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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讀經班之一: 摩西五經
第五課: 約瑟

2007年2月4日, 王文堂牧師

讀經者的禱告

1. 願主光照我, 使我明白聖經

2. 願主祝福我讀經的日子

3. 願主的道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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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上週重點

創世記大綱

一.創造: 世界的起源 (1-11章)
1.創造: 世界, 人類, 婚姻, 罪的起源 (1-2章)
2.墮落: 罪的開始, 加深, 與擴散 (3-5章)
3.洪水: 神對罪的審判 (6-10章)
4.巴別塔: 人類的自高與種族的分散 (11章)

二.救贖: 以色列的起源 (12-50章)
1.亞伯拉罕: 蒙神揀選並以信心回應的人 (救贖計劃的開始)
2.以撒: 繼承應許的人

3.雅各: 蒙神恩待並開始以色列民族的人

4.約瑟: 拯救全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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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族長與救贖

亞伯拉罕： 神應許救恩

以撒： 神預備救恩

雅各： 神揀選蒙恩的人

約瑟： 神預備救主

與亞伯拉罕有關的真理之一

萬國必因他的後裔得福

創世記22:18：「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

福。」

加拉太書 3:16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拉罕和他

子孫說的；神並不是說“眾子孫”，指著許多人，

乃是說“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

督。」

加拉太書3:14：「這便叫亞伯拉罕的福，因基督

耶穌可以臨到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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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亞伯拉罕有關的真理之二

因信稱義

羅馬書4:2-5： 「倘若亞伯拉罕是因行為稱義，就
有可誇的；只是在神面前並無可誇。經上說甚麼
呢？說：“亞伯拉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
加拉太書3:7-9：「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
的人，就是亞伯拉罕的子孫。」

神藉著以撒所啟示的真理一

神的應許不落空

1. 應許之子：「你妻子撒拉要給你生一個兒子，
你要給他起名叫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立的約，
作他後裔永遠的約。」

2. 神的應許必定成就：「當亞伯拉罕年老的時
候，撒拉懷了孕，到神所說的日期，就給亞伯拉
罕生了一個兒子。」（創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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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藉著以撒所啟示的真理二

耶和華必有預備

1. 耶和華以勒：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

2. 燔祭的羊：神在救恩上的預備。神所預備的公
羊取代了以撒，預表耶穌基督是神的羔羊，將取
代人類被獻在祭壇上。

3. 以撒的妻：神在生活上的預備。神使亞伯拉罕
的老僕人道路通達，順利為以撒娶到利百加為
妻。

本週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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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藉著約瑟所啟示的真理

神為人預備拯救者

以約瑟為耶穌基督的預表

約瑟說: 「神差我在你們以先來，為要給你們存留
餘種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們的性
命。」（45:7）

約瑟說: 「不要害怕，我豈能代替神呢？從前你們
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
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50:19-20)

約瑟的一生

出生：約瑟 (增添) 是雅各的第十一子，母親是
拉結，出生時父親已年老(37:3)
十七歲：身穿彩衣去探望牧羊的兄長們，結果
被賣到埃及為奴

三十歲：從牢獄中被提出來，因有從神而來的
智慧, 被法老任命為埃及宰相

三十多歲：在埃及娶妻生子, 長子瑪拿西(神使我
忘了), 次子以法蓮 (神使我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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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的一生

三十九歲（推算）：在埃及與兄弟相認，雅各全
家從迦南遷往埃及

五十六歲（推算）：父親雅各死於埃及的歌珊
地，臨終之前為眾子祝福

一百一十歲：約瑟死於埃及，遺命後人將他的骸
骨搬回迦南地(50:25)

古代兩大文明區

亞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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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下埃及圖

約瑟的三件衣裳

彩衣: 約瑟的童年, 為父親所愛, 為兄長所恨。

囚衣: 約瑟的青年期。被主母誣陷, 下在獄中, 為
人所遺忘。

細麻衣: 約瑟的中,老年。為法老解夢，一日之間
成為埃及宰相，身穿細麻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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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的六個夢

第一個夢：約瑟作夢：哥哥們所捆的禾稼，向他所捆的禾
稼下拜。

第二個夢：約瑟作夢：日、月、十一個星，都向他下拜。

第三個夢：酒政作夢，約瑟解夢：三根枝子發芽，枝上的
葡萄都成熟了。

第四個夢：膳長作夢，約瑟解夢：三個筐子裡的白餅，被
飛鳥吃了。

第五個夢：法老作夢，約瑟解夢：七隻肥母牛，被七隻瘦
母牛吃掉了。

第六個夢：法老作夢，約瑟解夢：七個飽滿的穗子被七個
細弱的穗子吃了。

猶大與他瑪

一段不名譽的歷史

事情的經過

他瑪的動機

他瑪的冒險

為何聖經中有這一段記載?
創世記裡的人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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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生活對你不公平時

約瑟所遇到的挫折

1.環境的劇變

2.地位的降低

3.內心的創傷

約瑟的處理方法

1.保持與神同行

2.接受事實，積極應變

3.轉移注意力

約瑟是如何勝過試探的?

