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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被旧主人波提乏
错误地关进监狱。 
在狱中，他服从 
命令和乐于助人， 
深得监 
狱长信任， 
被委派安排 
囚犯的生活。 



因为神与约瑟同在，
这个监狱对每个人 
来说，都变成一 
个更好的地方。 



法老王的司膳长和 
司酒长也在狱中。 



有一天，约瑟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愁容满 
面呢？” 



这两个烦恼的人回答：
“没有人能讲解我们 
的梦。”  



约瑟说：“神能够！
你们把梦告诉我。” 



约瑟对司酒长说：“你的梦表示三 
天之内，法老王会帮助你官复原职。 
           你到时 
           要记得我， 
           请求法老 
           释放我。” 



司膳长的梦包含坏消息，约瑟说： 
“你会在三天内死去。”结果这两 
           个梦的讲解 
           都应验了。 



可是司酒长忘记了约瑟， 
直到有一天， 
 
 
 
 
 

          法老醒来 
后心里不安，说： 

“我做了一个梦。” 



他的智慧人中没有一 
个能为他解梦。 
 
 
 
 
 
 

          那时司酒长才 
              想起狱中的约瑟， 

于是向法老提起他。 



法老立刻召见约瑟， 
约瑟对王说： 



“你的梦是神给你的讯息， 
埃及将会有七个大丰年， 
之后是七个荒年。” 



约瑟建议法老： 
“现在要计划在这七 
个丰年期间储粮， 
否则你的人 
民会在荒年 
时饿死。” 



法老宣告： 
“神是与你同在， 
你可以管理 
埃及全地。 
你在全国中， 
地位只在 
我以下。” 



七个大丰年来了，之后是七个荒年， 
除了埃及早前明智地储存了大量粮 
食外，到处都缺粮。 



在约瑟遥远的家乡， 
雅各一家正在挨饿。 



各国的人都往埃及买粮。 
雅各吩咐儿子们说： 



“你们也要去，否则我们会饿死。” 
儿子们到达埃及，准备买粮。 



雅各的儿子们在这个管理 
埃及的威严人物面前下拜， 
却认不出他们的弟弟约瑟。 



但是约瑟认识他们， 
他记起自己年幼时的梦， 
神已经提升他在哥哥们之上。 



约瑟充满智慧，他说话严厉， 
并留下他的哥哥 
西缅作人质。 



他命令说：“你们带粮食 
回家，然后带最小的 弟弟回来。
如此，我便知道你 
    们不是 奸细。” 



哥哥们认为神可能
因他们多年前出卖
约瑟而惩罚他们。 



雅各和他的儿子们都感到困惑， 
“我们的银子退回到粮食里， 
而那地的主说我们必 
须带便雅悯来。” 



雅各不肯让便雅悯去， 
可是不久那些食物都吃完了， 
兄弟们要回到埃及， 
而便雅悯也和他们一起去。 



当约瑟看见便雅悯，便吩咐仆人预备 
丰富的宴席，所有兄弟都获邀请。 
约瑟问：“你们的父亲还在吗？ 
他平安吗？”可能他在思考如何 
            使一家 
            团聚。 



约瑟也想知道他的哥哥 
们是否真的为多年前所 
犯的罪感到后悔， 
在宴席后， 
他指控他们偷窃， 
 
 

说：“为了惩罚 
你们，我会留下 
便雅悯作奴隶。” 



犹大哀求说：“我主，求
你把我 留下来代替他。” 
约瑟知道这个曾 
经提议卖掉约瑟 
的犹大真的 
改变了。 



约瑟无法再隐藏对亲人 的爱, 
 于是打发 所有埃及 人离开， 
                然后开始  
                  哭泣。 



“我就是你们卖到 
埃及的约瑟。” 

兄弟们都 
很惊惶， 
说不出一 

             句话。 



约瑟鼓励兄弟们，
说： 



“神立我作埃及的主， 
 
 
 
 
以致我能在 
这饥荒中拯救 
你们的性命。 



你们现在回去， 
 
 
 
 
 

带我父亲来， 
我会照顾你们。” 



雅各和约瑟在埃及重聚， 
 
 
 
 
他们整家都住 
在那地，过着平 
安和富足的生活。 



神给奴仆约瑟尊荣 
 

这故事是取自于圣经，那就是上帝的话语 
 

创世记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五章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章，第一百三十节 



终止 



神知道我们每人都做错事， 
神称这为罪。世人都犯了罪， 

罪的工价乃是死。 
 

  然而神却非常爱你， 
他甚至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赐给了你，

使他担当你的罪，替你死。 
所以你只有相信那位担当你的罪, 替你死而埋葬, 

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才能得救。 



如果你要悔改，得到神的赦免， 
你可以作这样的祷告： 

“神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相信耶稣替我死
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耶稣为我流血、受死、 

埋葬和复活。我现在愿意接受他作我的救主。 
我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赐给我救恩和永生。 

阿们。”你只有藉着对神话语和救恩 
的信心才能得救。  

 
在你得救以後，为了使你灵性长进， 

你每天应当  
（1）祷告 --- 你对神说话。 

   （2）读 圣经 --- 神向你说话。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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