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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约瑟——他表明了神的爱

   

看，谁来了！是我们那自夸的弟弟。他一定又向父亲说
了什么话，使我们陷入麻烦中。让我们杀了他，在野地里没
有人会看见的；然后我们撕破他的彩衣，大家一定会相信他
是被野兽攻击致死的。

    当约瑟走近时，十个强壮、愤怒的哥哥们，开始进行毁
灭的阴谋。没有人能逃过这场暴力与邪恶，一个孤独的人在
这样的情况下，显得弱小、无助，邪恶一定胜过他。

    但是没有一个恶势力强到可以干涉神的旨意，神在约瑟
的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神喜爱他，并要以奇妙的计划使
用他，从灾难中将祂的子民救出。神要我们知道：祂供应活
在这软弱的世界中所有人的一切需要，并教导我们要信任祂，
在爱与顺服中遵行祂的旨意。我们将藉由本课的内容来认识
神如何保守约瑟，以及从他的生平中学习神要教导我们的功
课。

在本课中你将学习…
    被神保守的孩子
    服从神旨意的奴仆
    显明神大爱的兄弟

本课将帮助你…
    举例说明神的关爱和供应。
    教导我们如何在每日的行动里对神的信心和献身做见

证。
    建立个人对神的信心，并接受祂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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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神保守的孩子

    雅各是一位在多方面蒙神祝福的人。他不但牲畜旺盛，
也有十二个儿子协助他管理庞大的产业。他的十个大儿子在
巴勒斯坦广大的土地上牧养牲畜。

    约瑟是最小的儿子，最受父亲雅各的宠爱，负责做父亲
和哥哥们之间的传话人成了他的工作之一，有时候他也会向
父亲报告哥哥们的行为；当然哥哥们对他这一点很不满，渐
渐地也就不喜欢他了。后来当约瑟将所做的怪梦告诉哥哥们
时，他们对约瑟的不喜欢就因此转为恨。

或许神赐给约瑟解梦的能力，使他在以色列的日子，不
但明白自己所梦的意义，也能理解其他的梦。

约瑟梦见自己和哥哥们在田里捆禾稼，他自己捆的禾稼
直直地站了起来，而哥哥们所捆的却是扑倒在地上，而且围
着他的禾稼下拜。不久他又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太阳、月亮
与十一颗星星向他下拜；于是，他告诉家人他所做的梦。

“什么意思吗？”他的哥哥们喊道：“他的意思是我们都应
当向他屈膝？他以为他比我们大，而爸爸也最疼他。”他们嫉
恨他，最后计划要杀他。

从这个记载里，我们看见人们的最大弱点，以致将罪带
入这个世界。约瑟多次说出的梦，显明了他的自负，而他哥
哥们心中也有骄傲，他们无法忍受向弟弟屈膝的意念，于是
骄傲转为嫉妒、恨恶，而生出谋杀的意图。

约瑟和他的哥哥跟我们一样都是人。从他们的行为我们
可以看出罪在人的心里。因此当人们没有神的带领而依着自
己的方式而行时，他们发现自己常陷入困难之中。

习题
   1 由约瑟表现出来的人类弱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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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由约瑟的哥哥们表现出来的人类弱点是            。
    3 所有人类弱点是               。
    4 当人类          ，问题和麻烦接踵而来。

    神一直是慈爱和怜悯的，祂爱雅各一家。对于怀有恶行
的十兄弟，神仍旧有恩慈，使他们做不成谋杀的事。对于约
瑟，神的慈爱保守他的生命。对于整个家族，神的恩慈为他
们的未来安排了出路。

神对人有恩慈，而我们也从先知们的生活里学到神也审
判邪恶。神必要让人认识什么是罪和罪所带来的结果。在约
瑟的故事中，我们也看见了同样的真理：罪带来问题，神给
了我们解决的方法。

虽然约瑟表现了自负的弱点，但他仍然敬畏、服事神。
神让他遭遇痛苦，并非要惩罚他，乃要他更亲近神，同时神
也希望约瑟成长，有智慧去面对未来的工作。因此，那天约
瑟来到草原，并不知道哥哥们计划杀他。

