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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三⼗: 第 41:1 -  45:24 节组长版:  

约瑟循環之三: 兄弟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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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个失散家⼈重逢的故事.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5 min 创世记 40:1 - 45:24 

背景介绍: 5 min 

若我们⽐較雅各/以扫和約瑟/众兄弟的故事, 会發現其中許多相同之处; 上回我们看到⼆者都

是由於兄弟的爭競導致災难性的分离, 在这⼀课我们看到神又同样⽤外在的处境迫使弟兄重逢. 

 

迦南地是创世记的重要议題, 迦南神所賜福的應許之地, 約瑟被賣离开迦南, 引致以⾊列⼈下埃

及 400 年, 是否还有回归的希望?  

 

41 章详述约瑟籍着神奇妙的安排和他当机⽴断的智慧, 替法⽼解梦, 得到法⽼的青睐, 被委任为

埃及的宰相, 约瑟应⽤管理才能和智慧, 为法⽼有效地在丰年儲粮, 在荒年㧱來解决粮⾷问题. 

 

因为饥荒遍及迦南, 雅各要⼉⼦到埃及籴粮, 约瑟⽤妙计使賣他到埃及的兄弟们⾯对他们过徃

的罪恶, 特别挑出起初救约瑟免被杀的流便与猶⼤, 使他们负责引进以⾊列⼀家重聚, 卻是在异

邦之地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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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5 章描寫約瑟与兄弟重聚, 过程曲折离奇, 充満紧张悬念, 危机重重, 创世记作者講故事的⽅

法登峯造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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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57 (a) 畧述法⽼王的兩個梦和解释. (b) 约瑟曾被称誉为“作梦的⼈”, 后來又成為解梦者, 

在 41 章⾥他再次发揮解梦的能⼒, 他如何解释他解梦的异能? 与埃及的术⼠有何分別? 我们如

何解释他有占⼘⽤的⾉杯(40:8, 41:16, 44:2,5)? 

	
(a)法⽼作梦，梦见⾃⼰站在河边, 有七只母⽜从河⾥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 随 

后七只母⽜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 法⽼就醒了. 他又睡着，第⼆回作梦，梦见⼀

棵麦⼦长了七个穗⼦，又肥⼤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 这细弱

的穗⼦吞了那七个又肥⼤又饱满的穗⼦. 法⽼醒了，不料是个梦. 到了早晨，法⽼⼼⾥不安，

就差⼈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和博⼠来. 法⽼就把所作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能给法⽼圆解. 

那时酒政对法⽼说, “我今⽇想起我的罪来. 从前法⽼恼怒⾂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布的

监⾥. 我们⼆⼈同夜各作⼀梦，各梦都有讲解. 在那⾥同着我们有⼀个希伯来的少年⼈，是护

卫长的仆⼈，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各⼈的梦圆解的. 后来正如他给我们

圆解的成就了. 我官复原职，膳长被挂起来了.” 法⽼遂即差⼈去召约瑟. 约瑟就替法⽼解梦有

关七个丰年的粮⾷要被七个荒年所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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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约瑟解释他解梦的能⼒乃是出于神 (40:8, 41:16), 42:5 约瑟家宰以他饮酒的⾉杯作为他占⼘

之⽤, 可能是⾃⼰以埃及的风俗來猜想主⼈的⽤途, 44:15 约瑟对兄弟说, “你们作的是什么事呢？

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必能占⼘吗?” 似乎是他計劃使賣他到埃及的兄弟们⾯对他们过徃的

罪恶的⼀招, 要叫他们懾服約瑟可知奧袐的能⼒, 迫使他们向約瑟揭露真相. 因為占⼘是神在以

⾊列⼈中所所禁⽌的(利 19:26, 申 18:10, 14). ⽆论如何, 约瑟不像埃及术⼠靠占⼘, ⽽是倚賴神解

梦(40:8, 箴 16:33), 因為他敬畏神不犯罪(39:9) 

	
2. (a) 约瑟如何在见法⽼时当机⽴断? (41:15-36), (b) 法⽼如何恩待约瑟? 约瑟怎样回报法⽼? (37-

57). (c) 从整章中怎样看到约瑟如何尊重神和纪念祂? 神怎样籍着约瑟成就祂旨意? 给我们什么

借镜? 

