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课 ： 约瑟 

                                                    创世记三十七至五十章 

  

约瑟的生平记录在三十七到五十章，这是我们的第七课。我们弟兄姊妹一般都非常非常喜欢

约瑟的生平，也爱传讲约瑟的故事。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只爱讲他，只爱读他，不愿意经

历他。我们很怕有约瑟这样的经历，认为是一种很艰苦的经历。三十七章到五十章记录他那

不平凡的经历，不是每一个人会经历的。神也不会把类同的、相同的人生完全在一个人身上

重现让我们再去历练。可是我们会从约瑟的经历当中来思想几方面的教训。 

我觉得你可以从约瑟的经历当中，看到一个处境的改变，从约瑟经历当中，看到神藉着处境

来塑造人的心境。这一课的讲授大纲我们分两个段落。 

  

讲授大纲 

(一 ) 从困苦到昌盛 –  处境 

(二 ) 从狭窄到宽大 –  心境 

第一个段落是，从困苦到昌盛。我们都是用归纳、综合的方式来讲。从困苦到昌盛，是讲到

处境的问题。意思是说约瑟经历很多困苦的环境，最后变昌盛。是讲到处境的问题，整个环

境改变的问题。 

第二个段落我们从约瑟的故事里面看，从狭窄到宽大，这是讲到心境的问题。一方面看他的

处境，另外一方面看他的心境。处境和心境有什么相关性呢？绝对有关系，很多时候神藉着

处境来历练、来熬炼我们的心境。我们看到约瑟从一个很狭窄的自我中心，变成一个可以容

纳天下的宰相心境。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也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 

  

内容重点 

    约瑟故事的段落 

    创世记三十七章：               在父亲的家中到被卖 

    创世记三十九章：               在波提乏家中到被囚 

    创世记四十至四十一章： 在监牢中到被高升宰相 

这几章圣经我们分成几个段落，《创世记》三十七章，在父亲的家中，他是一个娇儿，到他

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去，这是第一个段落； 

第二个是三十九章在波提乏的家中，本来是作一个管家，后来呢变成囚犯，这是他第二个处

境的经历。 

第三个就是四十章到四十一章，在监牢里面，被放在监牢里面，变成囚犯，后来呢被升到最

高的位置变成宰相。这是三十七到四十一章当中我们所看到的约瑟的几个处境，当然有其他

的故事的内容就分布在不同的章节里面。 

  

(一) 从困苦到昌盛－－－这是处境的问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段落，从困苦到昌盛。约瑟的遭遇非常坎坷，除了《创世记》三十七章提

到他１７岁以前是父亲的宠儿之外，其他的经文很多都记录他陷在困境里面。起初他是父亲

的宠儿，也因为这样子，养成他那自我中心的个性，或者是比较狭窄的一个心胸、心态。因

为这样的缘故，他也成为哥哥们憎恨的对象。他常常到父亲面前告状，或者是在他的梦里面，



他要把这个梦宣告出来，以致这些哥哥们觉得这个弟弟很不识大体，都自我为中心。１７岁

前他在父亲身边，17 岁离开了父亲之后他有十三年很落魄的经历。他曾经在埃及的护卫长家

中作奴仆作管家；后来又下到监牢里面作囚犯，这十三年里面都是非常困苦的经历。可是绝

对没有想到的，最后他登上埃及宰相的宝座。我想约瑟自己想不到，他的兄长也想不到，在

监牢里面的人也想不到。可是呢这个十三年的困境就把约瑟带到一个最后的阶段，在一人之

下万人之上，连他的父母十个兄弟都要向他下拜。这就应验他在父亲旁边的时候所作的两个

梦，在三十七章所记载的两个梦。我们来想想看是什么原因让约瑟能够面对他的困境呢？我

们没有人作过奴仆，没有人作过囚犯， 

  

那是什么样原因约瑟可以面对这样困苦的经历呢?我觉得这是我们要从圣经当中学习的功课。

神不一定给每一个人相同的经历,可是从别人的经历里面我们能学到一个关键或秘诀或真理。 

  

