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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 中階裝備課程摩西五經『創世記』課程進度表   

 
 

劉梅蕾師母 
 
創世記是聖經第一卷書，講論一切的起源。 包括世界，人類，地上萬國，及神與人與選民

的立約，聖殿的觀念，以及聖戰預言的始源，進而明白神的心意與揀選。創世記中的人

物，也使我們看見各樣的人際關係，包括夫妻，兄弟姐妹，父母兒女，親戚等，使我們學

習愛，接納，饒恕，並看見自己的角色與價值。 

 

日  期 內  容 進  度 

1. 1/10 第一講 創世記全貌（聖約、聖殿、聖戰） 1 

2. 1/17 第二講 (一) 族長前時期  

             創造與墮落 

2-5 

3. 1/24 第三講  挪亞之約與邦國的分散 6-11 

4. 1/31 第四講 (二)族長時時期   

             亞伯拉罕的蒙召與割禮之約 

12-17 

5. 2/7 第五講     亞伯拉罕的信心歷程 18-22 

6. 2/14 分組討論與醫治禱告  

7. 2/21 第六講 (三)族長時時期 

             以撒的一生 

21-27 

8. 2/28 第七講 (四)族長時時期 

             雅各與家庭 

28-31 

9. 3/7 第八講  由雅各到以色列 32-36 

10. 3/14 第九講 (五) 族長時時期 

             約瑟的彩衣與夢 

37-50 

11. 3/21 第十講 約瑟的創傷與醫治 37-50 

12. 3/28 戲劇總結  

              



2010 主日裝備課程創世記課程表 劉梅蕾師母 

 

 

 2

第一講  創世記全貌 
 
 
創世記在原文即”開始”之意，講論一切的起源。 包括世界，人類，地上萬國，及神與人與選民的立

約，聖殿的觀念，以及聖戰預言的始源，進而明白神的心意與揀選。創世記中的人物，也使我們看見

各樣的人際關係，包括夫妻，兄弟姐妹，父母兒女，親戚等，使我們學習愛，接納，饒恕，並看見自

己的角色與價值。 
 
作者: 本書沒有寫明作者，但在猶太人的傳統中，將創世記與摩西所寫的律法書，稱為摩西五經，因此

一般認為此書的作者為摩西(約 5:46)。 
 
創世記中的基督:  “女人的後裔” (創 3:15; 賽 7:14; 太 1:23; 加 4:4) 
                             “大祭司” –麥基洗德 (創 14:17-20; 來 6:20-7:19) 
 “被獻為祭的獨生子” (創 22) 
 “細羅—賜平安者” (創 49:10)  
 
創世記中聖靈的工作:  神的靈運行在水面上(創 1:2) 
 神的氣息(靈)吹在亞當的鼻孔裡(創 2:6) 
 神的靈在約瑟裡頭(創 41:38) 
                    
一. 創世記的大綱及分段 

1. 起源:  世界的起源    1:1-25 

 人(男人，女人) 的起源 1:26-2:25 

 罪的起源 3:1-7 

 救贖應許的起源 3:8-24  

 家庭生活的起源 4:1-15 

 文化的起源 4:16-9:29 

 邦國的起源 10:1-11:32  

 選民的起源 12:1-50:26 

2. 分段:  

a. 族長前時期   1-11 章 

i. 四大事件: 創造，墮落，洪水，巴別 

ii. 人物: 亞當， 挪亞 

b. 蒙揀選的族長時期       12-50 章 

i. 人物: 亞伯拉罕，以撒，雅各，約瑟 

 
二. 由聖經看聖約、聖殿、聖戰 

1. 聖約的觀念 
a. 創造之約--耶 33:20   記號:天時輪轉(有晚上,有早晨) 

“神看著是好的,…神就賜福給他們" 
聖約託咐給人(創 1:28)，要人遵從 --生養眾多(家庭) 遍滿地面 治理這地 

b. 救贖之約--人的犯罪與神的救贖 
亞當的皮衣 -- 創 3:21(隱含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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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亞之約 --創 6:18; 8:20-9:7 記號:虹 
c. 亞伯拉罕之約 -- 創 17:1-8  記號:割禮 
d. 雅各之約 (創 35:10-12) 

改名為"以色列" 
e. 摩西之約 -- 出 6:2-8; 19:3-6  記號:律法 

摩西之約是承襲亞伯拉罕之約要表明神的救贖, 作屬神的子民,祭司的國度,聖潔的國民, 且
藉由律法引我們到基督那裡. (加 3:19;24;4:4-5) 

f. 約書亞的立約(書 24:19-27) 
g. 大衛之約--撒下 7:8-16 

大衛承襲了亞伯拉罕/雅各之約(君王由你而出),國到永遠,應許之地也在這時真正得到實現. 
神向所羅門重述大衛之約 (代下 7:14-18) 

h. 舊約所留下的應許與盼望-- "新約" 
耶 31:31-34 
結 34:23-24 

2. 聖殿的觀念 
神的同在，神的居所，是神定意要與人相會的地方, 是神的榮耀 
與同在彰顯的地方. 
 