“别杀他，”其中一个说道：“我们可以把他丢到井里。”他
们撕破他的衣衫，涂上血迹，这样雅各就会相信狼吃了约瑟，
事实上哥哥们把他丢进空井里。

不久，一群商人路过。“我们何不把他当作奴隶卖掉？我
们也赚了一笔钱。” 所以他们把他拉起来，卖了微不足道的
钱，约瑟也就这样被带往埃及了。

在埃及地，约瑟并不孤单，神与他同在，照顾引导他。
约瑟知道神的爱和关怀正像一位父亲给予儿子的一样，尽管
别人只把他当成一个奴隶，但他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神保存
他的生命，不会遗弃他，并藉着各种环境来达成祂的旨意，
所以约瑟能将各样的遭遇交托给充满爱与智慧的神。

习题
5 选出正确的答案。为了要保守约瑟，神藉着下列哪几项来



33

动工？
1）一个有同情心的兄弟
2）约瑟救命的呼喊
3）利益的欲望
4）一个空井
5）一队商人

服从神旨意的奴仆

    约瑟的生活起了多么大的变化！原本是最受宠的儿子，
却被贱价卖出。由于他的年幼、无经验，他不值一位奴工的
价格。他的梦想现在已远去，荣耀的地位已被苦役取代，强
烈的沮丧不断侵袭他，或许他会因为痛苦而想要报复。

但相反的，他的自负转为谦虚，他不气馁，他不怀恨哥
哥们，更没有怀疑神的方法，他内心深处深深了解，神的旨
意不常为人所明白，他常藉着痛苦的经历，给人带来祝福。

起初一切都很平静，约瑟被卖给一个富有的埃及长官，
他辛勤工作，保持愉快的态度，主人见他有才能，派他管理
家务，神祝福他的工作，赐福主人的家。不久，他突然面临
一个品行上的大试探，主人的妻子试着引诱他，她用大胆邪
恶的方法引诱他说：“来与我同寝吧！”

“不”约瑟说着，马上离开她，“这不仅会得罪了你的丈夫，
这也是犯罪。”在这大试探中，约瑟在主里得到庇荫；因为他
清楚地知道，做错事的人得不到昌盛。主人的妻子定意要纠
缠约瑟，她找到另一个机会，拉住他的衣裳，要他和她同寝。
约瑟想离开，却被她拉住不放。当约瑟狼狈逃出房门时，她
撕破了他的上衣。约瑟便是如此的义人。

这位妇人恼羞成怒地大叫，然后控告约瑟。她将上衣拿
给主人看，同时说道：“他要强暴我，我大叫，他逃离时，上
衣被我抓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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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6 填空题
约瑟以下列方式展现他的信心和对神的挚爱：
1）他虽然以前内心骄傲，但他现在展现出        的态度。
2）他的哥哥们对他残酷，但他并没有寻求        。
3）他不能了解神的旨意，但他并不            。
4）当他面临大试探时，他拒绝去                。

    虽然约瑟是完全无罪的，仍然被关到牢里。他没有丝毫
的埋怨与怀疑，他相信神在这件事上一定有其美意。他不向
不可知、不可测的不幸命运低头，他凭信心顺服神，深知神
关心他，并用最好的方法引导他。

在监狱中，他留给人的印象，就像在主人家中时一样，
每个人都看见他的能干、聪明和对神的信心。

    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也被下到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
方。有一天晚上他们各自做了一个难解的梦。

    “我希望有人能解释这些梦”酒政说道。

    “只有神才能解梦。”约瑟说：“如果你将梦告诉我，神可
能会向我显明其意义。”

    “我梦见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
我就摘下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酒政说。

    “我在梦中看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有飞鸟来吃我头上
筐里的食物。”膳长说。

约瑟解释三根枝子和三筐白饼为三天，在三天之内酒政
将官复原职，而膳长会被斩首。

    “求你记得我，请在法老面前替我说话，救我离开监牢。”
约瑟对酒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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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膳长正如约瑟所预言的被斩首，酒政复职；但
酒政遗忘了约瑟。然而神对忠心的仆人有更好的计划，祂从
不忘记。

