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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講 雅各為兒子背十字架 

讀經：創 34:1-31 

 
「生養兒女」是必須受苦背十字架的事，並且基督徒還要生養眾多。生養兒女之

後，教育兒女是一個操練。家是 神要我們學習天上事情的基本單位， 神造人的目的
是要人學習「管理」（創 1:26）。這是一個奧秘，因為 神要叫人得榮耀、戴冠冕（作
王），將來與主一同統管萬有（來 2:5-10）。 

 
神要人「管理」自己的家，雅各就是 神所訓練的，將來雅各要帶他的眾兒子到

迦南地承受為業。雅各又名「以色列」，就是「與 神同治」、「神的王子」的意思；這
是個預表，也是奧秘。人將來在榮耀裡最重要的兩件事，就是 1、事奉 神，2、作王
直到永永遠遠（啟 22:3-5）。 

 
在永世的新天新地，有聖城新耶路撒冷（啟 21:1）， 神和羔羊是城的殿、是城的

中心（啟 21:22）。這城就是羔羊的妻（啟 21:9）。城中有 神的榮耀，城是基督徒的生
命、如寶石般反射 神的榮耀，就是「天上的全家」，是宇宙的執政中心。這城不用日
月光照，因為 神和羔羊就是光，列國要在城的光裡行（啟 21:24-26）。從城的殿中流
出生命河，生命河邊有生命樹。 

 
所以我們將來第一，被建造成一座城，第二，我們是生命樹、栽在溪水旁，第

三，我們是僕人（祭司），圍繞主的寶座事奉 神，第四，在城的光中還有列國，我們
要作列國的王直到永永遠遠。這是一幅榮耀的圖畫，主在路加福音 20:34-36說到
「這世界」，還有「那世界」。「這世界」是暫時的、過渡的；將來的「那世界」是永

恆的。「這世界」給人住，在一個小地方（地球）受教育，並且有娶有嫁，為 神生養
兒女，同時訓練我們管理世界的事，這就是「暫時的」為要成就將來「極重無比永遠

的」。 
  



第五十二講 神對雅各的祝福與要求 

讀經：創 35:1-29 

 
神為雅各改名字叫「以色列」，神要雅各生養眾多，將來要成為大國。中國古代

也講究三多九如，三多就是多福、多壽、多男子，要家丁興旺，鼓勵多生。這個應許

是從亞伯拉罕延續下來的，神先改亞伯蘭的名字為「亞伯拉罕」，並應許他要成為

「多國之父」（創 17章），所以我們知道 神要很多的兒子。將來在永遠裡有兩件事，
事奉 神與作王。除了新耶路撒冷是榮耀的中心以外，在這榮耀光中還有列國。在那
世界、諸宇宙裡，我們要作王。 

 
人類知道現今宇宙的範圍，地球懸在空中（伯 26:7），並且旋轉（伯 37章），這

都是在聖經裡說的。太陽是 132萬倍的地球大，銀河系裡有三千億個像太陽的恆星，
而銀河系不過是諸島宇宙星系的一個小集團。這天空實在太大了，愛因斯坦計算宇宙

的直徑為七百億光年。此外不僅有物質宇宙還有反物質宇宙，這都是科學家們的發

現，卻都是 神的創造。 神要人生養眾多，好承受萬有為基業，這是 神的計劃，也
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秘。 

 
神藉著雅各告訴人要生養眾多，成為大國。基督徒被帶到將來的世界， 神和羔

羊在榮耀最當中，教會（弗 3:10）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羔羊的妻、是宇宙的執政
中心。基督徒在那裡為祭司、事奉 神（在天上不再有先知的職份）。這物質宇宙都被
燒了，成為一個火湖。那時我們的身體已經成為靈性的身體，作 神的兒子。 

 
所以 神將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叫他不要在地上亂抓了，要成為「神的王

子」，承受 神所應許永遠的產業（加 3:29）。我們都是照亞伯拉罕的應許，成為天上
的星一樣的後裔（以色列人是地上的沙；創 22:17）。 神叫雅各在地上受經練，要經
歷許多的事情。他的兒子越多，麻煩越多，他要為兒子背十字架。 神要雅各學習管
理自己的家，我們也要好好學習在家裡的管理。雅各的兒女都出了問題：流便上的父