伊甸園--築壇--會幕(約櫃)--聖殿--基督的身體 
--我們--新耶路撒冷--不見有殿 

3. 聖戰 
創 3:15 "我又要叫你和女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女人的後裔, 

   也彼此為仇,女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祂的腳跟". 
 
預言(表)基督在十字架的勝利, 
"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那裡, 死阿,你的毒鉤在那裡, 死的毒鉤就是罪, 罪的權勢就是律法, 感謝神, 
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林前 15: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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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聖約聖殿聖戰表格 

 
 

創世記分段 聖約 聖殿 聖戰 

A. 族長前時期 

            亞當 

 

   

       挪亞 

 

   

B. 蒙揀選的族長時期 

  亞伯拉罕 

 

   

       以撒 

 

   

       雅各 

 

   

       約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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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族長前時期: 創造與墮落 
 
 
一. 神創造天地 (創 1:1-2:3) 

1. 三位一體的參與 (創 1:1-3; 箴 8:22-31; 約 1:1-3; 來 11:3; 羅 1:20-21; 約 6:63)  
2. 神看著是好的  
3. 第七日安息  

 
二. 人的起源與安置 (1:26-30;2:6-25) 

1. 神按著 ”我們” 的形像，造男造女 
2. 首先的亞當（1:7, 林前 15:45） 
3. 女人的被造”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4. 婚姻的設立 

a. 離開父母 
b. 與妻子聯合 
c. 二人成為一體 

*預表基督與教會 (弗 5:25-32)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肋旁，血與水的流出 (約 20:34-37；) 

5. 人的安置--伊甸園（創 2:9-16) 
神同在賜福的範圍（聖殿） 

 

三.  罪的起源與咒詛 (創 3:1-24) 
1. 古蛇的引誘 
2. 人的墮落 — 聽，看，違背，喫 
3. 神的處理 — 尋找，責備，咒詛，救贖 
4. 宣佈咒詛：蛇 （創 3:13-15) 

女人（夏娃）— (創 3:16, 20) 
男人（亞當） — (創 3:16, 20) 
地土（創 3:17-18) 

5. 趕出伊甸園（創 3:22-24) 
 

四. 罪惡劇增  
1. 該隱和亞伯（創 4:1-15） 
2. 該隱的後代（創 4:16-24) 

拉麥 
 

五. 亞當的後裔（創 4:25-5:32) 
1. 塞特代替亞伯 
2. 以挪士 — 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 
3. 以諾 — 與神同行 3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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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聖約；聖殿；聖戰 
1. 聖約 

a. 創造之約 -- 耶 33:20, 25        
起初的創造是好的，是完全的 

b. 救贖之約— 
i. 雖然人不斷的犯罪，但神的計劃永遠向前（創 3:15 隱含的救恩） 
ii. 罪的漫延與加深 
iii. 神的懲罰也隨之加重 
iv. 神的恩典也相對夠用 

 

 

 人的罪 神的責備 神的保守 
神的懲罰 

 

墮落 3:6 3:14-19 
3:21(隱含的救恩) 

亞當的皮衣 
3:22-24 

該隱 4:8 4:11-12 4:15 
4:16 

 

人的兒子 6:2 6:3 6:8;18 
7:6-24 

 

洪水 6:5;11 6:7;13-21 6:8-18 
7:6-24 

 

巴別 11:4 11:6 10:1-32 
11:8 

 
             

    
討論題目:  

1. 請分享三位一體的神如何參與創造？簡述神所造七日的內容？ 

2. 何謂創造之約？此約的記號為何？ 

3. 安息日與主日的區別何在? 

