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5年 10⽉月4⽇日 

雅各與以掃 (2)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1分鐘)

經⽂文
瑪拉基書1:2-3節:「2以掃不是雅各的哥哥嗎? 我卻愛雅各, 惡以掃, 使他的⼭山嶺荒涼, 把他的地
業交給曠野的野狗。」

引⾔言
饒富盛名的個⼈人或企業本當堅持真實誠信的原則, 不該造假。個⼈人如韓國的⿈黃禹錫, 美國的Jan 
Hendrik Schön, 台灣的陳震遠, ⽇日本的Haruko Obokata(⼩小保⽅方 晴⼦子)等,  企業如頂新, 福斯等, 
他們造假事件爆發後, 譴責四起, 聲譽重墜。世⼈人對造假事尚且不能容忍, 為何教會對假教訓卻
是寬宏⼤大量, 無限包容, 不出⼀一句批判的聲⾳音? 

我們多麼盼望過⼀一個沒有假教訓的教會⽣生活, 但這盼望卻是不切實際, 因為主警告必有假先知
出現在他的教會裏。基督在傳道初期時說:「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來, 外⾯面披著
⽺羊⽪皮, 裡⾯面卻是殘暴的狼。憑著他們的果⼦子, 就可以認出他們來。」(太7:15) 基督在傳道結束時
再次地說:「有好些假先知起來, 迷惑多⼈人。...假基督, 假先知, 將要起來, 顯⼤大神蹟, ⼤大奇事。」
(太24:11,24) 使徒也說:「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 隨從⾃自⼰己不敬虔的私慾⽽而⾏行。」(猶18) 

「果⼦子」是指假教訓說的, 假先知的特徵為傳講寬⾨門教訓, 不傳講「基督這樣受害, ⼜又進⼊入他的
榮耀」的窄⾨門教訓。所以, 判別⼀一個牧師傳道是否屬假先知的⽅方法就是, 集其⼀一⽣生講章是否以
這⾨門窄教訓為其核⼼心教導。請⼤大家不要輕忽這事, 因基督說:「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 
那⾨門是寬的, 路是⼤大的, 進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門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著的⼈人也少。」(太
7:13-14)

這樣, 有教會, 就有假先知; 教會存在多久, 假先知也存在多久。主容許假先知存在那麼⻑⾧長的時
間, 正如他惡以掃(從創世記到瑪拉基書)那麼⻑⾧長時間⼀一樣。所以, 我們不需禱告求主除去假先
知,  我們當做的就是具有屬靈分辨⼒力。主藉著假先知來督促我們不得閒散, 必須竭⼒力追求, ⽅方得
具備強⽽而有⼒力的屬靈分辨⼒力, 能分辨真假教訓。假先知必有報應, 但不是在現世, ⽽而在主再來時,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 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遠遠。」(啟20:10)

巴刻語
在這裏引巴刻(J.I Packer)的⼀一段話:「教義式的講道確實會讓假冒為善感到無聊, 但是只有教義
式的講道才可以拯救基督的⽺羊。講道者的職責是宣講基督信仰, ⽽而不是為不信者提供娛樂。換
句話說, 講道者的職責是餵養綿⽺羊, ⽽而不是取悅⼭山⽺羊。」 
“Doctrinal preaching certainly bores the hypocrites; but it is only doctrinal preaching that will 
save Christ's sheep. The preacher's job is to proclaim the faith, not to provide entertainment 
for unbelievers-- in other words, to feed the sheep rather than amuse the goats.” J. I. Packer, 
A Quest for Godliness: The Puritan Vision of the Christian Life, p.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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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回顧
我們為什麼要講雅各和以掃的事, 因為如果我們認定「耶穌基督, 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遠, 是⼀一
樣的」(來13:8), 那麼基督如何在昨⽇日對待雅各與以掃, 也必以同樣的原則對待今⽇日的我們。我
們看雅各與以掃事就不能以歷史故事看之, ⽽而必須以屬靈教訓思之。

上週題到以掃與雅各⽣生活在同⼀一屋簷下, 同受⺟母親真確的屬靈教導, 但以掃⼈人在內, ⼼心在外, 不
以為意, 雅各卻將聽的⼀一切存在⼼心裏, 反覆思想。以掃檢視他的環境, 如受⽗父親喜愛, ⾃自⼰己⼜又具
備⺩王者統御能⼒力, 弟弟雅各是軟弱的等, 沒有⼀一項能使他這位⼤大的服事雅各那位⼩小的, 於是便認
為上帝的話不可能實現, 因⽽而輕慢之。但雅各聆聽他⺟母親利百加的教導, 並將他祖⽗父亞伯拉罕
獻他⽗父親以撒的事, 和發⽣生於叔公羅得家的事深藏於⼼心。雅各雖看諸多不利於他的環境因素, 
但他相信上帝的話必定成就。雅各看本質, 以掃則是看現象。當醞釀期結束, 時候滿⾜足之時, 就
在⼀一個⼀一如往常的⽇日⼦子, 以掃將⻑⾧長⼦子名份賣給了雅各。