親的床，西緬和利未殺了示劍族，這都是雅各要背的十字架。 
  



第五十三講 回教民族的祖宗  

讀經：創 36:1-43 

 
這段聖經記載阿拉伯宗族歷史的根源。按屬靈的意思，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相

爭，兩國在他們母親利百加的肚子裡就開始打。聖經記載的每個歷史過程都是實實在

在的，就連回教徒以實瑪利的後裔也承認舊約的記載。 
 
以實瑪利和以掃結親（創 36:3），住在西珥山（創 36:8），並且比以色列還早建立

他們的國家與君王（創 36:31）。現在的約旦、葉門（也門）、沙烏地阿拉伯（沙特阿
拉伯）都是從以東的宗族傳下來的。我們要明白兩族多國從以掃和雅各而出，並且世

世代代打仗，這是 神給以撒和利百加的預言（創 25:19-26）。以掃又叫做「以東」，
就是紅毛的意思。 

 
聖經一貫的應許從亞伯拉罕成為多國的父（創 17:5-6），到受割禮的背景（創

17:23），回教民族和以色列民族都是同一個本源。他們彼此爭戰是聖經的預言。他們
為什麼彼此打仗呢？都是因為以掃賣了長子的名分給雅各，雅各搶了以掃的祝福。這

事屬靈的含義，是外邦人先得了不配得的救恩。以色列人後來的信心，反而沒有外族

人的信心強（太 8:10-12）。所以以色列人後來會被撇下，就是所謂「雅各遭難的日
子」（耶 30:7），他們要在黑暗中受苦，外邦基督徒在後的反而要在前。但他們都是亞
伯拉罕的後裔，阿拉伯人將來也會悔改信主的。 

 
這些歷史故事包含 神應許的應驗，來證明聖經的可信。我們看這世界預言的應

驗，看見 神掌管各民族的歷史，萬族與世界、萬有都在乎祂，歷史的證據可信可
憑，證明 神的話歷歷昭昭，全然可信。 
  



第五十四講 約瑟預表得榮耀 

讀經：創 37:1-36 

 
約瑟做的夢是來自 神的啟示，要讓他知道將來能「得榮耀」。他雖被賣到埃及，

可後來就做了埃及的宰相，並救了以色列全家。聖經的人物都有屬靈的預表，例如，

「亞伯」預表 神的揀選，之後 神揀選「以諾」，因他與 神同行；在洪水滅世時，神
揀選「挪亞」一家八口，因為挪亞是個義人、與 神同行。 神又揀選「亞伯拉罕」，
應許他另立宗族，讓萬民得救。然後是「以撒」、「雅各」，他們都相當有信心，這是

信心的傳承。「亞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因信稱義」；「以撒」是不下埃及、「分別為

聖」；「雅各」是與 神與人角力都「得勝」；「約瑟」就是預表「得榮耀」。 
 
基督徒「得榮耀」是到天上，得 神所預定要我們得的。約瑟還預表「耶穌基

督」，從他被賣一直到作宰相，救了全家；預表耶穌被賣、被釘十字架，救了人類。

約瑟不念舊惡、愛他的弟兄們；他不欺暗室、為人正直。他許多的故事都給我們很好

的教訓和「要道」。 
 
「得榮耀」不僅是「得救恩（得永生）」，還要得永遠裡的獎賞。這段永生的道路

是「稱義」、「成聖」、「得勝」，然後進入「得榮耀」。「得榮耀」是 神預定的美意、是
祂旨意的奧秘；要得救以後，屬靈的人在靈裡才能看見，才有「得榮耀」的盼望（林

前 2:1-13）。一個基督徒得救以後有「屬天的智慧」，聖靈帶我們明白得榮耀的奧秘。
普通人不懂這智慧，不然就不會把耶穌釘十字架。只有 神藉著聖靈顯明給在靈裡重
生的人，才能有屬靈的看見；看到這世界以外，還有諸天、萬有、宇宙、穹蒼，以及

