來的。

因此他們就控告雅各奪去他們父親所有的，雖然大部分應該是屬雅各的。 

 拉班的致富是因為神對雅各的眷顧，但他卻反過來對抗雅各因為神給祂的

女婿的比給他的更多（2節）。妒忌就是不承認神有權柄可以按照他的旨

意眷顧其他人。神賜福雅各因為祂選擇賜福雅各，就如祂在雅各還未出生

時所說的，“雅各是我所愛的”（羅9:13）。拉班的氣色應該反映出蒙神賜

福的喜樂，和對雅各的感激。 

 雅各現在得到神吩咐他回家的命令（3節）。他可以宣布祂的離開，並正

大光明光榮地離開。但由於害怕使他無法得到神的祝福的全部，就偷偷摸

摸地進入神的旨意，而沒有以得勝的姿態離開。多少基督徒因為害怕而沒

有得到神的恩典的全部。他們得到神的應許，但卻沒有認真地接受，好像

神並不是這麼可靠。 

 拉班的兒子們見雅各的財富大大增加，剝奪了他們的財產，便埋怨總有一

天雅各會把他們應得的都奪去了。雅各見此就起離開此地的心。所以當神

指示他回迦南地時候（3節），他就樂意順服。雅各離家已經有二十年之



2 | P a g e  

 

 

久，這正是回到他的父家的時候。他父親以撒和他哥哥以掃還活著，雅各

仍然有些事情必須與他們當面算清楚。 

 神用什麼方法讓雅各知道這正是離開拉班的時候？神今天也是用同樣的方

法來帶領信徒：1. 藉著內在心裡的見證，2. 外在生活上的環境，和3. 神的

話語的真理。 

 六年前，神將回老家的念頭放在雅各的心裡（30:25），而這個念頭從來

沒有離開他。並不是每一個人心裡的念頭就一定是神的聲音。所以我們必

須要非常小心地分辨，因為神常常在這個時候向我們說話。 

 除了我們裡面的念頭，神也如同祂對待雅各一樣，藉著周圍的環境引導我

們（1-2節）。在這關鍵的六年接近尾聲時，雅各發覺他的舅子們沒有像

以前那麼和善，讓他離開的心更堅定了。環境不一定是神的手指，指向祂

的道路（徒27:1-15），但它卻可能是神的旨意的重要指標。當神要我們

移動，他就使我們的環境難過和“攪動鳥巢”（申32:11）。 

 第三個而且是最重要的神帶領我們的方法是藉著祂的話語。神已經在夢中

向雅各說話（10-13節），但雅各仍然留在巴旦亞蘭，積聚他的財富。神

向他說，“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親族那裡去，我必與你同在（3節）。

到後來我們發現他一生中在每一個重大的危機神都向他說話；離開家

（28:12-15），回家（1-13節），與以掃會面（32:24），去伯特利

（35:1），移居埃及（46:1-4）。若我們願意跟從神，神必帶領我們走在

義路上（詩23:3）。 
 

2. 雅各與妻子們商議（31:4-16） 

31:4 雅各就打發人、叫拉結和利亞到田野羊群那裡來． 

31:5 對他們說、我看你們父親的氣色向我不如從前了．但我父親的 神向來與我

同在。 

31:6 你們也知道、我盡了我的力量服事你們的父親。 

31:7 你們的父親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價．然而 神不容他害我。 

31:8 他若說、有點的歸你作工價、羊群所生的都有點．他若說、有紋的歸你作工

價、羊群所生的都有紋。 

31:9 這樣、 神把你們父親的牲畜奪來賜給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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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羊配合的時候、我夢中舉目一看、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紋的、有點的、

有花斑的。 

31:11  神的使者在那夢中呼叫我說、雅各。我說、我在這裡。 

31:12 他說、你舉目觀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紋的、有點的、有花斑的．凡拉班

