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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廿⼋: 第 37:1 -  38:30 节组长版 

約瑟循環之⼀: 兄弟之争 

 

敬拜时间: 15-20 min. 

诗歌: 3-4 ⾸  

祷告:  为⼩组聚会 

 

前⾔: 15-20 min 

破冰: 分享⾃⼰或⼉⼥⼿⾜之争的故事.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5 min 创世记 37:1 - 38:30 

背景介绍: 5 min 

上⼀課查考第 35 章雅各⼀家回伯特利重整信仰之后, 神与他重申盟約,  “神又对他说，我是全

能的神. 你要⽣养众多，将来有⼀族和多国的民从你⽽⽣，又有君王从你⽽出. 我所赐给亚伯

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 (11-12) 作者特意提及迦南地是神賜給他家族的. 第

37 章開始記載約瑟和雅各⼀家下埃及寄居的故事. 作者在故事開⾸故意提醒讀者雅各⼀家当

時是住在迦南地, 就是他⽗亲寄居的地⽅, ⽽整個約瑟故事的尾聲是(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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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

各之地.” 作者再以以⾊列⼈回归“迦南地”為结束, 把整個“迦南地”的主題在創世記中显明出來. 

 

創世記记述先祖的故事, 很多重復或類似的环节, 在约瑟的故事的開始可以看到以扫与雅各的

影⼦. 雅各显然没有从⽗母亲偏爱的经历中学到功课, 仍然重蹈覆轍, 偏爱约瑟. 引起兄弟仇視

和⼿⾜之争, 甚⾄起了杀念, 導致⼀個像約瑟彩⾐⼀样的精彩故事情节. 约瑟的彩⾐和梦都有代

表性意义, 作者別出⼼裁的寫作技巧值得我们的仔細思考. 

 

38 章在約瑟故事中加插他玛与猶⼤之间的环节, 作者的⽤⼼耐⼈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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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讨论: 

 (可分最多四組討論下列題⽬, 按時間許可每組討論 3 或 4 ⼤題, 45 分鈡後合組報告與討論; 若

不分組則可⽤ 60 分鈡把下列⼤題全部⼀起討論, 省去合組時間, 由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

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參考). (观察, 解释和应⽤的问题，

顺序可调整，答案仅提供思路, 开始前可简单的回顾下前⼀章的内容，也可⽤提问的⽅式让⼩

组的成员回答. )  

 

1. 在 37 章⾥約瑟的彩⾐対約瑟, 他⽗亲雅各, 和他兄弟分別有什么代表性的意义? 我们如何衡

量約瑟的彩⾐在他们⾝上所引起的感受? 

 

約瑟: 彩⾐代表⽗亲雅各对他的爱, 卻成為他⼀⽣的轉捩點. 

 

雅各: 彩⾐代表他对約瑟的爱, 但也代表⼉⼦的死 (v. 31-34). 雅各以為彩⾐是他給約瑟的礼物, 

卻為他带來灾難. 使我们要撫⼼⾃問, 給⼉⼥的禮物是不是最好的? 

 

約瑟的兄弟: 彩⾐代表⽗亲对約瑟的偏爱, 引致对約瑟的仇恨 (v4, 23, 31), 可以升级成為殺⼈的

动机. 

 

2. 37:1-36 试分析约瑟童年時代的⼼理狀态. 他被賣到埃及是罪有应得還是⽆辜受害? 

 

约瑟: ⼗七岁与他哥哥们⼀同牧⽺. 他是个童⼦. (1)愛打⼩報告: 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报给他

们的⽗亲. (2) ⽆知, 驕傲⾃⼤: 他做了两个夢告诉家⼈: 1: 37:7-8 “我们在⽥⾥捆⽲稼，我的捆起

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37:10b) 他的哥哥们回答说, “难道你真要作我们的王吗？

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 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  2.  37:9 “梦见太阳，⽉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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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星向我下拜.” 更連⽗亲也受不了. 可能因天真年少, 说话毫⽆顾忌, 虽然所述是事实, 但

是难免得罪哥哥们. 亦可能有⾃⼤的成份. 

 

3.  约瑟的夢引起⽗亲和兄弟们什麼回應? 我们如何衡量约瑟兄弟们的作為? (参创 29:18, 30:22-

24, 35:22, 42:22, 43:4, 44:33, 49:4, 10-12) 

 

雅各的⼉⼦们对約瑟的仇恨漸进式發展成⽆可收拾的局⾯: (1)因⽗亲偏爱约瑟, (2) 约瑟将他们

的恶⾏报给他们的⽗亲. (3) 约瑟将家⼈向他下拜的梦告诉他们. 以致当约瑟照⽗命徃在希伯崙

⾕⽰劍地来看望他们时, 将他放在⽆⽔的坑中, 欲同谋杀他, 但是因为流便与猶⼤的阻欄, 将约

瑟賣给路过徃埃及的以实玛利和⽶甸⼈. 事后他们不愿為⾃⼰的惡⾏負責, 遂以⽺⾎染约瑟彩

⾐欺诈⽗亲约瑟被兽撕裂⽽死. 约瑟兄弟们⼀⽣活在谋害弟弟和欺骗⽗亲的內疚⼼理底下. 

