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權限 Attribution

本教會網站所提供的教育事工內容主要是主日學，主日講道，特
別聚會，和查經材料，包括講義和音像。歡迎本會弟兄姐妹及各
地基督徒免費使用。使用時請提及出處（本教會及其作者）。
教會網站上讀經班教材乃根據王文堂牧師的原著編修。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www.cbcwla.org

新、舊約讀經班講義原著：王文堂牧師
www.biblereadingclass.com

http://www.cbcwla.org/
http://www.biblereadingclass.com/


舊約讀經班
創世記41-50章

2019年5月26日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讀經者的信念

1. 我相信聖經是神純全無誤的話語, 是基督徒信仰和
生活的最高準則

2. 我相信神會藉著聖經向他的兒女說話

3. 我相信一個人若是喜愛神的話語, 並且謹守遵行, 這
人便為有福

4. 我相信教會若要復興, 主的道必須先興旺



讀經班金句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
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
各樣的善事。（提後3:16-17）



讀經班的要求

1.每日靈修

2.每次上課之前讀完10章聖經

3.參加隨堂測驗

4.不無故遲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課態度



創世記的主題: 萬物的起源

創造: 世界的起源(1-11章)

1. 創造：世界, 人類, 婚姻, 罪的起源

2. 墮落：罪的開始, 加深, 與擴散

3. 洪水：神對罪的審判

4. 巴別塔：人類的自高與種族的分散

救贖：以色列的起源(12-50章)

1. 亞伯拉罕：蒙神揀選並以信心回應的人(救贖計劃的開始) 創11-25

2. 以撒：繼承應許的人

3. 雅各：蒙神恩待並開始以色列民族的人

4. 約瑟：拯救全族的人（耶穌的預表）



四族長與救恩

亞伯拉罕 神應許救恩 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以撒 神預備救恩 獻祭的羊羔…耶和華必有預
備。

雅各 神揀選蒙恩者
要顯明神揀選人的旨意，不
在乎人的行為，只在乎召他
的主。

約瑟 神差派拯救者
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
給你們存留餘種，又要大施
拯救，保全你們的性命。



與亞伯拉罕有關的真理之一

萬國必因他的後裔(耶穌基督)得福

創世記22:18：「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馬太福音1：1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

加拉太書3:14：「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

加拉太書 3:16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

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

就是基督。 」

從血統上來說, 亞伯拉罕的後裔是以色列人。從屬靈的意義來說, 亞伯拉

罕的後裔是耶穌基督。

神所應許的福是藉著耶穌基督而臨到萬民, 並非藉著以色列人。(是藉著

一個子孫, 而非藉著眾子孫)



與亞伯拉罕有關的真理之二

因信稱義

創世記15:6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羅馬書4:2-5：「倘若亞伯拉罕是因行為稱義，就有可誇的；只是在神
面前並無可誇。經上說甚麼呢？說：“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
義。”做工的得工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惟有不做工的，只信稱
罪人為義的神，他的信就算為義。」

加拉太書3:6-9：正如，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所以你們要
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因
你得福。”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



神對人類的救法

由亞伯拉罕有關的真理，可以明白神對人類的救法，
教我們因信亞伯拉罕的後裔耶穌基督而蒙福

耶穌基督

因信稱義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神所賜的；[弗2:8]



神藉著以撒所啟示的真理一

神的應許不落空

1. 應許之子：「因為律法上記著，亞伯拉罕有兩個兒子，一個是使女生
的，一個是自主之婦人生的。然而那使女所生的，是按著血氣生的；
那自主之婦人所生的，是憑著應許生的。」（加4:22-23）

2. 堅定所立的約：「你妻子撒拉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以
撒。我要與他堅定所立的約，作他後裔永遠的約。」(創17:19)

3. 神的應許必定成就：「當亞伯拉罕年老的時候，撒拉懷了孕，到神所
說的日期，就給亞伯拉罕生了一個兒子。」（創21:2）



神藉著以撒所啟示的真理二

耶和華必有預備

1. 耶和華以勒：

 耶和華必預備

2. 燔祭的羊：神在救恩上的預備(創22:13-14)

