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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〺⼀: 第 45:25-47:26 节组长版:  

约瑟循環之四: 以⾊列全家下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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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个久别的家⼈得以⼤团圆的经历.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5 min 创世记 45:25-47:26 

背景介绍: 5 min 

45:25-47:26 描述雅各⼀家下埃及与约瑟⼤团圆. 雅各到⽗亲以撒的寄居地别是巴献祭给⽗亲的

神, 神在这⾥⼀反向他⽗亲的指⽰(26:2),  容许雅各下埃及, ⽽且要成为⼤族, 但也必定带他们出

来. 雅各⼀家七⼗个⼦孙阖家携着眷属和⼀切牲畜财产下埃及(七⼗与七⼗个挪亚⼦孙分为邦

国可能有关, 申 10:22; 徒 7:14 七⼗五⼈乃是引⽤七⼗⼠绎本), 定居在约瑟以智慧安排的牧场歌

珊地, 法⽼更恩待雅各⼀家, 要他们看管他的牲畜. 在遍地饥荒中约瑟运⽤管理才能替法⽼以粮

⾷換取埃及⼈的财富, 牲畜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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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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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5:25-46:7 (a) 从雅各听到⼉⼦们從埃及上來的滙报有什麼反应. (b)为什么雅各未下埃及前先

在别是巴献祭给神? 他⽗亲以撒在这⾥有什么经历(26:2, 33)? 从神向他们⽗⼦的指⽰看到神的

计划是什么?   

 

(a) 雅各对约瑟还⽣⽽且要他⼀家迁埃及的消息, ⾸先⼼⾥冰凉不相伩(45:26), 后来看见约瑟打

发来接他的车辆，⼼就苏醒了(45:27). 雅各的伩⼼经过长期的⿇⽊得到苏醒. 決定要在死前⾒約

瑟⼀⾯, 於是決定帶著⼀切下埃及. 

 

(b)	雅各未下埃及前先在别是巴献祭给神, 别是巴是祖⽗亚伯拉罕(21:31), ⽗亲以撒得神指⽰之

处(26:2), 也是神与⼈⽴约之地(26:33, 28:10). 雅各到此为要寻求那曾向他祖⽗和⽗亲显现的神的

印证. 

在別是巴的経历神向以撒的指⽰是: 

以撒(26:2-5): “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你的地. 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

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我必坚定我向你⽗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我要加

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 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

得福. 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 

但是如今神对雅各的指⽰是(46:2-4): “我是神，就是你⽗亲的神. 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

必使你在那⾥成为⼤族. 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 约瑟必给你送终.” 這段话包

括下列三個重点: 

(1) 神的眷頋: 正如 28:15 雅各离家逃難在伯特利⾒到天梯的经历⼀样, 神应许眷頋他, 雅各在这

⽅⾯的體驗在 48:15, 49:24 中雅各称神为“我以⾊列的牧者”可⾒⼀斑. (2) 神重申盟約: 亚伯拉罕

之約在此⾏中實现(12:2, “我必叫你成為⼤国”), 雅各下埃及時只有 70 ⼈, 出埃及时卻有数百万

⼈. (3) 神應許必帶他回家: 約瑟将会带他的屍體回迦南下葬. (50:13)  

两次的指⽰虽迥然不同, 却同有神同在和昌盛的应许, 並且神應允必带他回來, 所以他毅然帶同

所有下埃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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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计划: 籍埃及养活在饥荒中的雅各⼀家, 保存以⾊列家族, 然后神要带他们囬迦南地, 经历

神拯救的⼤能,  预兆将來籍⼦孙耶稣基督让救恩臨到万民. 

 

2. (a) 46:8-28, 47:11-12 雅各⼀家下埃及住在歌珊地, 经⽂提及雅各全家在埃及地共有多少⼈(27)? 

有什麼代表意义(参申 10:22; 32:8, 徒 7:14)? (b) 雅各差猶⼤见约瑟引路到歌珊地(28), 和牧⽺的被

埃及⼈厭恶(34), 有什么含义? 