我们把约瑟这个十三年的经历分成好几部分。第一个，在护卫长的家中，三十九章第二节到

十二节；第二个，在监牢里面，三十九章二十一节到四十章第八节；第三个在皇宫，四十一

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一章的五十七节。在这些段落里面，处境不一样，护卫长的家中，然后在

监牢里面，在皇宫里面。我们也有很多机会进入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经历，究

竟我们的信仰在这种不同的经历里面扮演什么的角色呢？我想这个就是约瑟在处境当中让我

们看到而且值得学习的。 

在护卫长家中                                       在监牢中          在王宫中  

39 ： 2 - 3    耶和华与他同在             39 ： 21           41 ： 38 -39  

39 ： 4        在主人眼前蒙恩            39 ： 21           41 ： 45  

39 ： 4         主人委任他管理一切     39 ： 22           41 ： 40- 44  

39 ： 5         凡事因约瑟蒙福              39 ： 23           41 ： 46- 49, 53- 57  

39 ： 9 - 12 告白信仰原则                   40 ： 8             41 ： 16,  25,  32  

有五个重点，在三种处境里面常常出现的，在护卫长的家中，在监牢，在皇宫这三个不同的

处境，约瑟有五个表现是常常重复出现的。 

  

   1. 耶和華與他同在  

第一个是，圣经提到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觉得这个非常宝贵，在护卫长的家中，三十九章

第二节讲到，耶和华与他同在；在监牢里面，三十九章二十一节讲到耶和华与他同在；在皇

宫当中，四十一章三十八节，耶和华与他同在。我觉得处境可以不一样，可是呢，对属灵的

那种执着，那种经历，或者是他对神的那种态度和关系，神跟他的关系是可以雷同的，可以

相同的，第一个就是神与他同在。你记得他在护卫长家中时，神与他同在，凡事顺利，这常

常是圣经里面的句子，神与他同在。 

  

 2. 在主人眼前蒙恩 

第二个句子在这三个处境里面都出现的，就是约瑟在主人眼前蒙恩。在护卫长波提乏家中，

他在主人眼前蒙恩；在监牢里面，他也是在主人眼前蒙恩；或者是在王宫中，他也在法老眼

前蒙恩。在主人眼前蒙恩这个句子是常出现的。所以弟兄姊妹，处境可以改变，可是我们要



效法约瑟的忠心，忠于主人所委托的工作、位置、或者是财物也好，以致约瑟能够在主人眼

前蒙恩，这是三个处境当中都出现的。 

  

  3. 主人委派他管理一切 

第三句三个处境都出现的描述就是，这个主人委派约瑟管理他一切所有的。波提乏把一切都

给约瑟管理，波提乏除了吃饭什么都不知道，全部委托给约瑟；监牢里面也是这样子，还有

在法老的王宫当中也是这样子，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约瑟管理了全地所有的粮饷问题。 

  

  4. 凡事因約瑟蒙福 

第四个三个处境都出现的描述，圣经说，特别是在三十九章第五节，约瑟所经营的所有的事

情，都因为约瑟的缘故蒙福。护卫长的家中蒙福，然后在监牢里面，或者是在王宫里面，因

为约瑟的经营的缘故都蒙福。这个就是为什么主人能够把事情委托给他的缘故──忠心尽力。

其实这也是今天信徒的一个挑战，不单是对神忠心，对工作忠心，对事忠心、对主人忠心，

因为呢，圣经说，作什么事情，都好像是为主作，不是为人作。「凡事因约瑟蒙福」这么一

个叙述，三个处境当中都出现。 

  

  5. 信仰的告白 

然后，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约瑟在每一个状况里面都有信仰的告白。他会对波提乏的妻子

