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世記 32 : 22 - 28  

Genesis 32 : 22 - 28  

得胜者之歌
Song of the Overcomer



22. 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

个儿子，都过了雅博渡口，

That night Jacob got up and took his two wives, his 

two maidservants and his eleven sons and crossed the

ford of the Jabbok.

23. 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

After he had sent them across the stream, he sent over

all his possessions.



24.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

明。
So Jacob was left alone, and a man wrestled with him

till daybreak.

25.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

，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

When the man saw that he could not overpower him,

he touched the socket of Jacob's hip so that his hip 

was wrenched as he wrestled with the man.



26. 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

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Then the man said, "Let me go, for it is daybreak.“

But Jacob replied, "I will not let you go unless you 

bless me.”

27. 那人说：「你名叫甚么？」他说：「我名叫雅各

。」

The man asked him, "What is your name?“

"Jacob," he answered.



28.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Then the man said, "Your name will no longer be 

Jacob, but Israel, because you have struggled with 

God and with men and have overcome."





奧古斯丁：「我不想用那样的方式赢得比赛。当下要
超过很容易，但那是不道德又有失荣誉的行为。」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神眼中真正的得胜者？

圣经里面所有的「得胜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生命
都曾经被神对付过，他们的生命都经历过十字架。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

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创世记 32 : 28)

Your name will no longer be Jacob, but Israel, 

because you have struggled with God and with men

and have overcome.

(Genesis 32 : 28)



马丁路德说：「我最害怕的一位教皇，并不是坐在梵谛冈教
廷里面的那位教皇，而是我里面的那个教皇，就是我里面的
自我、那个老我；而真正最大的敌人与对手就是我自己。」



到底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得胜者」呢？

我们真正要得胜的话，必须要「超越自我」。「胜

过别人」也不过是相对的，相对的意思就是别人比

你差，你自己也不怎么样，你还是可以胜过他；但

是「超越自我」就是你一天比一天更好，你今天比

昨天好，你现在比从前更好；当你不断地「超越自

我」，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像基督。



到底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得胜者」呢？

我们今天要从三方面来思想：

第一，我们必须要「知道得胜者的定义」。

第二，我们必须要「拥有得胜者的见证」。

第三，我们必须要「追求得胜者的生命」。



(一) 得胜者的定义

「赢家」Winner 「得胜者」Overcomer

只要我们能赢过别人，我们就可以称作是一个「赢

家」；而「得胜者」是你必须要克服内心里的障碍

、克服环境、克服困难，你必须要克服里面的那个

老我，如此才能够称为真正的「得胜者」。





(一) 得胜者的定义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

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创世记 32 : 28)

Your name will no longer be Jacob, but Israel, 

because you have struggled with God and with men

and have overcome.

(Genesis 32 : 28)



(一) 得胜者的定义

「经上说甚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
的义。」

(罗马书 4 : 3)

What does the Scripture say? "Abraham believed 
God, and it was credited to him as righteousness." 

(Romans 4 : 3)



(一) 得胜者的定义

「算」的意思是说那不是真正是他的「义」，神是

「算」他为「义」，在神的眼中被看为「义」。事

实上，亚伯拉罕一生也有污点，他也一样犯过罪，

但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他就「因信称义」被神看

为「义」，这就是「算」。



(一) 得胜者的定义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

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是人），

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

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

律。」

(罗马书 7 : 21-23)



(一) 得胜者的定义

保罗觉得他里面有两个律，一个律是神的律，另一

个律是肢体中犯罪的律；这两个律就好像两种力量

在那里牵扯、拉锯，换句话说那个律得胜了就会决

定他会行善或是作恶。



(一) 得胜者的定义

「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是人）」，那两个律是

用人来表达，也就是说在保罗的身上有两个人；一

个人就是「里面的人」，一个人就是「外面的人」

；「里面的人」就是他跟随耶稣基督以后里面那个

「新造的人」，「外面的人」就是活在肉体中的老

我、旧人。这个老我、旧人跟里面那个「新造的人

」一直不断地在争战。



(一) 得胜者的定义

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与神一同作王」，只有

让神真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

位「得胜者」。以色列胜过了雅各，我们里面的

以色列取代了雅各，「里面的人」胜过「外面的人

」，这就被神看为「得胜者」。



(二) 得胜者的見證

A. 面对得失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姊姊，对雅

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

(创世记 30 : 1)

When Rachel saw that she was not bearing Jacob 

any children, she became jealous of her sister. So she

said to Jacob, "Give me children, or I'll die!”  

(Genesis 30 : 1)



(二) 得胜者的見證

A. 面对得失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
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

(约伯记 1 : 21)

"Naked I came from my mother's womb, and naked 
I will depart. The LORD gave and the LORD has 
taken away; may the name of the LORD be praised.“

(Job 1 : 21) 



(二) 得胜者的見證

A. 面对得失

「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

能代替他作主呢？」

(创世记 30 : 2)

Jacob became angry with her and said, "Am I in the 

place of God, who has kept you from having 
children?”                                           (Genesis 30 : 
2)



(二) 得胜者的見證

A. 面对得失

B.  面对恩怨

「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

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

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创世记 50 : 19-20)



(三) 得胜者的生命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

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

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

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

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

(启示录 5 : 1-4)



(三) 得胜者的生命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

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

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

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启示录 5 : 1-4)



(三) 得胜者的生命

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是得胜的象征，但是羔羊才

是得胜者的生命。

「一位得胜者外面是狮子，里面是羔羊；有狮子的

能力，也有羔羊的生命；有狮子的勇猛，也有羔羊

的顺服」。



(三) 得胜者的生命

「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

个儿子，都过了雅博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

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

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创世记 32 : 22-24)







(三) 得胜者的生命

「祂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救上来，使我的脚

立在盘石上，使我脚步稳当。」

(诗篇 40 : 2)

He lifted me out of the slimy pit, out of the mud and 
mire; he set my feet on a rock and gave me a firm 
place to stand.

(Psalms 40 : 2)



(三) 得胜者的生命

「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

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

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么？」

(诗篇 56 : 12-13)



(三) 得胜者的生命

「世界上最悲哀最可怜的人，不是失败的人，而是

自以为成功的人。」

因为失败的人他发现自己的失败，他可以重新开始

；但是自以为成功的人，他会一直不断地活在自我

陶醉的里面，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得胜者」。



(三) 得胜者的生命

「世界上最悲哀最可怜的人，不是失败的人，而是

自以为成功的人。」

因为失败的人他发现自己的失败，他可以重新开始

；但是自以为成功的人，他会一直不断地活在自我

陶醉的里面，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得胜者」。



结论

那被杀的羔羊「祂有七个眼、七个角」，七是表示

完全，角是代表能力，七个角就是祂有「完全的能

力」，使祂胜过仇敌，使祂从死里复活；「祂有七

个眼」七个眼就是「完全的看见」，祂可以遍查全

地，祂今天也看到我们里面的挣扎；祂看到我们里

面雅各的生命，祂要触摸我们使我们里面以色列的

生命可以活出来。



结论

犹大支派「得胜的狮子」就是「被杀的羔羊」，被

杀就是死，死是通往得胜必经的途径，什么地方我

们没有死、没有死透，我们就不可能活出「得胜的

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