 

(a) 约瑟不单替法⽼解梦有关七个丰年的粮⾷要被七个荒年所呑吃, 他还向法⽼建议⼀个有效

的管理和解决⽅案, (34-36)引致法⽼对他的伩任. 

 

(b) 法⽼⽴约瑟为全埃及的宰相, 派他治理埃及全地,  若没有他的命令，不许⼈擅⾃办事. 法⽼

赐名给约瑟，叫撒发那忒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拉的⼥⼉亚西纳给他为妻. 

约瑟回报法⽼的伩任: 

(1) 尽忠聀守(15 出去巡⾏埃及地),  

(2) 儲粮防饥: (48 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切的粮⾷，把粮⾷积存在各城⾥. 各城周围⽥地

的粮⾷都积存在本城⾥; 54 七个荒年就来了. 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 惟独埃及全地有

粮⾷.) 

 

(c) (1)约瑟回答法⽼说，解梦这不在乎他，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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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城的祭司波提⾮拉的⼥⼉亚西纳给约瑟⽣了两个⼉⼦. 约瑟给长⼦起名叫玛拿西（就是

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切的困苦和我⽗的全家. 他给次⼦起名叫以法莲

（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昌盛.  

神籍着法⽼的梦, 酒政的及时记忆, 约瑟的当机⽴断, 和有效管理粮荒. 使各地⼈都要来埃及籴

粮,  包括他⾃⼰⼀家⼈, 完成祂将要从埃及带出以⾊列⼈的救赎计划.  

神全能早⼰预定之事⼀定成就, 如约瑟⼀样尊主为⼤的⼈也要应⽤才智, 尽忠聀守, 才可被神⽤

为执⾏祂旨意的⼈. 

 

3. 42: 1-38. (a) 为什么约瑟不⾺上与从迦南地来籴粮的哥哥们相认, 反⽽称他们为奸细? 是否玩

弄他们 (7-10, 18, 28, 45:4-8, 50:20) (b) 约瑟有什么计划使哥哥们回迦南带弟弟便雅悯来埃及与他

晤⾯? (16, 19, 25) (c) 约瑟的哥哥们怎样回答约瑟的質疑? 试从哥哥们的答问和彼此之间的交谈, 

以及回到迦南向⽗亲的禀告分析哥哥们的內⼼世界. 他们有⽆悔改以前賣约瑟到埃及的罪? 若

有的话, 他们的悔改是否真诚? 为什么? 

 

(a) (1) 当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时, 约瑟想起从前所作的那两个梦. 知道神的计划正在应验(7-10).  

他敬畏神, 要成为神的器⽫在哥哥们⾝上作⼯(18, 28, 45:4-5, 50:20). (2) 他可能也要打听他们如何

对待与⾃⼰同母⽽出的⼩弟便雅悯. 

 

(b) (1) 16: 约瑟对他们说, “须要打发你们中间⼀个⼈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 ⾄于你们，都要囚

在这⾥，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的性命起誓，你们⼀定是奸细.” 于是

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三天. 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 “我是敬畏神的. 你们照我的话⾏就

可以存活.” (2) 19: “你们如果是诚实⼈，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个⼈囚在监⾥，但你们可以带着

粮⾷回去，救你们家⾥的饥荒.” (3) 约瑟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 约

瑟吩咐⼈把粮⾷装满他们的器具，把各⼈的银⼦归还在各⼈的⼜袋⾥，又给他们路上⽤的⾷

物，⼈就照他的话办了. 他们就把粮⾷驮在驴上，离开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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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约瑟的哥哥们在回答约瑟和后来禀告⽗亲时都提到: “本是弟兄⼗⼆⼈，是迦南地⼀个⼈

的⼉⼦，顶⼩的现今在我们的⽗亲那⾥，有⼀个没有了.”(13, 32) (2) 21-22 他们彼此说, “我们在

兄弟⾝上实在有罪. 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

我们⾝上.” 流便特别提醒他们说, “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 不可伤害那孩⼦吗？只是你们不肯听，