在 神裡的計劃。一般人只看到眼前，不知道要看到永遠的榮耀。只有聖靈參透萬
事，讓我們領會「得榮耀」的事，所以創世記最後這一幕就是約瑟「得榮耀」的故

事。 
 
神一切的作為都有一個次序（羅 8:17）：我們要與基督一同受苦，才能和他一同

「得榮耀」。 神讓萬事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模成祂兒子的模樣，最後才
叫他們「得榮耀」（羅 8:28-30）。所以我們不喪膽，因為我們看到極重、無比、永遠
的榮耀（林後 4:16-17），是 神預定叫我們得的。這短短幾十年受的苦，比起我們要
到天上去得的榮耀，現在一點苦就不算什麼了。 神要把我們帶進永遠的榮耀，但要
經過暫時的苦難（彼前 5:10）。所以聖經說：「同受苦難、同得榮耀」；「先受苦難、後
得榮耀」；「暫受苦難、永享榮耀」。原來主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就是 神在萬
世以前，預備給我們的榮耀（來 2:10）。 



第五十五講 種子的應許 

讀經：創 38:1-30 

 
這段聖經就世俗看似不合理，但從 神給以色列家的應許來看，這是「種子」、

「祝福」與「傳承」的問題。神所要的兒子不能出一點錯，不然就不能承受長子的名

分。以色列的長子流便因放縱私慾，失去了 神的祝福，他長子的名分便歸了約瑟。
而猶大在家譜雖是長子，但長子的名分還是歸了約瑟（代上 5:1-2），為什麼呢？ 

 
創世記 49:1-7說流便失去了 神的祝福，而西緬和利未也因殺人失去的祝福，猶

大是蒙祝福的，然而他還是做錯了事，使兒婦他瑪因他而懷孕。然而他瑪「先得不配

得的種子」，是因他瑪看重 神應許的種子，所以就用計去爭取。這與雅各抓長子的名
分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是因為他們看重 神的應許，用手段去抓 神的應許。按普通道
理說這件事是不行的，但屬靈的意思重過人的行為，因為 神應許長子的名分太重要
了。我們也應該要重視長子的名分與祝福。 

 
後來長子的名分與祝福卻是歸於約瑟（創 49:22-26）。約瑟大有尊榮、權利超

眾、居首位，天上地上所有的福都歸到他、他的弟兄都向他下拜。約瑟預表耶穌基

督，但在家譜的長子卻是猶大，因為君王大衛從他而出。創世記先有「雅各」的記略

（創 37:2）；再來記「猶大」是家譜中的長子，尤其他瑪氏接受種子傳承的義，成為
祝福的源流；再來記「約瑟」，他們都是長子的傳承。 

 
聖經裡 神要許多兒子進榮耀裡去，在每個世代 神要「長子」，要沒有出錯的人

才能進入「諸長子之會」（來 12:23），這許多長子要從眾子中挑選出來，是不出錯
的、是聖潔合乎 神心意的、是將來居首位、掌王權的，這是 神一代一代的揀選，從
亞伯、以諾、亞伯拉罕傳下來，後來雅各得長子的名分，而雅各在家譜中的長子歸猶

大，但猶大也有錯誤，但他瑪的義抓住了 神的應許。約瑟沒有犯錯，所以最終他得
著長子的實際。 
 
  



第五十六講 神看重長子 

讀經：創 39:1-23 

 
約瑟是 神所喜悅的，他第一個冤屈就是被哥哥出賣，預表耶穌被人所賣。約瑟

是降為至卑作奴僕，將來升為至高作宰相。約瑟也救了他的弟兄免於饑荒，這都預表

耶穌。雖然在家譜中猶大是長子，但是約瑟從小沒有做錯事，討父親的喜歡。如同 
神為大衛做見證說：「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

旨意。」（徒十三 22）有這兩個條件就是作長子。這是約瑟被揀選的原因，因此他得
了長子的實際。神與約瑟同在，他就百事順利。像 神與他父親雅各同在，神處處保
佑他，所以雅各所做的事也盡都順利。 

