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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28:10-22

上帝的完美领导
(God’s Perfect Leadership)



让我们能够直视内心, 重审在这条路上的
得失、
重心、
价值,
缺失的、
拥有的,
和什么是生命中
不可以妥协的。

疫情是阻力也可能是一次重启。



创世记 28:10-22
10 雅各出了别是巴, 向哈兰走去;
11 到了一个地方, 因为太阳落了, 就在那里住宿, 便拾起那

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 在那里躺卧睡了,
12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头顶着天, 有神的使者在

梯子上, 上去下来。
13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作站在他旁边), 说: 我是耶和华

─ 你祖亚伯拉罕的神, 也是以撒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所
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14 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必向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15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那里去, 我必保佑你, 领你归回
这地, 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16 雅各睡醒了, 说: 耶和华真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17 就惧怕, 说: 这地方何等可畏! 这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殿, 

也是天的门。



18 雅各清早起来, 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 浇油在上面。
19 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 但那地方

起先名叫路斯。
20 雅各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
21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

的神。
22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 凡你所赐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创世记 28:10-22



· 雅各冒充哥哥以扫去领受父亲给长子的祝福。
· 以扫要杀他, 报仇雪恨。
· 以撒和利百加就嘱咐雅各到哈兰去投靠利百加

的哥哥拉班 (创世记27)

10 雅各出了别是巴, 向哈兰走去。



· 从别是巴到哈兰500英里 miles 
(800公里km)

· 从新加坡到吉隆坡 (316公里) 
来回再去一半的路程。

· 新加坡驾车到吉隆坡单程 - 4个小时, 800公里
就需要大概10个小时的驾驶时间。
走路呢???



创世记25:27
27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 以扫善於打猎,

常在田野; 雅各为人安静, 常住在帐棚里。

• 以扫在外闯很精, 老练, 有丰富的生存的知识。
• 但是雅各很多时间呆在家里, 是个宅男, 温室里

的小花。



创世记28:11
11 到了一个地方, 因为太阳落了, 就在那里住宿, 便拾起那地

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 在那里躺卧睡了

• 有学者说这个地方离别是巴不远, 大概一两天的
路程。

• 这一晚是雅各最寂寞, 最落魄, 最疲惫, 心情
沉重的夜晚。



• 上帝: 我所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也属于你。
虽然今天他会离开这个地方但日后他必会回来
这应许之地。

• 上帝: 我必与你同在这对雅各来说是最重要
的一句话。在接下来的路程, 他不会是孤单, 
他可以有信心有盼望。



• 雅各多么需要这个经历来给他力量走下去。
上帝在时间的安排 - 不早也不晚, 刚刚好!

• 上帝没有谴责他对以扫的欺骗行为
在这个时刻, 雅各最需要的是安慰和对未来
的盼望。



·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
这里是神的殿, 天的门。
雅各说了一句话 - 我竟不知道! (V16-17)

· 我竟不知道是一句意义深远的话。



· 我们看不到很多的联系点但上帝是全能-他知道
他是信实。祂所开始的, 祂会完成。

· 你所经历的逆境或灾难, 上帝的领导可以把那地
方改变为伯特利。

· 雅各从逃难者成为敬拜者(V18-22)



· 自从伯特利经历, 雅各不再一样。

创世记31:38-42 (他和拉班的对话)
38 我在你家这二十年, 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

你群中的公羊, 我没有吃过;
39 被野兽撕裂的, 我没有带来给你, 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
白日, 是黑夜, 被偷去的, 你都向我索要。

40 我白日受尽乾热, 黑夜受尽寒霜, 不得合眼睡着, 
我常是这样。



41 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 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事你十四年, 
为你的羊群服事你六年, 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

42 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
同在, 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
我的劳碌, 就在昨夜责备你。



创世记31：5-13
(雅各和太太的对话)
5 对他们说: 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向我不如从前了; 但我

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
6 你们也知道, 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事你们的父亲。
7 你们的父亲欺哄我, 十次改了我的工价; 然而神不容

他害我。



8 他若说: 有点的归你作工价, 羊群所生的都有点; 他若说:
有纹的归你作工价, 羊群所生的都有纹。

9 这样, 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
10 羊配合的时候, 我梦中举目一看, 见跳 母羊的公羊都是有
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

11 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 雅各。
我说: 我在这里。



12 他说: 你举目观看, 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
有花斑的; 凡拉班向你所做的, 我都看见了。

13 我是伯特利的神; 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 向我许过愿。
现今你起来, 离开这地, 回你本地去罢!



上帝完美的领导在你的生命行美好的工作
诗篇32:8
我要教导你, 指示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戒你。

Psalm 32:8 (NLT)
The LORD says, 
“I will guide you along 
the best pathway for your life.
I will advise you 
and watch over you. 



• 上帝在我们生命的领导是充满着祂的智慧和对
我们的爱, 我们可以完全来信靠他。

• 我们走过的路, 现在所处的地方和前面的路, 
祂都有所安排。不会出差错。

• 上帝给我们的路是他特别的安排。



• 上帝所安排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 会有曲折
但最重要的是他与我们同在和同行而且他为
我们安排美好的结局。



今天让我们带着
孩子般的信心,
抬起头对天父说: 
HOLD, 牵我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