习题
7 下面是一些我们可以从约瑟的生活中学到的关于真理的叙
述。在空格中填出适当的词语，然后圈出你可应用在你生活
中的叙述。

拒绝      神   经历      撒但的    
   信心    环境   命运       祝福

1）神用不愉快的          ，带给我们          。
2）神会帮助我们克服     诱惑，但我们必须        诱惑。
3）有了神的帮助，我们可以在任何        ，得        。
4）我们必须顺服，但不是向       ，而是向        。

显明神大爱的兄弟

    约瑟被关在牢里两年，在我们看来真是浪费青春与才能。
但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诚如挪亚和亚伯拉罕一般，祂使约瑟
成为众人的祝福，让人从约瑟的身上看见神的本质与美丽。

现在约瑟跟挪亚、亚伯拉罕的遭遇一样，被罪恶团团围
住，弟兄们的残酷、在异国为奴的耻辱、撒但的引诱、谎言、
入狱等，都让约瑟处于绝望的境地。然而只有神有能力释放
他。约瑟对神的旨意的顺服和信心，使他得到拯救。他选择
神的路，完全顺服神。梦再次在约瑟的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一
环。这回是法老做梦，梦中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
又肥壮；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它
们竟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

第二回，法老梦见了一棵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
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细弱的穗子，它们竟吞了那七个肥硕
饱满的穗子。



36

法老王心中不安，无法忘记梦境，他相信这些梦一定有
特殊的意义。于是他请了术士和博士来，但没有人能为法老
王圆解。后来酒政想起了约瑟，法老王大叫道：“把他带上来，
我一定要知道这些梦的意思。”

约瑟被带出监牢后，对王说明他并不具有法力，他宣称
道：“我无法做的，神都做得到。”

神于是宣示了梦的意义给约瑟，使他能对王解说。

“七只好母牛和七个好穗子，代表七个丰收年，比以往任
何一年都丰富。七只瘦牛和七个坏穗子，代表七个荒年，全
地必被饥荒所灭。”

神不但赐约瑟解梦的恩赐，而且让他适时向王进谏智慧
忠言：“所以，你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
及地。当丰年的时候，将丰年一切的粮食集敛起来，积蓄五
谷，以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

法老王甚是喜悦，他见约瑟有神的引领，说道：“你的智
慧来自神，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所以，他被派管
理全地，直接向王负责，积极为荒年集敛。约瑟身为奴仆时，
是忠心、顺服的，现在神也给他机会证明当他身处富贵权势
时仍旧有相同的品格。

习题
8. 判断下列叙述的正误，并改错。
1）约瑟被迫在狱中浪费时光。
2）约瑟的经历是要被神用来对自己有好处。
3）约瑟能解梦是因为他有智慧。
4）约瑟的生活展现出神对人们的关心。
5）约瑟的生活展现出神的力量使我们离开罪。

    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因为有神的指引。约瑟曾为异乡客，
甚至是被囚的奴隶；曾几何时，他又成为统治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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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身处富贵荣华时，可能会骄傲、自负。但约瑟以
谦卑的态度来接受神的旨意，藉着爱别人来表达对神的顺服。

    七个丰年过了，埃及的谷仓积蓄了很多五谷。荒年就在
这时候来临了，很快地就有许多人从远处来向他们买粮食。
有一天，约瑟从买粮的群众里，看见他的十位弟兄们也来买
粮。

    假如是你，你会怎么办呢？你会如何对待曾图谋害你、
把你丢入深井、又卖你为奴的人呢？你会处罚他们吗？报复
他们吗？

    这些想法约瑟连想都没想过，因为他的一生在主的手中。

    神的怜悯在他的心中成为一股力量，使他没有丝毫的骄
傲和复仇的思想。

    兄弟们并没有认出约瑟。因此，约瑟决定要试验他们，
假装控告他们的最小弟弟为偷盗，而哥哥都前来保护弟弟，
愿意为弟弟的罪行受罚。

   这件事证明了哥哥们认罪悔改，所以约瑟向兄弟们表明
了自己，并说：“我就是约瑟，神差遣我在你们前头为要保全
生命，快回去！把全家人带来，我要孝敬父亲，尽一个儿子
当尽的。”