 
約瑟預表基督長子的地位，凡事居首位、掌王權，約瑟一心一意尊敬 神，不敢

犯罪以致得罪 神（創 39:9）。他不像流便污穢了父親的床，守不住長子的名分。約瑟
為 神的名，持守純正，這是約瑟被 神揀選的主要原因。約瑟受冤屈，但不為自己辯
駁，只把自己交給 神，神就保守他使他升為至高。另外約瑟不念舊惡，他認為因著
哥哥們把他賣到埃及，他才成爲埃及的宰相可以救他的族人，這許多都是 神愛約瑟
的原因。信主的弟兄姊妹遍天下，但什麼人最合 神心意？在眾子中 神最喜悅的是
誰？ 

 
在約瑟的故事中找出一個「要道」，就是在以色列眾子中誰最得 神喜悅的，誰就

是 神的長子。例如，亞當的後裔都走死亡的路（創 5章），只有「以諾」天天與 神
同行，被 神揀選為諸長子中的一個。後來到了「挪亞」，他是個義人，也與 神同行
而被揀選為長子。神一步一步的揀選每一個世代 神最喜悅的人。他們都以信為本，
抓住長子的傳承。亞伯拉罕離開本地、本族、父家，憑信心在應許之地做寄居的。亞

伯拉罕的兩個兒子：以實瑪利從肉體生的，以撒是用信心等候 神的應許生的，以撒
就得了長子的名分。以實瑪利的後裔將來還是能得到 神的救恩，因為人得為後嗣，
是本乎信，也屬乎恩。外邦人得救是因爲效法亞伯拉罕的信。後來以撒的兒子中，雅

各抓住了長子的名分。到了雅各的許多兒子，選出約瑟作長子，這就是聖經說：被召

的人多，選上的人少（太 22:14）。 
 
聖經還說到進「門」：進窄門、走小路的人少；進寬門、走大路的人多，「寬

門」、「大路」都引到滅亡（太 7:13）。 神在每個世代拯救一批人，但還要從其中揀選
長子（選了又選的）。在歷代志上 28:4-5說，神揀選猶大族，再揀選耶西家，再揀選
大衛，再揀選所羅門，所羅門乃是 神所「特選」的（代上 29:1）。 神揀選以色列人
做祂的選民（申 7:6），神願意揀選誰，就揀選誰。 神特選長子乃是重要的真理，神
在眾子中觀察，特選出祂喜悅的人做長子。作 神兒子的人要懂得「揀選」的原則，
這是至聖的真道，其他的事都沒有比這事更重要。  
 



第五十七講 造就與受苦 

讀經：創 40:1-23 

 
神造就祂的孩子們，要他們先受點苦，給他們不同的環境受試驗和熬煉；像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等， 神的兒女所受的試驗，內容都不一樣。當我們接待了主在
我們心裡，成為 神的兒女時（約 1:12），就抓住了 神「應許」的傳承。這應許的範
圍很大，所以聖經用「凡」接待祂的（約 1:12），「凡」勞苦單重擔的人（太 11:28），
「凡」就是一個範圍，一個傳承。「凡」是信了基督，都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應

許承受產業的（加 3:29）。我們效法亞伯拉罕的信，抓住了 神的應許，這應許就傳承
到我們身上，我們就成為 神的兒子、神的後嗣（羅 4:16）。 

 
神在眾子中要揀選一位特別合祂心意、遵行祂旨意的人。約瑟有敬畏 神的心，

能抵擋波提乏妻子的誘惑，這是因為他怕得罪 神；同時約瑟對主人也有義氣，他是
一個講道義的人。今天在我們這個世界裡，這樣對 神、對人講道義、不犯錯的人都
沒有了。這就是約瑟被 神揀選原因。從約瑟的敬畏、虔誠與義氣來看，他的生活定
是非常嚴謹，他必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人。當時埃及地充滿了罪中之樂，但

約瑟能不受玷污、持守純正，因為 神與他同在，使他百事順利，所以約瑟能在這樣
的光景中過「得勝」的生活。 

 
人在苦難中沒有餘力犯錯，但在順境（中國人說「飽暖思淫慾」）仍能不欺暗室

的實在沒有幾個。約瑟真是「得勝」而且「成聖」。就像詩篇 139篇所說： 神一直鑒
察我們，包括我們舌頭上的話、心中的意念都是 神所知道的。約瑟能過「得勝」生
活而「成聖」的人，都是因為 神與他同在。如詩篇說，我們雖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
怕遭害，因為 神與我同在！ 

