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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片段（創37、39) 

少年約瑟的遭遇 

雅各的家 

為奴生活 

面對誘惑 

逆境中的約瑟 

牢獄中的約瑟 

不論順逆，尋求
神的同在 
凡事在神的旨意
中必蒙恩 
在神的旨意中肯
定人生價值 
 



約瑟由低谷到高峰 



問題討論 

你經歷過人生的低潮嗎？在低谷中，你做甚麼？ 



人生轉捩點──獄中解夢(創40) 

Ｊ＆Ｂ04 



約瑟是牢獄中的囚犯和管理員創(40:1-23) 

40:1 這事以後，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長得罪了他
們的主─埃及王， 
40:2 法老就惱怒酒政和膳長這二臣， 
40:3 把他們下在護衛長府內的監裡，就是約瑟
被囚的地方。 
40:4 護衛長把他們交給約瑟，約瑟便伺候他們；
他們有些日子在監裡。 
40:5 被囚在監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長二人同夜
各做一夢，各夢都有講解。 
 



約瑟是牢獄中的囚犯和管理員創40:1-23 

40:6 到了早晨，約瑟進到他們那裡，見他們有
愁悶的樣子。 
40:7 他便問法老的二臣，就是與他同囚在他主
人府裡的，說：「你們今日為甚麼面帶愁容
呢？」 
40:8 他們對他說：「我們各人做了一夢，沒有
人能解。」約瑟說：「解夢不是出於 神嗎？
請你們將夢告訴我。」 



問題討論 

約瑟有沒有在失意中放棄自己？你認為他的人
生態度是怎樣的？ 

 



問題討論 

約瑟有沒有在失意中放棄自己？你認為他的人
生態度是怎樣的？ 

積極做好可以做的事。（39:21-23） 

成為獄中的管理員，管理獄中所有囚犯（39:21-
23） 

主動關懷幫助同病相憐的階下囚(40:6-8) 

爭取任何可能的機會(40:14-15) 

 



風再起時──替法老解夢(創41) 

 



問題討論 

別人對你作出的承諾而沒有對現，你會有何感
受？ (40:20-23) 

機會來到，約瑟是如何預備自己?(41:14) 



41:14 法老遂即差人去召約瑟，他們便急忙帶他
出監，他就剃頭，刮臉，換衣裳，進到法老面
前。 
41:15 法老對約瑟說：「我做了一夢，沒有人能
解；我聽見人說，你聽了夢就能解。」 
41:16 約瑟回答法老說：「這不在乎我， 神必
將平安的話回答法老。」 



問題討論 

回應法老的請求？從他的回覆，你可以看到約
瑟的性情嗎？(41:15-16) 

約瑟最後被躍升到甚麼職位？(41:33-46) 



41:32 至於法老兩回做夢，是因 神命定這事，而
且必速速成就。 
41:33 所以，法老當揀選一個有聰明有智慧的人，
派他治理埃及地。 
41:34 法老當這樣行，又派官員管理這地。當七個
豐年的時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41:35 叫他們把將來豐年一切的糧食聚斂起來，積
蓄五穀，收存在各城裡做食物，歸於法老的手下。 
41:36 所積蓄的糧食可以防備埃及地將來的七個荒
年，免得這地被饑荒所滅。」 



41:37 法老和他一切臣僕都以這事為妙。 
41:38 法老對臣僕說：「像這樣的人，有 神的
靈在他裡頭，我們豈能找得著呢？」 
41:39 法老對約瑟說：「 神既將這事都指示你，
可見沒有人像你這樣有聰明有智慧。 
41:40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聽從你的
話。惟獨在寶座上我比你大。」 
41:41 法老又對約瑟說：「我派你治理埃及全
地。」 



小結: 

有誰猜到，幫人後來幫了自己？ 

否極太來的人生經歷，未到最後一刻，都不能
蓋棺定論。我們的人生可以波拆不斷，但神在，
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可以有意想不到的可能。 

 

 



約瑟的恩怨情仇 



恩怨情仇對決篇(創42-45) 