 神所預備的公羊取代了以撒，預表耶穌基督是神的羔羊，將
取代人類被獻在祭壇上。

3. 以撒的妻利百加：神在生活上的預備(創24:10-66)

 神使亞伯拉罕的老僕人道路通達，順利為以撒娶到利百加為
妻。



神藉著雅各所啟示的真理一

揀選的恩典

1. 揀選是神的主權

2. 揀選是神的恩典

3. 神揀選雅各：

 神對利百加說：「兩國在你腹內，兩族要從你身上出
來，這族必強於那族，將來大的要服事小的。」（創
25:23）



神藉著雅各所啟示的真理二

改變生命的大能

 雅各的本相：天生詭詐(原文發音相同)

 以掃說：「他名雅各，豈不是正對麼？因為他欺騙了我兩次…」
（創27:36）

 雅各的進步：從求福到祝福

 雅各求神祝福：雅各說：「你不給我祝福，我就不容你去。」
（創32:22）

1. 雅各給法老祝福

 雅各又給法老祝福，就從法老面前出去了。（創47:10）

2. 雅各因著信給後代祝福：

 「雅各因著信，臨死的時候，給約瑟的兩個兒子各自祝福，扶
著杖頭敬拜神。」（來11:21）



1. 神差派約瑟到埃及，為以色列人預備拯救

約瑟說: 「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給你們存留餘種在
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們的性命。」（45:7）

約瑟說: 「不要害怕，我豈能代替神呢？從前你們的意思
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50:19-20)

2. 神差派耶穌基督到世上，為世人預備救恩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3：16）

神藉著約瑟所啟示的真理之一

神為人預備拯救者



 約瑟從奴僕升為宰相
法老對約瑟說、 神既將這事都指示你、可見沒有人像你這

樣有聰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聽從你的
話、惟獨在寶座上我比你大。（創世記41：39-40）

 神將基督從十字架升為至高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

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
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 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
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
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
父神。（腓立比書 2：5-11）

神藉著約瑟所啟示的真理之二

從受苦到高升



猶大與他瑪(38章)
一段不名譽的歷史：猶大家族的家醜，違反了人倫與道德的基本原則。

事情的關係人：珥、他瑪、俄南、示拉、猶大

事情的動機：為死去的丈夫珥生子立後。

他瑪的冒險：自己可能因行淫罪而被處死。

為何聖經中有這一段記載?

1. 聖經是神的啟示，非常公正，不論是成功或失敗，光榮或羞恥，都
記載下來，並非只挑好的說。

2. 在雅各的十二子當中，彌賽亞是猶大的後代，聖經要將彌賽亞的出
處交代清楚。

3. 要顯明神的恩典大於人的過犯。猶大與他瑪在錯誤中生下了法勒斯，
而世人的救主耶穌基督從肉身來說，卻是法勒斯的後代，這是神的
在人的過犯之上顯出他的恩典。



約 瑟



約瑟的一生

 出生：約瑟(增添) 是雅各的第十一子，母親是拉結，出生時父親已年老(創
30:24, 37:3)

 十七歲：身穿彩衣去探望牧羊的兄長們，結果被賣到埃及為奴(創37:2)

 三十歲：從牢獄中被提出來，因有從神而來的智慧, 被法老任命為埃及宰相(創
41:46)

 三十多歲：在埃及娶妻生子, 長子瑪拿西(神使我忘了), 次子以法蓮(神使我昌
盛)(創41:50-52)

 三十九歲（推算）：在埃及與兄弟相認，雅各全家從迦南遷往埃及(創45:6)

 五十六歲（推算）：父親雅各死於埃及的歌珊地，臨終之前為眾子祝福(創
47:28)

 一百一十歲：約瑟死於埃及，遺命後人將他的骸骨搬回迦南地(創50:25)