向你所作的、我都看見了。 

31:13 我是伯特利的 神．你在那裡用油澆過柱子、向我許過願．現今你起來離開

這地、回你本地去罷。 

31:14 拉結和利亞回答雅各說、在我們父親的家裡還有我們可得的分麼、還有我們

的產業麼。 

31:15 我們不是被他當作外人麼．因為他賣了我們、吞了我們的價值。 

31:16  神從我們父親所奪出來的一切財物、那就是我們、和我們孩子們的．現今

凡 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罷。 

 雅各叫了兩個妻子到田野那裡（保密），告訴她們新的計劃，並列舉她們

父親怎樣【十次】改了他的工價，但神卻仍使他興旺。他又說【神的使者】

也已經給他指示，叫他回去（11-13節）。聽了這番話，拉結和利亞同聲

附和，甚至說她們父親也早將她們當作【外人】。 

 雅各不厭其煩地與拉結和利亞分享他的想法，畢竟他要求她們也與他離開

她們的家人和家鄉，往另一個地方和民族去。雖然神的話語是我們作決定

的主要根據（詩119:105），但與其他人商量和考慮他們的意見也是對我

們有益處的；特別那些親近我們的人。拉結和利亞都同意他們的父親沒有

公平地對待雅各，或愛他們的家庭；因此這正是時候有一個新的開始。他

們的父親不但對待他們的丈夫如同一個奴隸，並且花光了他們的嫁妝

（31:14-15）。 
 

二. 雅各秘密離開（31:17-21） 

31:17 雅各起來、使他的兒子和妻子都騎上駱駝． 

31:18 又帶著他在巴旦亞蘭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財物、往迦南地、他父親以撒那裡去

了。 

31:19 當時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結偷了他父親家中的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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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 雅各背著亞蘭人拉班偷走了、並不告訴他。 

31:21 就帶著所有的逃跑．他起身過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 

 結果，雅各直等到拉班和他兒子們去照顧的羊群中剪羊毛去了，才帶著妻

子，兒女，僕人和牲畜離開。拉結擅自帶走了【父親家中的神像】（19

節），卻沒有將這件事告訴雅各。過了三天，拉班才知道雅各離開了。 

 雅各固然不應該這樣秘密的離開，但他這樣做的原因卻是可想而知的。他

曾多次受拉班欺騙，這樣一走了之可以避免尷尬的場面。他早在六年前已

希望離開，只是祂的岳父挽留他。現在雅各所擁有的是否應歸他所有，這

是一個引起爭論的問題。這類爭論永遠不會令雙方都滿意。當然雅各所有

的完全是出於神的祝福。他並沒有拿去任何屬於拉班的牲畜和財物。 

 但有一樣卻是例外，拉結沒有與雅各商量就拿去父親的【神像】。拉結這

樣做的動機不是我們今天可以明白的。這類【神像】（teraphim）代表了

長子的繼承權。拉結偷了去，很明顯是她希望雅各得著那個名分。近年來

對他個甚為嫉妒的拉班兒子們，必定在雅各二十年前到達前已經出生。因

此他們實際上是拉班的兒子，不像雅各只是女婿；在這權利上他們會處於

較優越的地位。拉結因著他們的態度，不希望他們在這權利上的優勢。這

件事拉結做錯了，但雅各似乎已很滿足他現在所有的，根本沒打算要求些

什麼。而且他在迦南還有一大筆產業等待著他回去承受。 

 但他們卻沒有直截了當地面對拉班，也沒有相信神必持守祂的應許而使問

題得以解決，雅各帶了全家逃跑了如同一個逃犯。這是懼怕和不信的行動，

而不是信心的行動；“信靠的人必不著急”（賽28:16）。其實後來雅各向

拉班承認他逃跑是因為他的害怕（31:31）。只是知道和行神的旨意是不

夠的，還要按照祂的方法行，就是最能榮耀祂的方法。 
 

三. 拉班追趕雅各與之抗爭 （31:22-42） 

31:22 到第三日、有人告訴拉班、雅各逃跑了。 

31:23 拉班帶領他的眾弟兄去追趕、追了七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 

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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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5 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帳棚．拉班和他的眾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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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帳棚。 
31:26 拉班對雅各說、你作的是甚麼事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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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 你為甚麼暗暗的逃跑、偷著走、並不告訴我、叫我可以歡樂、唱歌、擊鼓、

彈琴的送你回去。 

31:28 又不容我與外孫和女兒親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 

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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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 現在你雖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為甚麼又偷了我的神像呢。 