 
約瑟不受誘惑，反被主人的妻誣陷，受冤下監，仍存心順服。如主耶穌「被罵不

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托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彼前 2:23）。約
瑟在監獄裡反而為司獄管理獄中的事，我們看見有 神同在的人，抓住 神的應許的，
神能讓他在任何環境盡都順利（創 39:23）。這樣敬畏 神的人是有屬靈智慧的。 

 
約瑟為酒政和膳長解夢，當時埃及像中國周朝「周禮」的設置，也有專管酒與飲

食的官。神讓約瑟用 神的智慧來解夢，然而酒政忘了約瑟的囑托。這一段提醒我
們，耶穌救我們免於死亡，我們不可忘記這極大的救恩。 
 

  



第五十八講 神對長子的訓練 

讀經：創 41:1-43 

 
約瑟是 神在眾子中所揀選的，他是抓住 神的應許得到長子傳承的。他的心虔

敬、他的生活得勝、他全然成聖。因 神與他同在，使他所做的盡都順利，可是人不
紀念他的好處。 

 
約瑟的經歷告訴我們 神如何揀選長子，揀選以後又如何訓練他，讓他降卑、受

冤、受苦，這是 神訓練兒女的方法。神要我們升高的時候一定要我們先降卑；要我
們得榮耀之前先要我們受苦難，這是聖經命定的原則。所有 神所愛的人都要先受苦
難，這是 神揀選中的揀選，因此約瑟落在百般試煉中，仍以為大喜樂（各 1:2）。 

 
忍受試煉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必得生命的冠冕（各 1:12），約瑟若不下監，如

何能見法老，把他高升到這樣的地步？約瑟為法老解夢時，仍處處高舉 神，絕不誇
耀自己。今天很多人稍得一點恩賜就「目中無 神」；人一擁護他就自以為是，這都是
驕傲，將來必要降為卑。我們一定要懂得尊 神為大，「我心尊主為大，我的靈以 神
我的救主為樂。」（路 1:46-47）。 

 
撒但就是自我膨脹、自高自大，要與至聖者同等。而耶穌來到世上，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自卑。「凡自卑的，必升為高」，這是約瑟的方法。約瑟

說這不在乎我，我什麼也算不了，都是 神在我身上做的事。約瑟預表耶穌，耶穌自
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這也是基督徒屬靈的道路。 

 
約瑟為法老解夢說七個豐年緊接著七個荒年，並給法老出主意，如何渡過那七個

荒年，法老就把約瑟升高，統治埃及全地，把埃及全地的權柄給了約瑟，給他類似中

國古代「誇官」的待遇。約瑟享有這榮耀，是 神先把他降為至卑，訓練好了才升為
至高。 
 
  



第五十九講 約瑟預表耶穌 

讀經：創 41:44-57 

 
在約瑟身上有很多屬靈的「要道」： 
 
第一、 約瑟得著「應許的傳承」：神要亞伯拉罕作多國之父，並讓他的子孫使萬民

得福。約瑟作了埃及的宰相，成為埃及全地的救主，從約瑟身上看見了應許的

傳承。 
第二、 約瑟得著「榮耀」：神要許多兒子進榮耀裡去，並將「將來的世界」給人管

理（來 2:5-10），賜人尊貴榮耀為冠冕。約瑟的經歷預表了這個榮耀。法老給
約瑟極大的權柄，沒有約瑟的命令人不可「動手動腳」，可見他的權柄有多

大！約瑟預表了耶穌，因為耶穌降為至卑，且升為至高，得了尊貴榮耀為冠

冕，神讓長子領許多兒子進榮耀、享榮耀（埃及代表全地的豐盛） 
第三、 約瑟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羅 8:28-29）：約瑟得了長子的名分與祝福，因