所以流他⾎的罪向我们追讨.” 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 (3) 37: 流便想起⾃⼰起初要救约瑟和

讨好⽗亲, 对他⽗亲说, “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 只管把他交在我⼿

⾥，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 

约瑟的哥哥们想起⾃⼰以前賣他的罪恶, 犮现⾃⼰的⾉⼦仍在⼜袋⾥, 就提⼼吊胆，战战兢兢

地彼此说, “这是神向我们作什么呢?”(28). 若不是雅各的攔阻, 他们会⽴即照约瑟的吩咐带便雅

悯下埃及. (38) 所以他们的悔改是真⼼的. 

 

4. 42:23-24 約瑟与哥哥们重逢有什么感受? 是喜是怒? 是怨恨還是快樂? 假如是你有何感受? 

 

從約瑟与哥哥们重逢⾄轉⾝退去⼤哭⼀場的举动, 可以看到他的⼼境: (1)	喜: 在埃及⼆⼗多年

的等待終成事實(37:2, 41:6, 53-54, 57). (2) 感恩: 知道神 “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家的⽣

命. ”(45:5). (3) 感慨: 听到哥哥们已为以前賣他的⾏为後悔. (42:21-23) 

 

個⼈感受答案不⼀. 

 

5. (a)雅各在整件事上扮演什么⾓⾊? (42:1-2, 29-38; 43: 1-14) (b) 雅各为什么改变⼼意让便雅悯与

其他⼉⼦们下埃及?(43:1-10) (c) 他为什么要⼉⼦们除⾉⼦外加带其他贵重礼物下埃及? (11-14) 

(d) 他憑什麼作最后決定放便雅憫离家? (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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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1-10 那地的饥荒甚⼤. 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吃尽了，他们的⽗亲就对他们说, “你们再去

给我籴些粮来.” 犹⼤对他说, “那⼈谆谆地诰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

不得见我的⾯. 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籴粮. 你若不打发他去，我

们就不下去，因为那⼈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 以⾊

列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 “那⼈详细问到我们和我

们的亲属，说, ‘你们的⽗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 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

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 犹⼤又对他⽗亲以⾊列说, “你打发童⼦与我同去，我

们就起⾝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孩⼦，都得存活，不⾄于死. 我为他作保. 你可

以从我⼿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前，我情愿永远担罪. 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

次都回来了.” 

因為犹⼤的保證, 雅各改变⼼意让便雅悯与其他⼉⼦们下埃及. 

 

(c, d) 11-14 他们的⽗亲以⾊列说, “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可以将这地⼟产中最好的乳

⾹，蜂蜜，⾹料，没药，榧⼦，杏仁都取⼀点，收在器具⾥，带下去送给那⼈作礼物，又要

⼿⾥加倍地带银⼦，并将归还在你们⼜袋内的银⼦仍带在⼿⾥. 那或者是错了. 也带着你们的

兄弟，起⾝去见那⼈. 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

来. 我若丧了⼉⼦，就丧了吧.”   

以⾊列尽⼈情以迦南贵重的⼟产礼物加上应付籴粮之价格送给⾝份尚未揭露的约瑟, 以⽰诚意, 

也求全能的神使⼉⼦们在那⼈⾯前蒙怜悯. 

 

6. 43: 15-34 家宰对他兄弟⼜袋中的⾉⼦作如何解释? 约瑟看到⼩弟便雅憫时产⽣什麼激情? (参

45:14) 他在筵席上有什么安排? 為什麼? 可作我们什么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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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信以⾊列的神是家宰们熟悉和⽀持的事实, 因他们虽然明知⾉⼦来⾃约瑟(42:25), 仍对约瑟

弟兄说, “你们可以放⼼，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袋

⾥. 你们的银⼦，我早已收了”.  

 

约瑟举⽬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 “你们向我所说那顶⼩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 “⼩

⼉阿，愿神赐恩给你.” 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的屋⾥，哭了⼀

场 (43:29-30). 相认后约瑟还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 (45:14). 

是久別重逢的亲兄弟⾃然流露的激情! 