31:31 雅各回答拉班說、恐怕你把你的女兒從我奪去、所以我逃跑。 

31:32 至於你的神像、你在誰那裡搜出來、就不容誰存活．當著我們的眾弟兄你認

一認、在我這裡有甚麼東西是你的、就拿去。原來雅各不知道拉結偷了那些神像。 

31:33 拉班進了雅各、利亞、並兩個使女的帳棚、都沒有搜出來．就從利亞的帳棚

出來、進了拉結的帳棚。 

31:34 拉結已經把神像藏在駱駝的馱簍裡、便坐在上頭、拉班摸遍了那帳棚、並沒

有摸著。 

31:35 拉結對他父親說、現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來、求我主不要生氣．

這樣、拉班搜尋神像、竟沒有搜出來。 

31:36 雅各就發怒斥責拉班說、我有甚麼過犯、有甚麼罪惡、你竟這樣火速的追

我。 

31:37 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甚麼來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們

在你我中間辨別辨別。 

31:38 我在你家這二十年、你的母綿羊、母山羊、沒有掉過胎．你群中的公羊、我

沒有喫過． 

31:39 被野獸撕裂的、我沒有帶來給你、是我自己賠上、無論是白日、是黑夜、被

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 

31:40 我白日受盡乾熱、黑夜受盡寒霜、不得合眼睡著、我常是這樣。 

31:41 我這二十年在你家裡、為你的兩個女兒服事你十四年、為你的羊群服事你六

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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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 若不是我父親以撒所敬畏的 神、就是亞伯拉罕的 神與我同在、你如今必

定打發我空手而去． 神看見我的苦情、和我的勞碌、就在昨夜責備你。 

 拉班知道雅各離開了，就非常憤怒，立刻追趕。雖然雅各已經走了三天，但

他相信自己仍能趕上他，因為雅各有妻兒大小及牲畜，不能走快。即使如此，

拉班也趕了七天才算趕上了。這表示雅各已經盡量趕快逃跑。快趕上的時候，

神在夢中警告拉班不得傷害雅各（24節）。 

 拉班在【基列山】趕上雅各，就是說雅各幾乎已回到迦南。【基列山】是指

約旦河東的一帶地區。雅各當時是在北面，還沒有到達雅博河（32:22）。

拉班說他不能正式歡送雅各一家，心裡覺得很受傷害。他這樣說可能是真心

的，不過即使雅各不秘密地離開，送別的場面也不會是歡樂的。 

 說過開場白後，拉班便言歸正傳，責問雅各為何【偷了】他的【神像】。雅

各為了表示無辜，允許拉班隨意搜查他的帳棚。拉班大肆搜索，卻沒有搜出

神像。當他來到拉結的帳棚時，她說不便起來迎接父親，其實是她把神像藏

在駱駝的馱簍裡，她自己坐在上面。 

 雅各因為不知道拉結所作的，又因為拉班找不到所要的物件，就因岳父的指

控和搜查發怒斥責他。他更趁此機會申訴過去二十年來拉班是怎麼虧待他。

他說自己一直忠心服事他，雖然拉班十次更改他的工價，但神仍然祝福他。 

 但在雅各的講詞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將榮耀歸給神，“若不是我父親以撒所敬

畏的 神、就是亞伯拉罕的 神與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發我空手而去． 

神看見我的苦情、和我的勞碌、就在昨夜責備你。”（42節）。這番話從一

個一向服從人，聽命令的人口中出來是何等一個見證。 

 為了爭得上風，拉班一來就指責雅各從巴旦亞蘭偷走他的東西。他很聰明地

問雅各，“你為甚麼暗暗的逃跑、偷著走？”（31:27）“偷著走”原意是欺騙我

（deceive）。沒錯，雅各欺騙了他。但拉班卻欺騙了雅各20年。除了使用

外強中乾的威嚇，拉班不能對雅各作什麼，因為神警告他要小心（31:24, 

29）。神應許雅各祂要保護他，神也持守祂的應許。 
 

四. 雙方立約停止爭執（31:43-55） 

31:43 拉班回答雅各說、這女兒是我的女兒、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這些羊群也是

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兒、並他們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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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作甚麼呢。 

31:44 來罷、你我二人可以立約、作你我中間的證據。 

31:45 雅各就拿一塊石頭立作柱子。 

31:46 又對眾弟兄說、你們堆聚石頭．他們就拿石頭來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邊喫

喝。 

31:47 拉班稱那石堆為伊迦爾撒哈杜他、雅各卻稱那石堆為迦累得。〔都是以石堆

為證的意思〕 

31:48 拉班說、今日這石堆作你我中間的證據．因此這地方名叫迦累得、 

31:49 又叫米斯巴、意思說、我們彼此離別以後、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鑒察。 