说，我不能够做这个事情得罪神，意思是说我是一个有神信仰的人。在这么一个场合里面，

埃及这样不同宗教信仰里面，约瑟能够说我是一个相信耶和华的，我是一个有神信仰的，不

因为在这么一个场合我就随便做事得罪神。这是信仰的告白。在监牢里面，当这些囚犯跟约

瑟说你帮我们解梦，约瑟解了以后他们很高兴，可是约瑟说，解梦是出于神，这是信仰的告

白。在王宫当中也是这样信仰告白。我们比较这三个处境，在护卫长家中作管家，在监牢当

中作囚犯，在王宫当中当法老的臣仆，他都有相同的重点表现。这个再一次对我们说，处境

可以不一样，可是信仰的立场跟表白一定要一致。我们不能够在王宫当中就放纵，跟所有的

朝臣一样；我们不能够在牢狱当中才紧紧抓住神，求神救我们。所以我觉得约瑟之所以能够

蒙神祝福，这个坚持不变的对神的耿耿忠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同来做一个勉励，我们说

处境可以改变，变好或者是变坏，但是一个人的信仰跟生命的见证、生活与工作的守则应该

是一致的。无论你在哪里，应该是一致的，活出神的荣耀，像约瑟一样，对主人忠心，就像

对主忠心一样。然后呢神藉着这个处境其实就是在塑造我们的生命，神藉着环境是塑造我们

的生命。每一次，约瑟解梦也好，不与环境妥协也好，他都能够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到后来

法老说，他是心里灵明有神的一个人。我们一同来学习这个处境的问题，处境是我们心境塑

造的一个环境，一个过程。约瑟从困苦到昌盛，他没有改变他的信仰跟原则。 

  

(二 ) 从狭窄到宽大－－－这是心境的问题 

第二个我们要从约瑟身上学习的就是从狭窄到宽大，这是心境的问题。神藉着环境处境来塑

造约瑟，让他从狭窄到宽大。 

  

 1. 环境磨炼了约瑟； 使他的心境从狭窄宽变大， 这是环境的作用. 



从《创世记》三十七章约瑟的幼嫩跟他的自我中心、毫无顾忌的情况中，我们真的发觉十七

岁那时候的约瑟不能够登上大雅之堂，不能够担当重任。约瑟在作这样一个梦的时候，可能

他已经感觉到自己以后会在一个高高的位置上。可是没想到梦跟兑现之间相距了艰苦的十三

年。很多时候我们作了梦，或者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应许，我们就希望应许马上兑现，可

上帝说：不，时候还没有到，要等十三年。这个也是够辛苦的，我们很希望是十三年之内马

上登上宝座，可是上帝说：十三年之后你才能够被塑造成为一个可以登上宝座的那个宰相。

从这个十三年的操练里面，他成熟、宽广，他学会了从大处着眼，或者说他学会了从神的角

度来看事情。藉着他作宰相的时候，他的兄长们来买粮食，他跟兄长们相遇的那个过程里面，

你可以看到一个真正被环境塑造成熟的心境在那里，这绝对不是《创世记》三十七章那个 17

岁的约瑟能有的表现。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宽大的心境，或者是神所开广的这个心，他是怎么样看事情的，所以我

们也可以用下面的讨论来衡量一下究竟我的心，是不是像约瑟一样能采取神的观点跟角度来

看许多的事情，我们来看这个宽大的心境。 

  

 2. 一个宽大的心境， 能够：  

 (1) 创世记四十五章 1-2 节：眼泪化解了宿怨. 珍惜现有的； 忘记过去的 

                                            (42：24； 43：26 － 31 ； 45 ： 1 － 2 ； 45 ： 14 － 15 ； 50 ： 17)  

 (2) 创世记四十五章 4-5 节：安慰伤害他的人. 为别人加诸自己的伤害 找到一个解释， 

                                         纾解别人的内疚感 

 (3) 创世记四十五章 6-8 节： 将自己的遭遇放在神的大计划中.  看到自己的遭遇实在有神的大 

                                         计划 . 约瑟不单为家人， 为埃及人， 乃为世上. 