 

作業與默想: 

1. 亞當，女人犯罪的原因何在？結果如何？日常生活中如何避免試探？ 

2. 為何該隱殺了亞伯? 有何結果？ 

3. 對此課程的期望為何? 這兩次的上課最有感動的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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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族長前時期 : 挪亞之約與邦國的分散 

 
 
一. 挪亞之約 -- 創 6:18; 8:20-9:7     記號:虹 

1. 挪亞其人（創 5:29, 6:8, 彼後 2:5) 
2. 神指示造方舟（創 6:14-17) 

a. 進方舟: 保全生命 (彼前 3:20-21;路 17:22-32) 
義人? 血氣之人 

b. 出方舟: 不再用洪水毀滅活物與地（創 9:8-17) 
築壇獻祭（創 8:20-22) 
恢復創造之約 

3. 洪水（創 2:5, 6:4, 6, 11-12) 
4. 挪亞醉酒後的影響（創 9:20-29) 

 
二. 邦國的起源(挪亞的後代)-創 10:32 

1. 閃 — 後裔的分佈 
— 神向閃的預言 (創 9:26;10:21-31) 
“耶和華，閃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閃 — 希伯 — 亞伯蘭 
*神揀選閃族去完成救贖的工作 

2. 含 — 後裔的分佈 
— 神向迦南的預言 (創 9:25;10:6-14) 
“當受咒詛，必給他弟兄作奴僕的奴僕” 
原因: 小兒子 (創 9:24) 是指迦南所作的事，從所多瑪/蛾摩拉的罪可知是性/同性戀之罪 
結果: 神把迦南地給了以色列並作以色列的奴僕 
         (創 10:15-19; 15:18-21; 書 3:11) 
— 從寧錄到巴別到大巴比倫 (啟 17-18) 

3. 雅弗 — 後裔的分佈 
— 神向雅弗的預言 (創 9:27) 
“神使雅弗擴張，使他住在閃的帳棚又願迦南作他的奴僕” 
住在…帳棚裡表示把另一民族征服了，雅弗的後代佔據了閃的後 代，但他們卻在那裡遇見神。  
 

三. 巴別的危機(創 11:1-9; 徒 2:1-11) 
1. 人的罪 

- 違抗神”遍滿全地”的祝福 
- 要建城與塔，傳揚自己的名 

2. 變亂口音 
- 使眾人分散 
- 限阻罪惡的發展 
- 恢復創造賜福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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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論題目:   
1. 請述說挪亞其人? 進方舟的意義何在？預表為何? 
2. 請比較挪亞之約與創世之約的異同？ 
3. 含作在挪亞身上的惡事，為何神卻咒詛迦南？ 

 
   作業與默想: 

1. 請分享挪亞帶給家人的影響對你有何啓發? 
2. 神為何要變亂人的口音？ 巴別的危機與創世之約的衝突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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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講  族長時時期—亞伯拉罕的蒙召與割禮之約 
 
 
一. 列祖與他們的神 (亞伯拉罕，以撒，雅各的神) 
 神向列祖啟示應許: 

1. 方式:  由說話至顯現 (創 12:7; 17:1; 26:2,24; 35:9) 
顯現時透過神的使者 (16:7; 22:11,15; 24:7,40; 31:11; 32:24-30) 
異象: (創 15:1) 
夢: (創 28:12; 31:11; 37:5-11; 40:5-12…)  

2. 時間:  多半在夜間 (創 15:5,12; 21:12,14; 22:1-3; 26:24) 
3. 地點:  多是在築壇之處 (應許之地) 

迦南地 (創 12:7) 
摩利橡樹(示劍) (創 12:6-7) 
伯特利 (神的殿)—艾 (創 12:7-8; 13:3-4; 28:19; 35:1-14) 
希伯崙幔利橡樹 (創 13:18; 23:19) 

4. 神啟示的名字: 全能的神 (El-Shaddai)  
                       (創 17:1, 28:3; 35:11; 43:14; 48:3; 49:25) 

 
二. 亞伯拉罕之約 — 應許之約 (創 12:1-3; 17:1-11)  記號:割禮 

  約的內容: 創 12:1-3 
1. 應許的後裔 

實質的應驗:以撒 
屬靈的應驗:基督 (加 3:16)     
a. 亞伯拉罕的後代 (創:21:12-13; 17:15-21; 加 4:21-31) 
b. 以撒,以實馬利 
c. 以撒的後代表 (創 26:2-5,23-25) 
d. 雅各，以掃 
e. 雅各的眾子 (創 28:10-22; 32:27-30; 35:1-3; 9-15) 

2. 應許的土地 (迦南地) 
實質的應驗:大衛的時期 
屬靈的應驗:在基督裡的基業 (來 11:13-16) 