賤賣地上貴重財寶尚不致如此輕慢, 為何賤賣屬靈福份卻是如此輕易? 這豈不警惕握有屬靈資
源的我們, 當以以掃為鑑, 向雅各學習, 常思念上⾯面的事(⻄西3:2)? 主說:「你的財寶在那裏, 你的
⼼心也在那裏。」(太6:21)

提醒: 上帝的預定顯在平常⽣生活中
我須提醒各位注意⼀一件事, 上帝預定的意旨出於祂的寶座, 但卻是在以掃和雅各平常⽣生活中得
以實現。雅各沒有進⾏行宣告的動作, 亦沒有迫切的禱告, 更沒有要求神蹟呈現, 他就在平⽇日⽣生活
顯出對上帝預定的確信。我再說, 基督徒顯出他被預定的事實, 不在嘴上功夫, 逢事就引經據典, 
以為屬靈, ⽽而在於他是否認清⾃自⼰己⻑⾧長⼦子的名份。
⻑⾧長⼦子
說到⻑⾧長⼦子, 我們都讚賞雅各愛⻑⾧長⼦子名份的⼼心, 但請問各位, ⻑⾧長⼦子相較於其他⼈人經歷的苦難是多, 
還是少? ⻑⾧長⼦子當得的報酬獎賞是晚到, 還是早來? 做⻑⾧長⼦子的是⼿手⼼心向下給得多, 還是⼿手⼼心向上拿
得多? 最重要地, 做⻑⾧長⼦子的是否當回答世⼈人永恆的疑惑,「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 就要常
作準備, 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3:15b)? 

做⻑⾧長⼦子的是否不需要經歷這些⽽而有⻑⾧長⼦子樣? 不可能。⻑⾧長⼦子當有⻑⾧長⼦子樣, 勇於承擔責任, 不怕苦, 
不怕難, 有顆堅忍篤定的⼼心, 安於享受在後, ⼼心裏尊主基督為聖(彼前3:15a), 今天的啟應經⽂文, 詩
篇71:20a節說:「祢是叫我們多經歷重⼤大急難的」。做⻑⾧長⼦子的因給的多, 他向主的感恩也越多, 
感謝主使他有能⼒力給。反之, 那些進教會只拿不給的⼈人, 就沒有⻑⾧長⼦子樣, 且常是忘恩的⼈人。這些
⼈人當聽到規勸當給, 他可以毫不留情⾯面地離開教會,  這樣的⾏行為在社會上也看不到。雅各有⻑⾧長
⼦子之姿與胸懷, 我們也當有⻑⾧長⼦子之姿與胸懷。

⾃自紅⾖豆湯事件後, 以掃和雅各⽣生活照舊, 但...
紅⾖豆湯事件之後, 並沒有發⽣生天搖地動的事, 沒有激情, 沒有慶祝, 甚⾄至沒有以掃的悔恨, 他們兩
位還是回到⾃自⼰己的⽣生活圈, 各⾃自過著各⾃自的⽣生活, ⼀一切如常照舊。然, ⾃自此事件之後, 他們兩位
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生命體驗。
我們看到, 聖經記以掃事, ⽚片⽚片斷斷, 且內容無趣, 無⽣生機, 乏善可陳, 但記雅各事卻是篇幅⻑⾧長, 且
落筆細微, 語調活潑有趣, 述說其豐富的⽣生命成⻑⾧長歷程。這般落筆⾵風格亦顯在亞伯拉罕和以撒
的⾝身上。上帝為何有此差別待遇? 因為雅各這⼀一⽅方是蒙上帝應許的, 以掃的另⼀一⽅方則是不蒙上
帝應許的。上帝關注那蒙應許的, 堅守⻑⾧長⼦子名份的⼈人, 記下他們⽣生活的點點滴滴。亞伯拉罕第
三個妻⼦子基⼟土拉(參創25:1-4)是最好的例⼦子, ⼤大家讀那短短4節聖經常感有之或沒有之, 好像沒
有什麼關係, 但聖靈⼀一定要將之寫下乃因那是亞伯拉罕的⼈人⽣生。記以撒事的第26章也是同樣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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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如何記亞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等的⽣生活點滴, 也當記凡蒙祂應許, 屬基督之⼈人的⽣生活點滴。
也就是說, 主關切我們, 且關切到⼀一個地步, 連我們的的頭髮也都被數過(太10:30)。是故, 我們
活盡⼀一⽣生, 必可豐富地寫下⾃自⼰己的⽣生命悔改史, 是如何捨⼰己轉向基督的⽣生命史。請記住, 以靈意
式解經亞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等先祖的⽣生活事, 對我們並無益處。主看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獨特
的, 個個在他⼼心裏佔有⼀一席地位,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他⽤用他寶⾎血買贖回來的。故, 雅各有雅
各的⽣生活內容, 我們有我們的⽣生活內容, 都可寫與主經歷的詩篇。