約瑟的四件衣裳

約瑟的四件衣裳代表他成長的過程： 從童年的愛恨交織到青年的認識神，
敬畏神，正因爲敬畏神而受苦，又從青年的受苦到中老年的蒙福。

 彩衣 : 約瑟的童年, 為父親所愛, 為兄長所恨。

約瑟的哥哥們見父親愛約瑟過於愛他們，就恨約瑟，不與他說和睦的話。(創37:4)

 外衣（ 敬畏神 ）：約瑟的青年期。護衛長的妻強拉約瑟的衣裳，要約瑟與她同寢，約
瑟不肯犯罪得罪神 ，掙脫下外衣跑到外邊，勝過了試探。

婦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說，你與我同寢吧。約瑟把衣裳丟在婦人手裏，跑到外邊去了。
（創39：12）

 囚衣（受苦） : 約瑟的青年期。被主母誣陷, 下在獄中, 為人所遺忘。

把約瑟下在監裡，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於是約瑟在那裡坐監。(創39:20)

 細麻衣（蒙福） : 約瑟的中,老年。為法老解夢，一日之間成為埃及宰相，身穿細麻衣。

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約瑟的手上，給他穿上細麻衣，把金鍊戴在他的
頸項上， (創41:42)



與約瑟有關的六個夢

作夢的人：彼此說：你看，那作夢的來了！（創37:19）

前兩個夢使他受苦（創37：5-11）：

第一個夢：約瑟作夢：哥哥們所捆的禾稼，向他所捆的禾稼下拜。

第二個夢：約瑟作夢：日、月、十一個星，都向他下拜。

中兩個夢使他脫困（創40：5-19） ：

第三個夢：酒政作夢，約瑟解夢：三根枝子發芽，枝上的葡萄都成熟了。

第四個夢：膳長作夢，約瑟解夢：三個筐子裡的白餅，被飛鳥吃了。

後兩個夢使他高升（創41：1-36） ：

第五個夢：法老作夢，約瑟解夢：七隻肥母牛，被七隻瘦母牛吃掉了。

第六個夢：法老作夢，約瑟解夢：七個飽滿的穗子被七個細弱的穗子吃了。

約瑟的六個夢乃是神奇妙的作為。

約瑟作的兩個夢都實現了。



約瑟在埃及的家（創41:45，50-52）

約瑟的妻子：安城祭司（拜太陽神Ra）之女亞西納，
是一位顯貴的婦女。

長子瑪拿西（使之忘了）：「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
和我父的全家。」

次子以法蓮（使之昌盛）：「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
盛。」



約瑟的家人第一次來埃及糴糧 （創42章）

 *兩個有趣的字：糶（音跳，出米），糴（音笛，入米）

誰來了：約瑟的十個哥哥（弟弟便雅憫沒來，因為雅各怕失去
他）

過程：約瑟把他們當作奸細關了三天

認罪：他們彼此說：「我們在兄弟身上實在有罪。」

人質：約瑟留下西緬做人質，將其他的人放回去

結果：約瑟將糧食裝滿他們的器具，並將銀子歸還在各人的口
袋裡



約瑟的家人第二次來埃及糴糧（創43-45章）

原因：飢荒很嚴重，從埃及帶回去的糧食吃完了

誰來了：約瑟的九個哥哥（西緬在埃及做人質），以及弟弟便
雅憫

過程：約瑟在家中擺宴，按著長幼次序排列，給便雅憫的食物
比別人多五倍

栽贓：將金杯暗藏在便雅憫的糧袋中，令家宰追捕搜查，將人
帶回

求情：猶大為父請命，為弟求情：「我父的命與這童子的命相
連」

結果：約瑟忍不住放聲大哭，與眾兄弟相認



以色列說：「我的兒子約瑟還在，趁我未死以先，
我要去見他一面」

「以色列帶著一切所有的」起行

以色列在別是巴向神獻祭，神在異象中對他說話

以色列家來到埃及的共七十人（使徒行傳說75人）

約瑟在歌珊地迎接父親和家人

以色列全家下埃及（創46章）



歌珊地: 選民保留區

 1. 歌珊位於尼羅河三角洲，是「國中最好的地」

 2. 法老問約瑟的弟兄：「你們以何事為業？」他們說：「你僕
人是牧羊的。」

 3. 法老對約瑟說：「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他們住國中最
好的地，他們可以住在歌珊地…就派他們管理我的牲畜。」

