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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廿九: 第 39:1 -  40:23 节组长版 

约瑟循環之⼆: 獄中奇遇: 解梦者約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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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个被⼈诬告受害的经历.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5 min 创世记 39:1 - 40:23 

背景介绍: 5 min 

约瑟的兄弟称他为“作梦的⼈”(37:19), 约瑟⼀⽣与梦有不解之緣, 在這⾥我们看到他成為⼀個 

“解梦者”. 

从 39 章开始, 创世记将重奌从迦南地轉移到埃及. 约瑟被賣到埃及, 因为神的同在, 办事尽都顺

利,  但善於說故事的作者, 卻告訴我們世事出⼈的所料, 约瑟被誣告下獄了,  在獄中神賜他解梦

的智慧, 他卻经历了⼈情冷暖. 神要籍此锻炼约瑟的品格, 以備两年之后被法⽼重⽤,  我们再从

这⾥看到神的奇妙安排, 使坚守伩仰和倚靠神的⼈在被炼净以后被祂所⽤. ⾄終萬事互相効⼒

叫爱神的⼈得益处. 

39-40 章的经⽂有很⾼的㝍作技巧, 个中的幽默感叫⼈讀之忍唆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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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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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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23, 40:23 簡述約瑟下獄的经过. 试分析評论整个约瑟被繋囹圄故事中的兩个⼈物的个性: 

波提乏 (40:4), 波提乏之妻. 这些⼈物的特奌有什麼值得我们效法或警惕的地⽅? 

	
约瑟讨主⼈波提乏之喜悦, 主⼈派他管理⼀切所有的都家务, 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波

提乏的家和他⼀切所有的,  所以主⼈将⼀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中. 但波提乏之妻见约瑟秀

雅俊美⽽要勾引他. 约瑟坚持他的对神的忠⼼和⾃⼰的贞洁, 尽量逃避⼥主⼈, 但她在约瑟独⾃

在家执⾏家务时企图拉他⾐裳迫他就範, 约瑟棄⾐⽽逃, 被主母诬告⾮礼, 波提乏却不杀他⽽将

他下獄, 似乎给他畄地步. 耶和华与约瑟在獄中同在, 使他讨司獄的欢⼼, 把监⾥所有的囚犯都

交在约瑟⼿下, 他们在那⾥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 ⼗⼀年后替被法⽼貶下监的酒政和膳长解

梦, 果然成真, 但得释放服聀的酒政居然忘记了约瑟要求替他伸寃的要求, 使他继续坐牢. 

 

波提乏. 

(1) ⾼官的地位: 是法⽼的内⾂(护卫长 40:4), 法⽼的亲伩, 也能完全伩任约瑟, 派他管理家务，把

⼀切所有的都交在他⼿⾥. 

(2) 但誤伩妻⼦诬告约瑟, 将他下监. 

(3) 耶和华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的家. 凡家⾥和⽥间⼀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 

(4) 在埃及诬告侵犯主⼈妻之罪可判死刑, 但是波提乏不杀约瑟, ⽽且要他把约瑟下在囚禁王的

犯⼈的地⽅(39:20),伺候下监的酒政膳长(40:4), 似乎给他畄地步. 因此他也是成全神計劃的⼀員. 

 

波提乏之妻: 

(1) 不忠于丈夫的妻⼦. 

(2) 勾引约瑟因他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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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择⼿段要达⼰意, 在约瑟独⾃在家执⾏家务时企图拉他⾐裳迫他就範. 

(4) 愿不得呈, 轉爱为恨, 要致约瑟于死地. 

(5) 诡计多端, ⽤约瑟逃离她⽽棄的⾐裳作为誣告他⾮礼的証据. 

(6) ⽤种族歧视誤導丈夫(39:17). 

 

2. 第 39 章中作者形容神介⼊整个约瑟被繋囹圄故事中三次⽤了⼀句话, 來提醒整個故事的重

⼼, 请找出這些经句 (2, 21,23)? 神怎样⽤伩衪的和其他⼈完成祂旨意? 

 

2: 约瑟住在他主⼈埃及⼈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 

21: 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 

23: 凡在约瑟⼿下的事，司狱⼀概不察，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耶和华使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1) 耶和华与伩衪的⼈同在. 赐福予他. 