與主摔⾓角是雅告⽣生命的最⾼高峰: 那時與現在
雅各的⽣生命史與基督息息相關, ⽽而雅各⽣生命的最⾼高峰當屬他與基督摔⾓角⼀一事(參創32:23-32)。
在這事之前, 雅各曾經歷基督在夢裡於天梯上啟⽰示他(創28:11-22), 遇⾒見主的使者(創32:1-2), 但
這⼀一次卻是主親⾃自與他⾁肉搏摔⾓角。請注意, 雅各這經歷再次驗證他是蒙應許的, 是主所愛的, ⽽而
以掃是不蒙應許的, 且是主惡的。

基督徒必問, 這時的我們怎可能有如雅各那般親⾝身與主⾁肉搏摔⾓角的經歷? ⾝身體⽅方⾯面不能, 但靈魂
⽅方⾯面卻能。怎說? 每個⼈人的思想體系都是以⼰己為中⼼心, 故與基督⾁肉搏之⼈人, 其思想體系必然會轉
變以基督為中⼼心的思想體系。觀就教會歷史各神學體系, 除歸正神學外, 沒有其他神學可以做
到這⼀一點。事實證明, 凡真⼼心接納歸正神學的⼈人, 必然經歷痛苦的轉變過程, 就如雅各與主摔⾓角
⼀一樣。⽽而摔⾓角過的⼈人誦讀聖經就不再是遙不可及的苦差事, 反⽽而因懂得聖經所云, 感到無⽐比喜
樂。更甚者, 在歸正神學體系下的⼈人, 可不斷地承載聖經真理, ⾄至⽼老亦然, ⾄至死⽅方渝, 這是其他體
系達不到的效果。
舊約的雅各僅⼀一次與基督摔⾓角, 但我們卻可以無數次的與主摔⾓角, 這是何等無上的福份!

雅各的榜樣: 要就要最好的
⾔言此, 我們當學習雅各的態度, 他要就要最好的。 雅各要最好的⻑⾧長⼦子名份, 他也要⽗父親最上好的
的祝福。路加福⾳音第11章記耶穌說:「你們雖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 何況天⽗父, 豈不
更將聖靈給求祂的⼈人麼?」(第13節) 在這之前, 耶穌應許說:「你們祈求, 就給你們; 尋找, 就尋
⾒見; 叩⾨門, 就給你們開⾨門, 因為, 凡祈求的, 就得著; 尋找的, 就尋⾒見; 叩⾨門的, 就給他開⾨門。」(第9-
10節) 這是今⽇日基督徒最熟悉的經⽂文之⼀一, 也常以之作為禱告之本。但問題是, 基督徒祈求什
麼, 尋找什麼, 叩怎樣的⾨門? 若向上帝求五穀, 美酒, 豪宅, 財富等, 請問這些是上帝可賜最好的
福份嗎? 

若上帝將聖靈給求祂的⼈人, 那⼈人必然向上帝求祂最好的, 且只有上帝可以給的。保羅的禱求是,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上帝, 榮耀的⽗父, 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他」
(弗1:17), ⽽而這裏的「他」指的是前⾯面的主耶穌基督。也就是, 我們當祈求⽗父上帝, 使我們真知
道主耶穌基督; 我們當尋找主耶穌基督, 使我們真知道他; 我們當叩基督的⾨門, 使我們真知道
他。