 4. 埃及人不喜歡牧羊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厭惡。」

 5. 上好的歌珊地，無形之中成為了「選民保留區」，使以色列
發展為一個民族



選民保留區



以色列臨終的祝福（創48-49章）

 1. 以色列給約瑟的兩個兒子祝福，立次子以法蓮在長子瑪拿西
之上

 2. 雅各臨終前，將「以後必遇的事」告訴十二個兒子

 3. 長子流便因為污穢了父親的床，不得居首位

 4. 二子西緬和三子利未因為殘害性命，受到了咒詛

 5. 四子猶大（讚美）必受到弟兄們的讚美，並有彌賽亞的預言

 6. 約瑟將會特別蒙福



直等到細羅來到(彌賽亞預言)

圭（音歸，君王的權杖）必不離猶大

杖（牧羊人的引導）必不離他腳之間

直等到細羅（賜平安者，預言彌賽亞）來到

萬民都必歸順



以色列十二支派

Warren Wang

1流便

2西緬

3利未 (未得土地)

4猶大

5但

6拿弗他利

7迦得

8亞設

9以薩迦

11A以法蓮

11B瑪拿西

10西布倫

11約瑟

12便雅憫

亞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

以東

以實瑪利



1. 我豈能得罪神呢？（不敢犯罪）約瑟受試探時不
敢犯罪，因為他知道犯罪會得罪神。

「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創39:9）

2. 我豈能代替神呢？（不敢驕傲）約瑟身居高位而
不敢驕傲，他說：我豈能代替神呢？

「不要害怕，我豈能代替神呢？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
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現在你們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
和你們的婦人孩子。」 （創50:19）

約瑟的兩個「豈能」

Warren Wang



約瑟的遺命

約瑟叫以色列的子孫起誓說：“神必定看顧你們，
你們要把我的骸骨從這裡搬上去。” (創50:25)

出13:19 摩西把約瑟的骸骨一同帶去；因為約瑟
曾叫以色列人嚴嚴地起誓，對他們說：「神必眷
顧你們，你們要把我的骸骨從這裡一同帶上去。」

書24:32 以色列人從埃及所帶來約瑟的骸骨，葬
埋在示劍，就是在雅各從前用一百塊銀子向示劍
的父親、哈抹的子孫所買的那塊地裡；這就作了
約瑟子孫的產業。

約瑟因著信，臨終的時候，提到以色列族將來要出
埃及，並為自己的骸骨留下遺命。(來11:22)



亞伯因著信獻祭於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
了稱義的見證，就是神指他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
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希伯來書11：4）

以諾因著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人也找不著他，因
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經得了
神喜悅他的明證。（希伯來書11：5）

挪亞因著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
預備了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
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 （希伯來書11：
7）

因著信： 創世記中的信心見證人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
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裡去。（希伯來書11：8）

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篷，與那
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希伯來書11：9）

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孕，因她
以為那應許她的是可信的。（希伯來書11：11）

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這便是那歡
喜領受應許的，將自己的獨生的兒子獻上。（希伯來書11：17）

因著信： 創世記中的信心見證人



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希
伯來書11：20）

雅各因著信，臨死的時候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各自祝福，
扶著杖頭敬拜神。（希伯來書11：21）

約瑟因著信，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
並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遺命。（希伯來書11：22）

因著信： 創世記中的信心見證人



創世紀的結束：約瑟的棺材停在埃及

約瑟死了、正一百一十歲．人用香料將他薰了、把
他收殮在棺材裡、停在埃及。（創世紀 50：26）

約瑟的棺材代表著盼望，是神的應許終將會成就的
無聲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