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世記概論(3)
林仁方執事 





亞伯拉罕 – 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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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神說	

����	
你要離開你的本地和你的本族 

和你的父家	
你帶著你的兒子 就是你獨生的兒

子 你所愛的以撒 	
�������	 你要離開	 你要往摩利亞地去	

	���	 往我所要指示	 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	 摩利橡樹….築了一座壇	 摩利亞山上獻祭	

��	 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	 亞伯拉罕就伸手拿. 要殺他的兒子	

��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

你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我必賜大福給你；	地上萬國都必因你
的種得福	

	 參考：五經，溫漢著，天道書樓



作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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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創世紀下，謝挺著，明道社



作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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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創世紀下，謝挺著，明道社



重點
v  亞伯拉罕把神的應許（話）當回事，認真的回應並執行． 

v  亞伯拉罕也有軟弱，但神保守． 

v  真正的關鍵，神要成全他的約． 

v  22:16「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
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

v  22:17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
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
城門，

v  22:18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
我的話。』」



約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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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安排
v  15:12日頭正落的時候，亞伯蘭沉沉地睡了；忽然有驚人的大黑

暗落在他身上。13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的確知道，你的
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
四百年。14並且他們所要服事的那國，我要懲罰，後來他們必
帶著許多財物從那裡出來。15但你要享大壽數，平平安安地歸
到你列祖那裡，被人埋葬。16到了第四代，他們必回到此地，
因為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 

v  雙對法：六個夢，對對出現．猶大和他瑪vs約瑟和波提乏妻，
約瑟兄弟兩次下埃及，約瑟兩次試驗他們，約瑟雅各兩個主角
死亡． 

v  六個夢，夢跟食物有關，饑荒得拯救 

v  兩個坑，一個哥哥們陷害約瑟的坑，一個是波提乏妻陷害約瑟
下監獄． 

v  衣服：彩衣（長衣），奴隸的衣服，囚衣，見法老的衣服，細
麻衣（在世地位上下） 



故事說明
v  約瑟被賣到埃及

v  兩個夢（神的計劃） 

v  雅各愛約瑟（偏心）彩衣（長外衣, 質料通常是細麻布） 

v  哥哥們嫉妒 

v  他瑪與猶大 

v  賣約瑟時很有主見（任意妄為） 

v  不守律法不願幫助他瑪 

v  最後開始悔改（38:26猶大承認說：「她比我更有義，
因為我沒有將她給我的兒子示拉。」) 



故事說明
v  約瑟與波提乏，約瑟在獄中 

v  耶和華與約瑟同在（39章三次） 

v  事事順利，監牢，酒政遺忘？ 

v  恩典 

v  耶和華與他同在，他就百事順利。（約瑟就得主人的歡心，服事
他的主人。他主人指派他管理他的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他手裡。） 

v  但耶和華與約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獄的眼前
蒙恩。 

v  凡交在約瑟手裡的事務，監獄長一概不聞不問；因為
耶和華與約瑟同在，使他所作的盡都順利。 

v  以馬內利 



故事說明
v  約瑟在宮中 

v  酒政卻不記念約瑟，竟忘了他。 

v  過了兩年，法老做夢，夢見自己站在河邊， 

v  那時酒政對法老說：「我今日想起我的罪來。 

v  約瑟回答法老說：「這不在乎我，　神必將平安的話回答
法老。」 

v  至於法老兩回做夢，是因　神命定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 

v  約瑟給長子起名叫瑪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為
他說：「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給
次子起名叫以法蓮（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為他說：
「　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v  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約瑟那裡糴糧，因為天下的饑荒
甚大。 



故事說明
v  約瑟家人三次下埃及 

v  約瑟認得他哥哥們，他們卻不認得他。約瑟想起從前所做
的那兩個夢，就對他們說：「你們是奸細，來窺探這地的
虛實。」 

v  我指著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們的小兄弟不到這裡來，
你們就不得出這地方，從此就可以把你們證驗出來了。 

v  試驗哥哥們是否悔改？兄弟之情是否還是蕩然無存？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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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你們的生命。 

v  這樣看來，差我到這裡來的不是你們，乃是　神。他又使
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並埃及全地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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