天梯(創世記28:10-22節和約翰福⾳音1:43-51節)
有⼈人或許會問, 我們尋找基督真的會尋⾒見嗎? 是的。雅各之天梯經歷正告訴我們, 基督必實現他
的應許。主第⼀一次向雅各顯現乃是在他要到本族娶妻前的⼀一個晚上, 創世記28:12-13節記雅各
「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頭頂著天, 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 上去下來。主站在梯⼦子以
上(或站在他旁邊)說: 我是主, 你祖亞伯拉罕的上帝, 也是以撒的上帝, …。」拿但業與基督會⾯面
時, 他正在默想這天梯之事, 耶穌便對他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 上
帝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參約1:43-51) 也就是, 基督正對拿但業說, 當時雅各夢⾒見的
主就是他, 現在他已經以⼈人⼦子站在他⾯面前。很顯然地, ⼈人⼦子基督就是主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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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讓雅各夢⾒見他, 拿但業想著主, 他們這番的想不是空想, 因為主知道誰在想他。我們亦然, 當
我們想著基督的時候, 主知道我們在想他。基督擔負我們的軟弱, 以實際⾏行動證明他必忠於他
所說的話。

不蒙應許的常做錯誤的決定, ⽽而且⼀一錯再錯
我們看以掃的⽣生命史, 聖經僅是簡單地交代⼀一下, 輕輕帶過。即便創世記第36章記以掃後裔繁
多且強⼤大, 外在看似豐盛, 上帝卻看不在眼裏, 因為祂惡以掃。上帝對待以掃如此, 對待以實瑪
利也如此, 這就是上帝對待那些不在應許中, 和不堅守且輕看⻑⾧長⼦子名份的⼈人的態度。

我們從記以掃事的段落發現, 以掃所做的重要決定都是不合宜的。以掃娶了⾮非本族的⼥女⼦子為妻, 
⽽而且⼀一娶就是兩個(創26:34), 這樣的婚姻絕不是以撒和利百加同意的, 是以掃⾃自⾏行決定, 並執意
要做的。聖經說, 這兩位媳婦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裏愁煩, 聖經雖然未題說為何事愁煩, 但可想
⽽而知的是, 以掃已不能以正統⾎血脈傳承家業, 且按以撒和利百加對⾃自⼰己兒⼦子本性的瞭解, 以掃必
受媳婦影響, 轉向她們的敬拜系統。

雖然, 以掃企圖討⽗父⺟母的歡⼼心, 在第⼆二次婚姻中娶了本族的⼈人, 但娶的卻是⾃自⼰己的堂妹。以掃完
全不顧他的伯⽗父以實瑪利輕看他⽗父親以撒(因為他有⼗十⼆二個後裔, 但以撒只有兩個), 以及以實瑪
利的⺟母親夏甲輕看他祖⺟母撒拉的事實。可⾒見, 以掃因輕看上帝的話已經喪失屬靈智慧, 所做的
的決定皆顯出他是不蒙應許的。即便以掃發覺⽗父親的祝福已經給了雅各⽽而放聲⼤大哭, 他的這哭
正顯出他還是不服上帝的預⾔言。不蒙上帝應許之⼈人的哭雖是可悲可憐的, 但卻不值得同情的, 
因為他們根本不順服上帝的話。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一⽣生都在做決定, 也經驗著有些決定是對的, 有些決定是錯的。信主前, 
沒有所謂屬靈的決定, 但進⼊入教會後, 屬靈決定的正確與否, 便反應我們是否蒙應許。⼗十幾年下
來, 我曾奉勸幾位弟兄不要⾛走靈恩路線, 但他們不聽, ⼗十幾年過了, 他們想要再回頭重建信仰體
系, 已時不我予。現在, 有道可聽, ⽿耳卻不願意聽, 不願受規勸⽽而離開我們的⼈人, 爾後再回頭, 也
是時不我予。

以東與以⾊色列
當以掃做出輕看⻑⾧長⼦子的名分的同時, 他的名字⽴立即叫以東(創25:30b), 以東之意是紅的意思, 表
⽰示以掃靠⾁肉體⾏行事, 雅各要⼀一直等到與基督摔⾓角之後, 才改名叫以⾊色列, ⽽而那是20幾年後的事。
以掃改名速度之快, 讓我們驚懼, 雅各改名速度之慢令我們深思。教會只注重受洗, 使教會名單
增加, 但卻不注重造就, 這樣的作法屬以掃, 還是屬雅各之類? 誠如巴刻云, 教會主⽇日講台不講
教義, 偏重⽣生活情事, 這樣的作法實屬不確, 不是屬雅各者會做的事。

我們基督徒將來都要改名,「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耳的, 就應當聽! 得勝的, 我必將那隱
藏的嗎哪賜給他, 並賜他⼀一塊⽩白⽯石, ⽯石上寫著新名; 除了那領受的以外, 沒有⼈人能認識。」(啟
2:17) 以此新名在新天新地住新耶路撒冷, 向主唱新歌, 看著主「將⼀一切都更新了」(啟21:5), 這
是多麼榮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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