 (4) 创世记四十五章 7 节：认定自己一切的际遇是神的作为： “ 这样看来，差我来的...是神＂  

                                                 －－ 神的意思. ， 人的意思 

 (5) 创世记五十章 15－22 节： “ 不要害怕＂（两次） 

                                               “ 我岂能代替神呢＂ 

                                               “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 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1) 创世记四十五章 1- 2 节：眼泪化解了宿怨. 珍惜现有的； 忘记过去的 

                                         (42：24； 43：26 － 31 ； 45 ： 1 － 2 ； 45 ： 14 － 15 ； 50 ： 17)  

第一个，《创世记》的四十五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约瑟的故事对我们很有吸引力，

可是它的真理应该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四十五章第一到第二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

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兄弟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

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到了。约瑟放声大哭，恐怕这是把

他前面十几年的积怨全部哭出来，声音之大所有宫中或者宫外的人都听到了，这个宽大的心

境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我想这个哭泣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眼泪来化解了那个宿怨，他对兄

长的怨恨或者是他在整个过程里面所受的冤屈，一直放在他心里面。藉着这个眼泪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洗涤，很重要的一个洗涤，让他藉着眼泪来珍惜他现在所看到的兄弟们，不是让他

怀恨的十几年前的那种兄弟。十几年前那个兄弟的形像就是一副憎恨他的、卖他的兄弟，可



是他现在是珍惜重逢。这个感情丰富的约瑟，他经历这些痛苦、困苦，如今在整个埃及作宰

相，可是他的心是那么的柔软。所以我想，我们怎么样来学这个宽大的心境？要有一个柔软

的心，一个不嫉恨的心，一个能够包容饶恕的心。我觉得说得很容易，做起来是非常难的。

有时候我们对某些事情的记恨，对某一个人的记恨永远都藏在心中，没有办法泯灭。四十五

章第一到二节，约瑟他的眼泪化解了他里面的宿怨，那种恨。 

  

 (2) 创世记四十五章 4－5 节：安慰伤害他的人. 为别人加诸自己的伤害 找到一个解释， 

纾解别人的内疚感 

四十五章第四到第五节我们来看一下，「4 约瑟又对他的兄弟们说: 『请你们近前来。』他们

就近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约瑟不知道吗？知道。

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可是在第 5 节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

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这样一个广大心胸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竟然

能够安慰那些曾经伤害他的人，安慰这些曾经卖他的。约瑟饶恕了兄长，劝勉他们不要因为

把我卖到这里自怨自恨，安慰他们。我想，这个饶恕不是忘记，饶恕就是超越。超越到什么

地步，超越到一个安慰那些曾经伤害他的人的地步。所以我觉得约瑟在这里四到五节，对我

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能不能够为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找到一个解释，可以纾解别人

的那个内疚感。我想这一群兄弟们面对约瑟的时候非常内疚，头都不敢抬起来，非常恐慌。

可是约瑟说不要害怕，纾解他们的内疚。或者是在别人的错误里面找到自己的责任，或者是

在别人的那个软弱，别人曾经加害在你身上的伤害当中，找到一个解释的理由。什么是约瑟

解释的理由呢？请你看第五节下半节「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 
6 现在这地

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第七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

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第八节「这样看来，差我来

的不是你们，而是上帝。」 

  

 (3) 创世记四十五章 6－8 节：将自己的遭遇放在神的大计划中 . 看到自己的遭遇实在有神的 

大计划 . 约瑟受困苦不单为家人， 为埃及人，乃为世上. 