 

约瑟为寂寂⽆名的希伯来⼈在饥荒时⼤排筵席, 约瑟使众弟兄在他⾯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

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 约瑟把他⾯前的⾷物分出来，送给他们. 但便雅悯所得的⽐别⼈

多五倍 (32-34) 约瑟因埃及⼈不可与希伯来⼈⼀同吃饭⽽与弟兄们分席. 为要尊重埃及⼈的传

統. 

 

约瑟在埃及所⽣⼆⼦都改名纪念神 (41:51,52). 因此约瑟在多神的埃及中仍坚持他对耶和华的伩

仰, 成为美好的见证, 連法⽼也欢迎他⼀家来埃及(参 45:16).  是我们在不伩独⼀真神的今天社会

中⼀个好榜样. 

 

7. 44 章. (a)圈奌猶⼤向约瑟所講的⼀番话 (18-34): 猶⼤如何犠牲⾃⼰为便雅悯代贖?(43:9, 44:32-

33).  (b) 請⽐較此处經⽂与創 22 章和新约的代贖观念(太 20:28, 可 10:45, 提前 2:6). 

 

16-17 犹⼤良⼼发现⾯对以前賣约瑟之罪说, “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

怎能⾃⼰表⽩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的罪孽了. 我们与那在他⼿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

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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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猶⼤向约瑟所講的⼀番话 (18-34)的重奌: (1) 年⽼⽗親⽼年⽣了⼀個⼩孩⼦、他哥哥死了、

他母親只撇下他⼀⼈、他⽗親疼愛他. (2) 这⼩孩⼦不能離開他⽗親、若是離開、他⽗親必死. 

(3) 因粮荒⽗亲要他们再下埃及籴粮. (4)约瑟要求⼩兄弟若不與他們⼀同下來、他們就不得再

⾒約瑟的⾯. (4) 猶⼤向⽗親為這童⼦便雅悯作保、說, “我若不帶他回來交給⽗親、我便在⽗親

⾯前永遠擔罪.”	(43:9, 44:32-33). 

 

(b) 此处經⽂連續創 22 章代替以撒的公⽺, 和引进新约耶穌基督的代贖观念(太 20:28, 可 10:45, 

提前 2:6). 神使犹⼤後裔成为⼤族和耶稣基督的祖宗, 是神的主朲, 也可能与他這個代罪的⾏動

有關. 

 

8. 45:1-24 (a) 约瑟怎样回應所講的⼀番话? 他最终怎样向兄弟们表⽩⾃⼰的⾝份? 他对⾃⼰被賣

到底埃及的整個事件如何理解? 如何看到他在整个试验兄弟们的过程的主旨和善意? (1-8) (b) 

在约瑟表明⾝份, 为家⼈预備歌珊地, 和法⽼待他⼀家的态度和他到埃及的过程可以看到约瑟

有些什么我们可効法的品格? (1-24)  

 

(a)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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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和弟兄相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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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 约瑟对他弟

兄们说, “我是约瑟. 我的⽗亲还在吗?” 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前都惊惶. 约瑟又对他弟

兄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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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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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差约瑟

在他们以先来，为要给他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施拯救，保全他们的⽣命. 这样看来，差

约瑟到埃及来的不是他们，乃是神. 他又使约瑟如法⽼的⽗，作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

相. (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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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约瑟知道哥哥们悔恨的⼼和猶⼤這個代罪的⾏動后, ⼀奌都不记恨在⼼, 因他暁得神的⼼意, 

他们所卖到埃及的. 是神差约瑟在他们以先来，为要保全⽣命. 可以在饥荒中迁居歌珊地存活. 

(7-8)  

 

约瑟可効法的品格(1) 智慧才能: 擅长管理(埃及粮荒), 观察(膳长酒政愁容), 解梦. (2) 忍耐等候神

(寃狱 13 年), (3) 忠诚(得主⼈青睐). (4) 圣潔(不受主母勾引), (5) 正义(⽤计使兄悔罪), (6) 对家⼈

负责(安排家⼈迁到埃及渡过饥荒). (5) 不怌恨兄长賣他之罪. (6) 洞察神差他到埃及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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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