 

流便: 因与⽗亲的妾⾏淫不蒙⽗亲接纳 (35:22, 49:4), 想设计救⽗亲偏爱的弟弟还给雅各(37:21-22, 

29),  但在离开时, 他的兄弟将约瑟賣给⽶甸⼈. 本想将功赎罪但不得所呈.(42:22) 

 

猶⼤: 作者在这⾥(37:26)提出因约瑟是弟兄⾻⾁不能杀害⽽賣给以实玛利⼈的建议被弟兄们接

纳, 救了约瑟⼀命. 他的动机只是利害关系 (37:26). 但是后来却成为代表兄弟对⽗亲和埃及宰相

约瑟负责的⼈(43:3, 44:33). 

 

4. Optional 37:31-35(a) 雅各为什么要为爱⼦哀哭⽽不受安慰? 这是他⼀⽣受到的第⼏次打撃? 

(参 47:9, 27:41, 31:41, 34:5, 35:19)  

(b) 神容许他⼉⼦们这样欺诈折磨⽗亲是公平吗? 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应负上什么責任?  (42:21, 46: 

1-3, 50:20). 试分享神的主朲与⼈的责任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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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这是雅各第四次打撃(27:41, 31:41, 34:5, 35:19). 因为约瑟是早逝的爱妻拉结为他年⽼时所⽣

的⼉⼦, 他不肯受⼉⼥们(37:35, 众数, 可能包括⼉妇或除了底拿外的其他⼥⼉)的安慰, 使他⾃歎

命苦(47:9) 

(b) 神容许他⼉⼦们这样欺诈折磨雅各是祂的美意 (50:20), 神后来也特别向他印证与他同下埃

及. (46:1-3), 神要使他嘗到⼀⽣为⾃⼰争取祝福反⽽丧失所爱的痛苦. 但是他⼉⼦们也要负上責

任(42:21), 在与约瑟最后相认时飽受为罪⾃责的痛苦. 

 

⾃由分享神的主朲与⼈的责任的互动关系. 神旨意⼀定成就, 但是⼈要为他的⾏为负责. 

 

5.  38: 1-30, 试分析为什么猶⼤说⼉妇他玛⽐他更有义? (38:26), (参利 18:15, 代上 2:4, 太 1:3) 

  

猶⼤说⼉妇他玛⽐他更有义的原因: 

(1) ⼀反祖先教训(24:3)猶⼤娶迦南⼈为妻, ⽣⼦不愿尽娶寡嫂替亡兄畄后的优良传统(申 25:5-6) 

(2) 迷信, 以为他玛有忌夫之嫌. 

(3) 与妓⼥⾏淫, 妓⼥可译作廟妓(38:21), 猶⼤也⾏迦南⼈在拜偶像时与廟妓⾏淫的举动. 

(4) 虚伪: ⾃⼰⾏淫, 却要烧死从他受孕的他玛, 以她为淫妇. (38:24)  

 

他玛假装廟妓, ⽤巧计与猶⼤犮⽣关系, 但取得他印和带⼦並杖作为当头(38:18, 25), 证明她对猶

⼤家族的貞洁, 虽犯上乱伦之罪(利 18:15), 但是情有可原, 神也⽤她成为⼤韦和耶稣基督的祖先

(代上 2:4, 太 1:3). 这种神扭转(reversal)事情成就祂旨意也可在创 38:29-30 看到: 他玛的次⼦法勒

斯反成为⼤韦和耶稣基督的祖先的长⼦(民 26:20). 

  

6. 為什麼作者在約瑟的故事中加插他玛和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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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猶⼤是神㨂選的弥赛亚的祖先 (49:10-12), 但他違反先祖習慣, 娶迦南⼥⼈為妻, 引致⼉⼦早

死和与寡媳乱倫, 經⽂表明神的主权和⼈的罪性. 

 

(b) 他玛的故事可与路得嫓美: ⼆⼈都是寡妇, 都是外邦⼥⼦, ⼆⼈都沒有在以⾊列⼈中獲得公

平的待遇, 但是⼆⼈都要在圣民系列中, 神答允她们使她们都成為弥赛亚的祖先, 因此他玛的故

事与路得記有相同的地位.   

 

我们再从这⾥看到神的主朲, 可⽤伩衪的和不义的⼈完成祂的旨意. 

  

(合組總結: 15 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部份,作整体性總結) 

 

祷告:  15 min 为查经应⽤, 组员需要等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