 



42:1 雅各見埃及有糧，就對兒子們說：「你們
為甚麼彼此觀望呢？ 
42:2 我聽見埃及有糧，你們可以下去，從那裡
為我們糴些來，使我們可以存活，不至於死。」 
42:3 於是，約瑟的十個哥哥都下埃及糴糧去了。 
42:4 但約瑟的兄弟便雅憫，雅各沒有打發他和
哥哥們同去，因為雅各說：「恐怕他遭害。」 
42:5 來糴糧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兒子們，因為迦
南地也有饑荒。 



42:6 當時治理埃及地的是約瑟；糶糧給那地眾
民的就是他。約瑟的哥哥們來了，臉伏於地，
向他下拜。 
42:7 約瑟看見他哥哥們，就認得他們，卻裝作
生人，向他們說些嚴厲話，問他們說：「你們
從哪裡來？」他們說：「我們從迦南地來糴
糧。」 
42:8 約瑟認得他哥哥們，他們卻不認得他。 
 



42:18 約瑟對他們說：「我是敬畏 神的；你們照
我的話行就可以存活。 
42:19 你們如果是誠實人，可以留你們中間的一個
人囚在監裡，但你們可以帶著糧食回去，救你們家
裡的饑荒。 
42:20 把你們的小兄弟帶到我這裡來，如此，你們
的話便有證據，你們也不至於死。」他們就照樣而
行。 
42:21 他們彼此說：「我們在兄弟身上實在有罪。
他哀求我們的時候，我們見他心裡的愁苦，卻不肯
聽，所以這場苦難臨到我們身上。」 
 



42:22 流便說：「我豈不是對你們說過，不可傷
害那孩子嗎？只是你們不肯聽，所以流他血的
罪向我們追討。」 

42:23 他們不知道約瑟聽得出來，因為在他們中
間用通事傳話。 
42:24 約瑟轉身退去，哭了一場，又回來對他們
說話，就從他們中間挑出西緬來，在他們眼前
把他捆綁。 



問題討論 

約瑟為甚麼不認他的弟兄們?是因為他含恨在心?
還是有別的隱情?你認為約瑟處理弟兄們的手法
是否合乎常理?他為甚麼堅持要哥哥們把便雅憫
帶來?你在處理問題時有適度的靈活性嗎? 

坐牢三天對約瑟的兄弟們有甚麼益處呢?你在苦
難中有沒有為以往及現在自己的行事為人”自
省”? 

約瑟兄弟們承認謀害約瑟的罪，他們是否真誠?
你從何見得? 

 



小結： 

約瑟用計試出兄長們是否愛弟弟，甘願為弟弟
負責任？甘願保護弟弟嗎？ 

 



兄長的轉變 

42:37 流便對他父親說：「我若不帶他回來交給
你，你可以殺我的兩個兒子。只管把他交在我
手裡，我必帶他回來交給你。」 
42:38 雅各說：「我的兒子不可與你們一同下去；
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們所行的路
上遭害，那便是你們使我白髮蒼蒼、悲悲慘慘
地下陰間去了。」 



43:8 猶大又對他父親以色列說：「你打發童子
與我同去，我們就起身下去，好叫我們和你，
並我們的婦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於死。 
43:9 我為他作保；你可以從我手中追討，我若
不帶他回來交在你面前，我情願永遠擔罪。 
43:10 我們若沒有耽擱，如今第二次都回來了。」 



誣告便雅憫 



44:18 猶大挨近他，說：「我主啊，求你容僕人
說一句話給我主聽，不要向僕人發烈怒，因為
你如同法老一樣。 
44:19 我主曾問僕人們說：『你們有父親有兄弟
沒有？』 
44:20 我們對我主說：『我們有父親，已經年老，
還有他老年所生的一個小孩子。他哥哥死了，
他母親只撇下他一人，他父親疼愛他。』 
44:21 你對僕人說：『把他帶到我這裡來，叫我
親眼看看他。』 