(2) 耶和华藉約瑟赐福予其他⼈(波提乏). 應验亞伯拉罕盟約中的话: “你也要叫別⼈得福.”(12:2) 

(3) 神也⽤护卫长波提乏, 司狱和不义之⼈(波提乏之妻), 使约瑟下监在狱中完成祂旨意. 

 

3. 40:1-23 酒政膳长作了什么梦? 约瑟怎样替监中酒政和膳长解梦? 他有没有报喜不报悲? 我们

在这事上学到什么功课? (参弗 4:15 上) 约瑟靠什麼解梦? (v.8) 

   

9-13 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前有⼀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好像发

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 法⽼的杯在我⼿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的杯⾥，将杯

递在他⼿中. 约瑟对他说，他所作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就是三天. 三天之内，法⽼必提你

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的⼿中，和先前作他的酒政⼀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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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 膳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饼. 极上的筐⼦⾥有为法

⽼烤的各样⾷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的⾷物. 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就是

三天. 三天之内，法⽼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上的⾁.  

他没有报喜不报悲:  梦也成真, 酒政復聀, 膳长被杀. 

我们也应以爱⼼说诚实话. (弗 4:15 上). 神也最终在适当时机时⽤酒政介绍给法⽼解梦. 

約瑟靠神解梦(v.8). 

 

4. 从这两章中(a)约瑟的经历, (b)约瑟与神的关系和(c) 约瑟的待⼈接物分析约瑟的为⼈, 品格, 

和做事能⼒? 他可以给我们作什么借镜? 

  

(a)约瑟的经历: 

(1) 耶和华与他同在, 做事忠⼼精明.  

(2) 他百事顺利.  

(3) 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的家. 凡家⾥和⽥间⼀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 

(4) 因敬畏神和忠于主⼈的关系(39:8-9)拒绝主母的勾引. 

(5) ⼥主⼈在约瑟独⾃在家执⾏家务时企图拉他⾐裳迫他就範, 约瑟棄⾐⽽逃. ⾐裳被⼥主⼈⽤

作誣告他⾮礼的証据. 

(6) 被波提乏下在监中, ⽆故被囚. 

(7) 为法⽼的⼆⾂解梦成真, 酒政得益後卻忘记了约瑟. 

圣经並⽆记載约瑟有任何对神的埋怨, 坐牢的⽇⼦可能把他⼗七亗时的天真⽆忌(参上⼀课)要

锻炼到忍耐精明的解梦者.  

 

(b)约瑟与神的关系:  

(1)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39:2,21 

(2) 敬畏神不犯罪: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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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约瑟待⼈: 

(1) 讨波提乏欢⼼. 39:4 

(2) 讨司狱欢⼼. 39:21 

(3) 伺候关⼼下监的法⽼的⼆⾂. 40:5,6 

(4) 拒绝主母的勾引. 39:8,9 

(5) 忠⼼不讳替法⽼的⼆⾂解梦: 40:9-19. 

(c) 约瑟接物: 

(1) 忠⼼管理波提乏家事和财产. 39:3 

(2) 忠⼼管理司狱交托监犯之事. 39:23 

(3) 为法⽼的⼆⾂解梦成真. 40:21-22 

(4) 要求酒政替他伸寃. 40:14-15 

 

约瑟品格为⼈给我们作借镜: 

(1) 体贴⼈(i.e. 法⽼的⼆⾂) 

(2) 尽忠聀守 (i.e. 对波提乏和司狱) 

(3) 拒绝离开引诱 (i.e. 对波提乏之妻) 

(4) 精明(i.e. 管理百事顺利) 

(5) 当机⽴断 (i.e. 要求酒政记得替他伸寃) 

 

虽然神再要约瑟在牢中等待多两年, 使他爐⽕纯清时可因他的品格成为法⽼重⽤的⼈才, 神籍

他完成出埃及的救赎计划.  

 

5. 作者在 39-40 章中暗⽰了約瑟学到对神或是对⼈应有的态度. 试从經⽂中找到约瑟怎样从经

历中认识到与神的關係和⼈的弱奌? (39:9, 17, 19; 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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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罪神是他⾏事为⼈的準绳. (39:9) 

⼈的不可伩: 波提乏妻⼦誣告他, 主⼈听謡⾔⽽不信任他, 酒政得益後卻忘记了约瑟.(39:17, 19; 

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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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