这个心胸实在是很难学习。这是一个什么心胸，这是一个把自己的遭遇放在神的大计划里面

去看的一个角度。有时候我们眼睛就是停留在自己的遭遇上面，很困苦、很苦毒、很不能忘

怀。可是若我们是相信神，我们可以这样说，兄弟们有错，环境有错，神绝对不会有错。所

以约瑟就是这样来看，你们会有错，你们做了错误事情，可是呢我觉得这是神的计划的一部

分。若是我们能够这样解释生命当中许多的经历的话，我想我们的心就舒坦多了。别人加在

我们身上的创伤，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错误，别人对我们的攻击，我们说这是神所容许的。

所以约瑟说神把我带来这里，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神把我先带来这里，不但为整个家族，

还有呢为天下，为很多的人。这是我们可以解释很多自己的处境的一个角度，我觉得约瑟在

这里学会了。 

  

 (4) 创世记四十五章 7 节：认定自己一切的际遇是神的作为： “ 这样看来，差我来的...是神＂ 

－－ 神的意思. ， 人的意思 

第四点呢就是，四十五章第七节我们再看一次这一节经文：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

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这样看来差我来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神。这个不是你



们，乃是神。约瑟怎么样解读他的遭遇呢？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思考的路向，在我们的经历里

面，很多时候我们会从一个角度来解释，就是人的意思、环境的意思、命运的意思。可是约

瑟在这里，讲到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所以我们这里做一个对比：神的意思跟人的意思。

你如果从一切人的意思当中看到神的意思，我想这个就是约瑟在这里所彰显出来的讯息。认

定自己所遭遇的一切是神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会在生命当中寻求，我要怎么走？或者是我

的配偶要我怎么走？甚至说我的父母要我怎么走？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可是呢我想只有神

能看大局，神看到全面，我们所看的都是片段。 

 

 (5) 创世记五十章 15－22 节：“ 不要害怕＂（两次） 

                                               “ 我岂能代替神呢＂ 

                                               “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 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最后我们来看到五十章一个总结，约瑟生命当中的一个总结。如果我们没有讲这段呢，还没

有把约瑟的心境讲得透彻。五十章 15 节提到, 当约瑟的父亲死了以后，他的哥哥就更害怕了。

在约瑟这么多安慰的话语当中，这些哥哥还没有感觉到被宽恕、被接纳。可见呢，从人的角

度来想这个事情是不可宽恕的，所以当约瑟的哥哥们看到父亲死了以后，来到约瑟面前，再

把旧事重提。你看五十章十五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 『或者约瑟怀恨我们，

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恶，足足的报复我们。』」可见这个恨有多深，这个伤害有多深，

这些哥哥们在那边住了那么久，还没有觉得约瑟接纳他们，或者没有觉得自己完全被饶恕，

可见呢这真是一个不可饶恕的行动，一个旧恨。可是呢约瑟再三保证，再一次显出神的那种

宽大在里面。十七节：「『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

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的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

没有想到，他用了那么多的功夫，那么多的努力，这些哥哥们竟然还没有能够体会到他那种

接纳跟饶恕。可见呢这哥哥们其实一生也被这样一个错误的行动折磨到现在。这是很奇妙的

一件事。然后从十九节开始，我们来看几个重点。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再来安慰他，

讲了两次，不要害怕。所以约瑟做这件事情不是看在爸爸的份上，不是看在爸爸的面上。他

是看在谁的面上？十九节说：「......我岂能代替神呢？」他是看在神的面上，他是被神雕塑，

环境的雕塑，到他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这是很重要的。请你看二十节，神的意思

跟人的意思。二十节说, 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在生命

的历程里面，有人的意思。我们有时候很不愿意接受这个人的意思的时候，很可能是攻击啦、

诽谤啦、伤害啦、可是我们要从这些人的意思，人的作为里面，去看出神的作为，神的意思。

即使是一个伤害，对我们的生命都有好处，即使是困境，对我们属灵的生命都有好处。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节了，21 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

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是一个什么心境。一再安慰，然后一再保证。一再对他

们说那接纳的话语，这个是心境。所以我发觉，在约瑟的故事里面，我们不是看那个崎岖、

曲折的故事发展。在这个剧情发展里面，我们看到神用这个环境，那个处境，来塑造一个宽

大的心境。惟有在这么一个历程里面，约瑟才真正能够为天下人民着想。可以这样说，他为

法老来安排储备粮食，然后供应全地需要的这么一个计划，这是 17 岁那个自我中心的约瑟没

有办法做到的。可是呢却是三十岁之后，那个有神的宽大、宽恕、接纳，从神的角度来看事

情的这个约瑟，可以做到的。 我常常跟同学们分享说：心胸小的做小事，心胸大的做大事；



心胸狭窄的做小事，心胸宽大的神委托他重任。其实在约瑟生平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点滴。