為雅各十二個兒子中，只有約瑟是完美沒有缺欠的，預表耶穌為長子要領許多

的弟兄進榮耀裡去。約瑟受百般的試煉，但他遠離罪惡，因此升為至高。 
第四、 約瑟有「虔誠敬畏」的心：當他受誘惑的時候不欺暗室，因為他敬畏 神，

這是約瑟的品格。因此約瑟就在生活中得了勝，成為聖潔，不被罪惡轄制。他

雖如此聖潔仍然受苦，被弟兄所賣，降為自卑，這「先受苦難、後得榮耀」的

路，也是我們要走的路。當 神與約瑟同在，他所做的事盡都順利，因為他保
持聖潔。世人思想盡都是惡， 神就不與人同在。若 神同在，我們手裡所辦的
一切事盡都順利。 

第五、 約瑟特別「有智慧」：因為 神的靈與他同在，神的靈就是智慧的靈、啟示的
靈。因此他參透萬事，是一個智慧人，辦事精明，可以治理埃及全地。像但以

理也是有 神的靈同在，他能在苦難中敬畏 神，專一仰望 神，就做了巴比倫
全地的總督。 

第六、 約瑟「與主同苦同榮」：世界上許多地方的信徒也受逼迫，世人把信主的人
下在監裡折磨他們，但這些弟兄們都是「得榮耀」的。所以「先苦後榮」是聖

經的真理。我們為主耶穌基督的名受苦，確實好的無比，應當歡喜快樂（各

1:2），「暫受苦難、永享榮耀」。因此約瑟給他的兒子取名瑪拿西（忘記），以及
以法蓮（昌盛），代表受苦的人得大復興。約瑟忍受試探，結果得了尊貴、榮

耀與豐富。 
第七、 約瑟「與 神同治」：經過眾子中的揀選，神賜他尊貴榮耀「與 神同治」。神

在眾子中選而又選（代上 28:5）。我們信主都是 神的兒子，但 神還要在其中
揀選。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中選取猶大支派，再選耶西家（耶西是從路得一脈下

來，是「先得不配得基業的種子」），再揀選大衛，他是合神心意，遵行 神旨
意的，非常像約瑟，都是從眾子中揀選出來的。 

  



第六十講 人受苦的時候才想到 神 

讀經：創 42:1-28 

 
約瑟如何與他弟兄相認的過程是非常有人情味的，也可看出約瑟的愛是多麼的豐

富。當年迦南地鬧大饑荒，雅各見埃及有糧，就叫兒子們去糴糧，最小的弟弟便雅憫

留在家中。約瑟當時位高權重，但親自與以色列的十個兒子對話，哥哥們認不出約瑟

來，那個場面讓約瑟想起他的夢境。約瑟為了要哥哥們認罪，故意給他們難題，讓他

們帶小弟便雅憫來埃及。押他們其中一人（西緬）留在監裡，其他人可以回家送糧

食、救饑荒。 
 
當約瑟此話一出，哥哥們馬上想起自己的罪了（人在苦難中就良心發現，檢討自

己），他們就認罪，後悔當時賣約瑟的時候沒有聽約瑟的哀求。這嫉妒的心是何等的

壞，法利賽人也是因嫉妒而要除掉耶穌，要知道這罪是會追上來的（民 32:23），罪會
跟上來找我們麻煩的。 

 
約瑟的哥哥們在回迦南路上，看見自己的銀子還在，就提心吊膽、戰戰兢兢彼此

說：「這是 神向我們做什麼呢？」人只有受苦難時才想起 神，作惡的時候是把 神丟
在一邊。就像中國人說：「窮極呼天（上帝），痛極呼娘」。但約瑟的確是愛弟兄，他

真情流露哭了一場，這一哭，所有的委屈都沒了，只看見 神的美意，這應驗聖經
說：「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各 1:2）。 

 
弟兄姊妹們要知道，我們的一根頭髮，若沒有 神許可都不會掉下來；若沒有 神

允許可一件壞事也不會臨到我們身上。我們無論遭遇任何患難，都是主所許可的。我

們為主受一點苦，卻是通往榮耀的道路。因此我們在苦難中也要歡歡喜喜的，因為看

見了 神的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