31:50 你若苦待我的女兒、又在我的女兒以外另娶妻、雖沒有人知道、卻有 神在

你我中間作見證。 

31:51 拉班又說、你看我在你我中間所立的這石堆、和柱子． 

31:52 這石堆作證據、這柱子也作證據、我必不過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過這石

堆和柱子、來害我． 

31:53 但願亞伯拉罕的 神、和拿鶴的 神、就是他們父親的 神、在你我中間判

斷．雅各就指著他父親以撒所敬畏的 神起誓。 

31:54 又在山上獻祭、請眾弟兄來喫飯．他們喫了飯、便在山上住宿。 

31:55 拉班清早起來、與他外孫和女兒親嘴、給他們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拉班回答說，凡他在雅各帳棚中所見的本來都是他的。雅各的妻子是祂的女

兒，她們所生的兒女，從他的牲畜所生下的牲畜，本來都是他的。但他卻不

能說是用不正當的方法把這一切奪去，因為這都是先前同意協定的。結果拉

班建議互相立約，彼此不傷害對方。拉班最關注的是提防雅各再回來，利用

那神像要繼承他更多的財產。雅各立刻就接納了，因為他根本沒有想過要這

樣做。拉結卻可能不太高興，因為這樣一來，她的神像更沒有用處了。這樣

拉班雖然沒有找著神像，但他追趕雅各的目的卻達到了。 

 於是兩人便在那裡立柱子作為立約的記號。拉班稱它作【伊迦爾撒哈杜他】

（亞蘭文的意思是【以石堆為證】，亞蘭文是拉班所用的語言），雅各則稱

它為【迦累得】（希伯來文的意思亦是一樣）。這地方還有另一個名字【米

斯巴】（意思是【鑒察的柱子】），意思是說這柱子上用作一個鑒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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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雙方都不得越過這裡傷害對方。黃昏的時候，雅各獻了祭後，大家便一起

吃飯。第二天清早，拉班祝福雅各一家以後便回去了。 

 兩個家庭堆聚石頭，並在這旁邊一起吃喝，表示他們之間達成協調。一起吃

喝是一個近東的風俗來表明雙方簽訂了合約（26:26-33）。 

 在45-53節石柱為見證。聖經有好幾個以石堆作為界石，作為事件的纪念碑，

或作為立約見證的例子（28:18; 35:20; 書24:27）。 

 事情發展的結果是兩個人分道揚鑣，避而不再見面。因此，他們堆起一堆石，

作為他倆互不侵犯條約的見證。拉班成這堆石為「伊迦爾撒哈杜他」（見證

之石柱），而雅各則以希伯來文稱它為「迦累得」（即「基利」），他們又

同時稱此地為米斯巴(mizpah, 看守之塔），就說「我們彼此离別以後，願耶

和華在你我中間鑒察。 其實他們的合約並不是宣告和平相處；它只不過是

暫時的休戰，只要有一方毀約中的一條，這約就算毀了。因此，這堆石是要

作為一個見證，以确保雅各或拉班都不越過這界限而企圖傷害對方

（31:52）。 

 現代的人卻把【米斯巴，Mizpah】的意思當作在兩個分離（生離死別）的

人之間的一個情感的聯繫。米斯巴的裝飾品常常以圓幣或別的形狀的項鍊或

垂飾，中間按鋸齒形切開為兩半，上面的刻字就是49節的“The LORD watch 

between you and thee, when we are absent one from another.”（我們彼此離別

以後，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鑒察，31:49）。佩戴米斯巴表示聯繫。

【mizpah】這個字也常常出現在墓碑上或其它紀念碑上。 

 這樣的解釋神的話語導致許多基督徒錯誤地應用這節經文。將【米斯巴】刻

在戒指上或會議結束時的祝福，這是荒謬可笑的。拉班在49節所說的話被

某些人稱為【米斯巴的祝福】。其實這不是一個祝福，因為這番話所表示的

並非信賴，而是猜疑。這石堆是他們分開以後的疆界，見證雙方互不越界侵

犯。倘若正義因著彼此相愛和信任得以維護，就無需立石為證，因為【米斯

巴】不過是提醒人，神是鑒察人心的。 

 在53節，雅各不跟拉班一樣地指着拿鹤的神起誓，他只能指着他父親以撒

的神起誓。这就说明了神的應許是從揀選雅各的父親以撒和雅各的祖父亞伯

拉罕開始，這是神自己決定的，别人不能插進去，拿鹤也不能插進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