44:22 我們對我主說：『童子不能離開他父親，
若是離開，他父親必死。』 
44:23 你對僕人說：『你們的小兄弟若不與你們
一同下來，你們就不得再見我的面。』 
44:24 我們上到你僕人─我們父親那裡，就把我
主的話告訴了他。 
44:25 我們的父親說：『你們再去給我糴些糧
來。』 



44:26 我們就說：『我們不能下去。我們的小兄
弟若和我們同往，我們就可以下去。因為，小
兄弟若不與我們同往，我們必不得見那人的
面。』 
44:27 你僕人─我父親對我們說：『你們知道我
的妻子給我生了兩個兒子。 
44:28 一個離開我出去了；我說他必是被撕碎了，
直到如今我也沒有見他。 
 



44:29 現在你們又要把這個帶去離開我，倘若他
遭害，那便是你們使我白髮蒼蒼、悲悲慘慘地
下陰間去了。』 

44:30 我父親的命與這童子的命相連。如今我回
到你僕人─我父親那裡，若沒有童子與我們同在， 
44:31 我們的父親見沒有童子，他就必死。這便
是我們使你僕人─我們的父親白髮蒼蒼、悲悲慘
慘地下陰間去了。 
 



44:32 因為僕人曾向我父親為這童子作保，說：
『我若不帶他回來交給父親，我便在父親面前
永遠擔罪。』 

44:33 現在求你容僕人住下，替這童子作我主的
奴僕，叫童子和他哥哥們一同上去。 
44:34 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見我父親
呢？恐怕我看見災禍臨到我父親身上。」 
 



兄弟相認 



問題討論 

約瑟有沒有饒恕哥哥們？從何見得？他如何理
解人生的遭遇? 



45:4 約瑟又對他弟兄們說：「請你們近前來。」
他們就近前來。他說：「我是你們的兄弟約瑟，
就是你們所賣到埃及的。 
45:5 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裡自憂自恨。
這是 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全生命。 
45:6 現在這地的饑荒已經二年了，還有五年不
能耕種，不能收成。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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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你們的生命。 
45:8 這樣看來，差我到這裡來的不是你們，乃
是 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
並埃及全地的宰相。 



小結:  

約瑟明白神的心意，自己的痛苦成就家族的生
命。 



問題討論 

你可以那麼豁達去看自己的際遇嗎？ 

若你是約瑟，你會那麼容易就原諒兄長們嗎？ 

 



全家往埃及 



從約瑟的經歷反思人生的價值 

跨勝人生低谷的秘訣──倚靠上帝 

跨勝恩怨情仇的秘訣──真心悔改、真誠饒恕 



跨勝人生低谷的秘訣──倚靠上帝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明白苦難和逆境是常
態。 

勝過失意低谷和困難，秘訣是倚靠神。 

「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當行的路，因我的心
仰望你。」（詩143:8） 

神不離不棄的同行，任何境遇都不能阻隔神的
愛(羅八)。 



8:31 既是這樣，還有甚麼說的呢？ 神若幫助
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 
8:32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
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 
8:33 誰能控告 神所揀選的人呢？有 神稱他
們為義了（或譯：是稱他們為義的 神嗎）。 
 



8:34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而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 神的右邊，也替我
們祈求（有基督....或譯：是已經死了，而且從死
裡復活，現今在 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的
基督耶穌嗎）。 

8:35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
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
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 
 



8:36 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
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8:37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
已經得勝有餘了。 
8:38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
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8:39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們與 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
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跨勝恩怨情仇的方法──真心悔改、真誠饒恕 
 

活在怨恨、埋怨、指責中的人生快活嗎？ 

要善待自己，要學習忘記、饒恕、放下。 

容易嗎？ 

 



從約瑟的經歷反思人生的價值 

跨勝人生低谷的秘訣──倚靠上帝 

跨勝恩怨情仇的秘訣──真心悔改、真誠饒恕 



小組討論和分享 

這兩次查經中，你有何感想？ 

從約瑟的經歷中，給你甚麼提醒？ 

分享你的掙扎和需要，並在組中彼此守望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