3. 應許的國度 
實質的應驗:以色列國 
屬靈的應驗:基督的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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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講  族長時時期—亞伯拉罕的信心歷程  

              神與亞伯拉罕五次的立約 (生命成長的歷程) 
 
 
一. 離吾珥前往迦南地 (創 12:1-3) 

1. 兩次的蒙召 (創 12:1-3; 徒 7:2-5) 
* 約的應許內容: 

a. 成為大國 
b. 賜福給你 
c. 使名為大 
d. 成為祝福的管道 
e. 祝福你的就蒙祝福，咒詛你的就遭咒詛 
f. 地上的萬族因你得福 

1. 築壇—摩利橡樹，伯特利-艾 

2. 試煉 

-- 因饑荒下埃及 
-- 妻子？妹子？ 
-- 築壇 (伯特利-艾) 

 
二. 與羅得分開時 (創 13:14-18) 

1. 骨肉不可相爭，成就神的呼召 (離開本地，本族，父家) 
2. 約的應許 

a. 凡所看見的地，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b. 後裔如塵沙那樣多 
c. 起來縱橫走遍這地             

3. 築壇 (希伯崙的幔利橡樹) 
 
三. 救回羅得時 (創 15:1-21) 

1. 四王五王的爭戰 
2. 救回羅得 
3. 麥基洗德的祝福 
4. 亞伯蘭的奉獻 
5. 約的應許: 

a. 本身所生的後裔 
*因信稱義 

b. 顯明地業: 埃及河直到伯拉大河 
c. 後裔必寄居他人的地，必服事那地的人，且受苦四百年 
d. 四代之後要歸回此地，且帶著許多財物 
e. 神要懲罰那國，亞摩利人的罪尚未滿盈 

6. 試煉(創 16:1-16) 
a. 撒萊不生育 
b. 聽撒萊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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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神仍眷顧夏甲，以實馬利 
 
四. 亞伯拉罕九十九歲時(創 17:1-14) 

1. 約的應許: 立約的證據:割禮(肉體上永遠的約) 
神的改名:亞伯拉罕(多國的父)，撒拉(多國之母) 

a. 後裔繁多 
b. 國度君王從你而出 
c. 迦南全地賜你和你的後裔為業 
d. 必作你們的神 
e. 應許生以撒     

2. 試煉（創 20:1-18) 
再稱撒拉為妹子 
亞比米勒 

 
五. 獻以撒後(創 22:15-18) 

1. 神試驗亞伯拉罕，將獨生子獻上 
2. 摩利亞山，耶和華以勒 
3. 約的應許: 

a. 子孫多起來，你的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 
b. 地上萬國要因你的後裔得福 

 
六. 亞伯拉罕的信心 

1. 因信稱義(創 15:6; 羅 4:17-22) 
2. 是神的朋友(創 18:17; 雅 2:23) 
3. 是神的先知(創 20:7) 
4. 是代求者(創 18: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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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題目: 

1. 神對亞伯蘭的呼召有幾次？為何？ 
2. 麥基洗德是誰？與亞伯蘭的關係為何？ 
3. 亞伯蘭與羅得的關係為何？他們為何分離？神對此事的心意與應許為何? 

 
作業與默想: 

1. 何謂割禮？與因信稱義的關係何在？對我的意義為何？ 
2. 請分享亞伯蘭下埃及的試探與試練對你有何提醒？ 
3. 撒拉與夏甲各代表什麼？對我有何意義與學習？ 
4. 神為何試驗亞伯拉罕獻以撒？亞伯拉罕的回應如何？ 
      求聖靈光照我，顯明心中的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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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講  族長時時期— 以撒 
  
 

一. 以撒與亞伯拉罕 
1. 「以撒」的意思是喜笑—創 21:3-7 

a. 神的應許 
b. 神所命的名，亞伯拉罕的遵從 
c. 撒拉的信心與喜笑 

2. 應許之子(應許的後裔)—創 18:9-15， 21:1-3 
a. 屬靈的/屬血氣的—加 4:21-31 
b. 兩約：自主婦人(撒拉)—憑著應許生的—在上的耶路撒冷 

 使女(夏甲)—按著血氣生的—西乃山 
c. 兒女? 奴僕?              