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在一个很困难的处境里面，你要有一个信念，就是心境的操练的过程，

神要把重要的事情来委托在你身上，就像约瑟一样。 

  

神学连贯 

我们接着看神学连贯，第一点，约瑟离开世界以前对他的兄弟说出一个信心的话。什么信心

的话呢？就是在五十章，他对这些兄弟们说，神一定要带他们离开埃及的。虽然他们在埃及

在一个非常舒适、富庶、自由的环境底下，可是他让这些兄弟们，把焦点，.....把注意力再一

次集中在神的应许上。所以在五十章二十四节，你看看约瑟怎么说？约瑟不是说你们留在这

里啊，过安舒的日子。不是，「24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

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我们讲到信仰的传承，

应许的传承，约的传承。在这里呢，约瑟在一个高位上，为兄弟们提供这么一个美好环境，

可是他要他们知道说，这个不是我们的一切，最重要是回到神所应许的地。他要表明这个信

心，在最后他说把我的骸骨，把我尸体也运上去。这是他的信心，这是他的信心。所以他对

神的认识呢，不停在他生命、生活当中经历神的祝福而已，他那个信心的种子，常在里面的

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给他们的应许，这个属灵的应许。所以就要求哥哥们都回

去，这是信仰的传承，还有约的传承。 

  

第二，我们从神学连贯里面看到另外一个重点，约瑟对他兄弟的一番话呢，其实披露了另外

一个神学的连贯，诗篇 105 篇 17 节说, 神呢打发一个人去，把约瑟打发去埃及的时候，约瑟

被卖为奴，约瑟在埃及，是要保全全家人的性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很特别的诗篇。 105 篇

17 节，16 节说到, 地上有饥荒，粮食断绝，然后这些哥哥们下埃及以前，17 节说，神已经在

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讲到打发约瑟去的时候，竟然是一个被卖为奴

的形像、形态。把他打发去。 

  

约瑟下去埃及，其实是要兑现神给亚伯拉罕的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应许呢？这个后裔要繁衍，

后裔要众多，所以约瑟下到埃及，成为宰相，住在歌珊地，若是你翻开出埃及记第一章，你

就发觉，住在歌珊地是全国最好的地方。这个最好的地方，要做什么呢？就是让以色列人，

进去那边，聚居在那边的时候，生养众多，繁衍众多。所以这个就成为这个约的连贯里面很

重要的思想，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众多，在哪里众多呢？不是在迦南地，因为饥荒

没有办法，是去到埃及地，在最好的地方，他们在那边生活牧羊的时候，有整个埃及的富庶

喂养他们，让他们繁衍众多，就完成了或者就兑现了神给亚伯拉罕的第二重应许。雅各带着

70 个人，下到埃及，可是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差不多有两百万人。所以我们就发觉，神

的计划有时候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在冥冥中神已经在布局。这是需要什么人去经历呢？需要

一个有信心的人去经历。所以约瑟被卖，下埃及，经历了十三年的困苦。磨练他有一个广大

的心胸，其实呢，也让他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肩负了神的计划。然后神按着时间逐步的让这

第二重应许能够兑现。 

  

我们感谢主，希望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历练的时候，不要惧怕，神在塑造我们，神在

熬练我们，就表示说神真的与我们同在！ 



  

课后作业 

1. 读出埃及记一至七章 

2. 查考约瑟处境的九段经文， 那一种处境类似你目前的处境? 你希望学习约瑟的那一奌?  

3. 请将创世记四十五章和五十章读一遍， 反思约瑟那宽大的心， 列出你要学习的是那些?  

    请为自己祷告， 求神帮助你有所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