    约瑟安顿家人在埃及地住了下来，兄弟们也得到受人敬
重的职位和美地，他们感激约瑟并向他鞠躬。

    约瑟的梦成真了！他对家人谦卑，没有一点骄傲的架势。
他深知每一件事都是透过神的安排，才能拯救其他的人。约
瑟是一位好兄弟、好儿子。他知道他的生命是用来印证神如
何拯救无助的人，如何供应在各种情况下都信靠神的人，如
何宽恕呼求祂名的任性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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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9.每当我们研读先知们的生活时，我们能够学到应用在我们
生活中的法则。两项法则已先列出，你可否列出其它对你
重要的法则呢？

1）神关心我。
2）如果我信神，祂将会引导我。
3）                         。    
4）                         。   
5）                          。

                   

祷告

    神啊，你是约瑟的朋友，无所不知，你是充满智慧的主。
求你帮助我在任何处境和困难中寻求你的荫蔽，帮助我随时
都有讨你喜悦的性情，让我不去怀疑人生旅途中的经历，学
习将我的一生完全交托在你的智慧里。唯有你，也只有你，
是我生命的主。就像你帮助约瑟一样，你也会乐于帮助我，
使我的言语行为能向周遭的人显出顺服、谦卑与怜悯。奉主
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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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5.  1）一个有同情心的弟兄。

    3）利益的欲望。

    4）一个空井。

   5）一队商人。

1.  骄傲

6.  1）谦卑    2）报复    3）对神产生怀疑   4）得罪神

2.  骄傲、嫉妒和怨恨

7.  1）经历，祝福

2）撒但的，拒绝

3）环境，信心

4）命运，神

3.  罪

8.  1）错。他并没有把时间浪费在监狱中。

2）错。他的经历是带给别人祝福并教导他人。

3）错，所有的解梦都归于神的。

4）对。

5）对。

4.靠着自己的行动，不听从神时。

9.你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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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测验

综合题
1. 你是否仔细阅读过第三课呢？
2. 你是否完成本课所有习题？
3. 你有没有核对过习题答案？
4. 你有没有复习本课的目标以知道是否你能达到他们建议

的？
5. 在做本课测验前，你是否复习呢？

选择题

6. 约瑟的骄傲和他哥哥们的嫉妒显示出
1）人类没有办法克服罪恶。
2）人类是邪恶的无助受害者。
3）罪是在人的心中。

7. 当约瑟回顾他过去的生活和遭遇，他可以看见
1）神有目的的保守他的生活。
2）他是命运的受害者。
3）一个人对未来的梦想很少实现。

8. 约瑟的故事教导我们，相信神就是
1）放弃希望并向命运低头。
2）屈就环境，放弃重建的盼望。
3）完全的接受祂为我们准备的生命。

9. 约瑟的经历教导我们
1）生命的教训通常是浪费时光。
2）考验只对受考验的人有益。
3）神通常藉由一个人来祝福许多人。

10. 约瑟可以因他的职位而骄傲，并且寻求报复，但因为
1）他有强烈的自律感。
2）在他心中有神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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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的责任感帮他克服这些感觉。

是非题

11. 神让约瑟受苦，为的是要让他亲近神，并装备他将来的
工作。

12. 我们回顾约瑟生命中发生的事，得到的结论是约瑟是命
运的受害者。

13. 约瑟的生命告诉我们当试探来临时，我们几乎不能克服
试探。

14. 神用约瑟的经历是为了许多人的终极利益。

填空题

15. 在约瑟的生活中，我们看到神对祂的子民的关心和预备。
在这里神指引              带领出祂的旨意。

16. 约瑟以顺服的心来服侍富有的埃及长官，显示出他的心
已由骄傲转为谦卑，并且他毫无疑问的接受神的      。

17. 虽然约瑟成为哥哥们怨恨的受害者，但是他并没有寻
求      。

18. 不论是在狱中或在长官的家里，都可看出约瑟的态度和
勤勉的精神，以及向神显示了        和       。

19. 神用艰难的         带给祂的子民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