3. 以撒是耶穌基督的預表—創 22:2 
a. 獨生子成為祭物 
b. 重覆父所作的—約 5:19；創 26:15; 18（ 22:25-34) 
c. 挖井（埃色, 西提拿, 利河伯, 示巴/別示巴） 

4. 亞伯拉罕替以撒取妻利百加—創 24:1-67 
a. 亞伯拉罕/僕人 
b. 利百加 
c. 彼土利/拉班 
d. 利百加的祝福: 願你的後裔, 得着仇敵的城門  （創 24:60, 22:17）       

 

二. 以撒與神 
1. 在童子時即順服神 
2. 田間默想 
3. 神與以撒重申應許之約 

a. 創 26: 2-5        
i. 不要下埃及去，要住在神所指示的地 
ii. 神的同在與賜福 
iii. 神必將這地賜給你何你的後裔 
iv. 必堅定向亞伯拉罕所起的誓 
v. 地上的萬國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b. 創 26:24-25 
i. 不要懼怕，我與你同在，要賜福給你 
ii. 使你的後裔繁多 
iii. 築壇求告耶和華 

4. 以撒是耶穌基督的預表—創 22:2 
c. 獨生子成為祭物 
d. 重覆父所作的—約 5:19；創 26:15; 18（ 22:25-34) 
e. 挖井（埃色, 西提拿, 利河伯, 示巴/別示巴） 

5. 晚年對神不敏銳     



2010 主日裝備課程創世記課程表 劉梅蕾師母 

 

 

 14

 
 

三. 以撒與利百加  
4. 神所配合的婚姻，以愛與安慰為開始 
5. 禱告祈求得雙生子 （創 25:19-26） 

兩國在腹中—以掃/雅各 
兩國的祝福—創 27:26-29； 39-40 

6. 一人偏愛一子，缺乏溝通 
7. 晚年因長子的祝福，以掃與雅各為仇  

 
四. 以撒與亞比米勒（26:6-13, 26-33） 

1. 重蹈父親的軟弱 
2. 因昌大被打發離開 
3. 因神同在的祝福再次立約 

 
 
討論題目： 

1. 以撒與利百加的婚姻與家庭有那些危機？ 
2. 以撒與亞比米勒的關係與衝突為何？ 

 
默想與作業： 

1. 神兩次向以撒顯現的原因何在？ 
2. 以撒與利百加的婚姻對我有何提醒？ 
3. 請思想我是否有家族性的影響需要持守或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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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族長時時期—雅各與家庭 
                    
 
一. 雅各與以掃(創 25:21-34; 27:1-46) 

兩族與兩國(相爭與相恨) 
1. 母腹中的預言(羅 8:10-13; 瑪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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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掃—紅且有毛的意思, 
雅各—抓住的意思 

 
2. 以撒的祝福 

長子名份的出賣與祝福 
雅各—創 27:28-29 
以掃—創 27:39-40 

 
二. 雅各離家逃往哈蘭的路上 

1. 得以撒的祝福離開 
2. 神在雅各的夢中顯現 (創 28:10-22) 

神的應許: 
a. 我是耶和華，是你祖亞伯拉罕，以撒的神 
b. 將躺臥之地賜給你和後裔 
c. 地上的萬族要因你的後裔得福 
d. 神與雅各同在，領他歸回這地 

雅各的回應: 
a. 將那地起名為”伯特利—神的殿” 
b. 澆油許願: 神若與我同在，保佑我(食物喫，衣服穿)平安回到父家，我就以耶和華為我的

神，必將十分之一獻上  
 
三. 雅各的家族 

1. 雅各的婚姻 （創 29:1-30) 
a. 與拉結相遇 
b. 取利亞/拉結 雙重的婚姻 

2. 雅各的眾子 (創 29:31-30:24)(見附頁) 
  
四. 雅各與拉班（30:25-43) 

1. 工價的議定 
2. 雅各的致富 

 
五. 雅各欲回家--迦南（31:1-55) 

1. 決意離去 
2. 偷偷逃離 
3. 被拉班追趕（拉結偷了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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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拉班立約 
 
 
作業與默想:  

1. 雅各與以掃的衝突為何？帶來什麼結果? 
2. 利亞與拉結為何相爭？對家庭的影響為何？ 
3. “伯特利”的意思為何? 雅各在伯特利的經歷為何？對我有何影響？ 



2010 主日裝備課程創世記課程表 劉梅蕾師母 

 

 

 17

第八講  族長時時期—從雅各到以色列 
 
 
一. 雅各回家時 (創 35:9-12)  