這試探的厲害之處：
命中人性的弱點：「約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給約瑟，說，你與我
同寢吧！」

試探天天都來：「後來，她天天和約瑟說。」（39:10）

沒有人看到：「約瑟進屋裡去辦事，家中沒有一個人在那屋
裡。」

得勝的方法
有一顆敬畏神的心：約瑟說：「我怎能做這大惡，得罪神呢！」

想到自己對他人的責任：約瑟說：「我主人把他所有的都交在我
手裡。」

逃離誘惑的現場：「約瑟把衣裳丟在父人手裡，跑到外面去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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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在埃及的家

約瑟的妻子：安城祭司（拜太陽神Ra）之女亞西
納，是一位顯貴的婦女。

長子瑪拿西（使之忘了）：「神使我忘了一切的
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次子以法蓮（使之昌盛）：「神使我在受苦的地
方昌盛。」

約瑟的家人第一次來埃及糴糧

*兩個有趣的字：糶（音跳，出米），糴（音笛，入米）

誰來了：約瑟的十個哥哥（弟弟便雅憫沒來，因
為雅各怕失去他）

過程：約瑟把他們當作奸細關了三天

認罪：他們彼此說：「我們在兄弟身上實在有
罪。」

人質：約瑟留下西緬做人質，將其他的人放回去

結果：約瑟將糧食裝滿他們的器具，並將銀子歸
還在各人的口袋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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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列全家下埃及

以色列說：「我的兒子約瑟還在，趁我未死以
先，我要去見他一面」

「以色列帶著一切所有的」起行

以色列在別是巴向神獻祭，神在異象中對他說話

以色列家來到埃及的共七十人（使徒行傳說75
人）

約瑟在歌珊地迎接父親和家人

約瑟的家人第二次來埃及糴糧

原因：飢荒很嚴重，從埃及帶回去的糧食吃完了

誰來了：約瑟的九個哥哥（西緬在埃及做人
質），以及弟弟便雅憫

過程：約瑟在家中擺宴，按著長幼次序排列，給
便雅憫的食物比別人多五倍

栽贓：將金杯暗藏在便雅憫的糧袋中，令家宰追
捕搜查，將人帶回

求情：猶大為父請命，為弟求情：「我父的命與
這童子的命相連」

結果：約瑟忍不住放聲大哭，與眾兄弟相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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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珊地: 選民保留區

1. 歌珊位於尼羅河三角洲，是「國中最好的地」

2. 法老問約瑟的弟兄：「你們以何事為業？」他們說：
「你僕人是牧羊的。」

3. 法老對約瑟說：「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他們住國
中最好的地，他們可以住在歌珊地…就派他們管理我的牲
畜。」

4. 埃及人不喜歡牧羊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厭
惡。」

5. 上好的歌珊地，無形之中成為了「選民保留區」，使以
色列發展為一個民族

歌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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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終的祝福

1. 以色列給約瑟的兩個兒子祝福，立次子以法蓮在長子瑪
拿西之上

2. 雅各臨終前，將「以後必遇的事」告訴十二個兒子

3. 長子流便因為污穢了父親的床，不得居首位

4. 二子西緬和三子利未因為殘害性命，受到了咒詛

5. 四子猶大（讚美）必受到弟兄們的讚美，並有彌賽亞的
預言

6. 約瑟將會特別蒙福

直等到細羅來到

圭（音歸，君王的權杖）必不離猶大

杖（牧羊人的引導）必不離他腳之間

直等到細羅（賜平安者，預言彌賽亞）來
到

萬民都必歸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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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列十二支派

1流便

2西緬

3利未 (未得土地)
以實瑪利 4猶大

以東 5但

6拿弗他利

亞伯拉罕 以撒 以色列 7迦得

8亞設

9以薩迦

10西布倫

11約瑟 11A以法蓮

12便雅憫 11B瑪拿西

約瑟的兩個「豈能」

我豈能得罪神呢？約瑟受試探時不敢犯罪，因為
他知道犯罪會得罪神。

我豈能代替神呢？父親雅各死後，哥哥們擔心約
瑟會報復，約瑟對他們說：「不要害怕，我豈能
代替神呢？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
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
光景。現在你們不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

的婦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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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因著信

約瑟叫以色列的子孫起誓說：“神必定看顧你們，
你們要把我的骸骨從這裡搬上去。” (創 50:25)
約瑟因著信，臨終的時候，提到以色列族將來要
出埃及，並為自己的骸骨留下遺命。(來11:22)

本單元測驗題

（ ）1.約瑟從獄中去見法老的時候，年 (a)30歲
(b)40歲 (c)50歲
（ ）2.哪一個人不是約瑟的兒子： (a)瑪拿西 (b)
以法蓮 (c)便雅憫
（ ）3.哪一個人被留在埃及做人質？ (a)西緬 (b)
猶大 (c)便雅憫
（ ）4.誰向約瑟求情，打動了他的心？ (a)西緬
(b)猶大 (c)便雅憫
（ ）5.約瑟認為，神叫他來埃及是為了 (a)雪恥
復仇 (b)保全生命 (c)升官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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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元測驗題

（ ）6.雅各家來到埃及的，共有 (a)50人 (b)70人
(c)120人
（ ）7.雅各家來到埃及之後，住在 (a)開羅 (b)比
東 (c)歌珊
（ ）8.雅各祝福的時候，將右手放在誰的頭上？
(a)瑪拿西 (b)以法蓮 (c)約瑟
（ ）9.雅各對哪一個兒子說：「直等細羅來到，
萬民都必歸順」？ (a)約瑟 (b)猶大 (c)便雅憫
（ ）10.約瑟留下遺命，要以色列人將他的骸骨
(a)埋在當地 (b)燒為灰燼 (c)
歸葬迦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