 

(a) 共七⼗⼈. 与七⼗个挪亚⼦孙分为邦国可能有关, 申 10:22; 32:8 “⾄⾼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

世⼈分开，就照以⾊列⼈的数⽬⽴定万民的疆界.” 徒 7:14 七⼗五⼈乃是引⽤七⼗⼠绎本, 重奌

是神要祝福福他们从不多的⼈数将会变成四百年后出埃及的⼏百万⼈(出 12:37). 

 

(b) 雅各差猶⼤见约瑟引路到歌珊地, 是要引出雅各最后祝福猶⼤成为万民归顺的君王出处的

⼤族(49:8-12). 约瑟遵着法⽼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亲和弟兄

居住，作为产业. 约瑟⽤粮⾷奉养他⽗亲和他弟兄，并他⽗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

奉养他们. (47:11-12) 籍着约瑟的智慧(選弟兄中五⼈与他同见法⽼)和他法⽼对他的伩任, 法⽼

不单任由他们徃埃及国中最好的地, 容许他们住歌珊地, 还要派他们中的能⼈管理他的牲畜. 

约瑟提到歌珊地时说牧⽺的被埃及⼈厭恶(34), 似乎也是要说明此地乃牧场, 没有埃及⼈居住, 

以⾊列⼈可在此不与多神的埃及⼈同住, 保持敬拜真神的传统. 

 

3. 47:7-12 分析法⽼与雅各相遇的过程和对话: 雅各的见⾯礼是什麼? 雅各怎样形容他的⼀⽣? 

从中可以看到神在雅各⾝上有何作为可作为我们的借镜? 

 

约瑟领他⽗亲雅各进到法⽼⾯前，雅各就给法⽼祝福.  

法⽼问雅各说, “你平⽣的年⽇是多少呢?” 雅各对法⽼说, “我寄居在世的年⽇是⼀百三⼗岁，

我平⽣的年⽇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 雅各又给法⽼祝福，就从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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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了.  雅各年少时不惜⽤欺騙⼿法去夺取祝福; 年邁时卻向⼈施予祝福, 成為⼀個強烈的对

⽐. 雅各在法⽼⾯前见证⼀⽣年⽇又少又苦, 不及他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 緬怌神管教他因要

为⼰抓住机会祝福⽽经历到的痛苦, ⼀⽣颠沛流离, 被岳⽗骗⼯价, 家庭纠纷, 爱妻早逝, 长⼦乱

倫, ⼉⼦们合夥撒谎, 最终要客死他乡. 但神仍祝福他, 他⼀家得到法⽼青睐, 他也为法⽼祝福. 

功课: 神祝福⾏在祂旨意中的⼈, 但神要管教他们的过错. 

 

4. 47:13-26 请勾劃约瑟如何处理埃及的粮荒, 評估分析他的管理才能. 他对祭司的不同待遇有些

什么特别的意义? 

 

在遍地饥荒中约瑟运⽤管理才能替法⽼以粮⾷(1)換取埃及⼈的财富 (47:14,15), (2) 以牲畜換粮 

(47:16,17). (3) 以⽥地換粮(47:20). 约瑟为法⽼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因被饥荒所迫，各都

卖了⾃⼰的⽥地. 那地就都归了法⽼. ⾄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

各归各城. (4) 约瑟对百姓说, “我今⽇为法⽼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有种⼦给你们，

你们可以种地. 后来打粮⾷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纳给法⽼，四分可以归你们作地⾥的种

⼦，也作你们和你们家⼜孩童的⾷物.” 从此埃及⼈民⾂服法⽼, 为埃及种地納收⼊的五分之⼀

给法⽼, 是合作的税收, (47:23) 因为当时中東借贷利息通常是⼆分之⼀. 约瑟的才能不单救⼈在

饥荒中存活, 也直接建⽴埃及的税收制度, 充实国庫. 

惟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所得的常俸. 他们吃法⽼所给的常俸，所以他

们不卖⾃⼰的地. 祭司的地不归法⽼是他们的免税地位, 他们⼤概是直接从法⽼受薪供养. 约瑟

可能在多神的埃及宗教环境中⽤此权宜之法保持⾃⼰伩耶和华神的宗教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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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