神的呼召與應許: 
1. 起來上伯特利 
2. 替雅各改名為以色列 
3. 要生養眾多，有一族和多國的民從你而生 
4. 君王從你而出 
5. 將地賜給你何你的後裔 
雅各的回應: 
1. 召聚家人 
2. 除去外邦神，自潔 
3. 在伯特利築壇，奠酒澆油 

 
二. 神將他改名為”以色列” (創 32:28; 35:10) 

生命的歷練與成長 
1. 原來的雅各 

a. 母腹中—抓住 
b. 少年時—欺騙，離家 
c. 壯年時—被欺騙 

2. 雅各的轉淚點 
   與神摔跤在毘努伊勒(創 32:22-32)    

3. 雅各與以掃 
4. 改名後的以色列 (創 47:7-10; 29-31; 48:17-1949:1;28-29) 
    放下 順服 謙卑 敬畏神 
    老年時—靈裡清醒，豐盛 

 
 
 作業與默想： 

1. 神兩次在伯特利向雅各顯現有何相異之處？ 
2. 簡述雅各生命的轉戾點？神為何要替他改名？有何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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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講  族長時時期—約瑟的彩衣與夢 
 
 
一. 拉結和以撒死（創 35:16-36:43) 

1. 拉結生子而死於以法他（彌 5:2-3) 
2. 以撒死於希伯崙, 二子將他葬埋 
3. 以掃的後代（創 36） 

 
二. 約瑟在迦南地 
      約瑟與其家人（創 37:1-36)  

1. 得父寵 
2. 得彩衣 
3. 招兄忌 
4. 做異夢 
5. 被丟在坑中 
6. 被出賣 

 
三. 插曲：猶大與他瑪（創 38:1-30) 
 他瑪在基督耶穌的家譜中有份 
 
四. 約瑟被賣帶下埃及 

1. 約瑟於波提乏家 
a. 主人眼前蒙恩 
 *耶和華與他同在，他就百事順利 (創 39:2-3) 
b. 勝過試探 
 *我怎能作這大惡得罪神呢? (創 39:9) 
c. 下監獄 

          
2. 約瑟於獄中（創 40:1-23) 

a. 司獄眼前蒙恩 
 *耶和華與他同在，使他所作的盡都順利 (創 39:22-23) 
b. 替人解夢—酒政，膳長 

 
3. 約瑟替法老解夢（創 41:1-57) 

a. 法老雙重的夢  
b. 酒政想起約瑟 
c. 約瑟解夢 
d. 升為宰相 
 *有神的靈在他裡頭…. 
e. 約瑟得兩個兒子 
 瑪拿西—神使我忘了一切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以法蓮—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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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約瑟的政蹟 
 豐年時征收五分之一為積蓄(創 41:34-45) 
 替法老買地，買百姓為僕人(創 47:13-26)        

   
作業與默想： 

1. 約瑟為何得父寵？帶來何種影響？ 
2. 約瑟在波提乏家中如何勝過試探？ 
3. 約瑟作異夢與解夢的能力(恩賜)從何而來？帶給他一生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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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講  族長時時期—約瑟與十二支派的創傷與醫治 
 
 
一. 雅各（以色列）與其兒子  

1. 雅各於饑荒遣子下埃及  
a. 第一次約瑟恩待其兄但留下西緬 
b. 第二次約瑟與其弟兄相認 

＊ 創 45:5-15  
2. 雅各與其家人下埃及 

a. 神的啟示與應許（創 46:1-4) 
b. 雅各的家族（創 46:26-27) 
c. 寄居於歌珊地（創 46:34) 
d. 約瑟引家人見法老 

3. 雅各為法老祝福 
4. 約瑟的政績 

a. 以糧易畜 
b. 以糧易地 

5. 雅各給其兒子的祝福與預言 
a. 雅各為約瑟二子 
b. 雅各為其十二兒子  
c. 雅各的遺囑葬事 

6. 約瑟與其兄弟（創 50:15-21)      
 
二. 約瑟的遺言(創 50:24-26;書 24:32) 

 “將其骸骨從這裡搬回神所起誓應許給列祖之地 
 
三. 約瑟一生反應了耶穌的一生  

1. 愛子 
2. 牧羊人 
3. 被扔在坑裡  
4. 受試探 
5. 被出賣 
6. 到埃及 
7. 赦免 
8. 從受苦到提升 

 
 
作業與默想： 

1. 約瑟為何能饒恕他哥哥們的惡行？哥哥們有改變嗎？ 
 請分享你是否也有饒恕的經歷呢？ 
2. 雅各的去世與約瑟的遺言，給後代的子孫有那些應許？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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