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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被舊主人波提乏
錯誤地關進監獄。 



在獄中， 
他服從命令和樂於助人， 
深得監獄長信任， 
被委派安排囚 
犯的生活。 



因為神與約瑟同在， 
這個監獄對每個人 
來說，都變成一個 
更好的地方。 



法老王的司膳長和 
司酒長也在獄中。 



有一天，約瑟問他們：
“你們為什麼愁容 
滿面呢？” 



這兩個煩惱的人回答：
“沒有人能講解我 
們的夢。” 



約瑟說：“神能夠！ 
你們把夢告訴我。” 



約瑟對司酒長說：“你的夢表示三天 
之內，法老王會幫助你官復原職。 
          你到時要 
          記得我， 
          請求法老 
          釋放我。” 



司膳長的夢包含壞消息，約瑟說： 
“你會在三天內死去。”結果這兩個夢 
          的講解都 
          應驗了。 



可是司酒長忘記了約瑟， 
直到有一天，法老醒來後 
           心裡不安， 
           說：我做了 
           一個夢。” 



他的智慧人中沒有 
一個能為他解夢。 
 
 
 
 
 

   那時司酒長才 
           想起獄中的約瑟， 

於是向法老提起他。 



法老立刻召見約瑟， 
約瑟對王說： 



“你的夢是神給你的訊息， 
埃及將會有七個大豐年， 
之後是七個荒年。” 



約瑟建議法老： 
“現在要計劃 
在這七個豐年 
期間儲糧， 
否則你的人 
民會在荒年 
時餓死。” 



法老宣告： 
“神是與你同在， 
你可以管理 
埃及全地。 
你在全國中， 
地位只在 
我以下。” 



七個大豐年來了，之後是七個荒年， 

除了埃及早前明智地儲存了大量糧食外，
到處都缺糧。在約瑟遙遠的家鄉， 
         雅各一家正在挨餓。 



各國的人都往埃及買糧。雅各吩咐 
兒子們說：“你們也要去，                        
               否則我們 
               會餓死。” 
               兒子們到 
                達埃及， 
             準備買糧。  



雅各的兒子們在這個管理 
埃及的威嚴人物面前下拜， 
卻認不出他們的弟弟約瑟。 



但是約瑟認識他們， 
他記起自己年幼時的夢， 
神已經提升他在哥哥們之上。 



約瑟充滿智慧，他說話嚴厲， 
並留下他的哥哥 
西緬作人質。 



他命令說：“你們帶糧食 
回家，然後帶最小的 弟弟回來。 
如此，我便知道你 
們不是奸  細。” 



哥哥們認為神可能
因他們多年前出賣
約瑟而懲罰他們。 



雅各和他的兒子們都感到困惑， 
“我們的銀子退回到糧食裡， 
而那地的主說我們必 
須帶便雅憫來。” 



雅各不肯讓便雅憫去， 
可是不久那些食物都吃完了， 
兄弟們要回到埃及， 
而便雅憫也和他們一 起去。 



當約瑟看見便雅憫，便吩咐僕人預 
備豐富的宴席，所有兄弟都獲邀請。 
約瑟問：“你們的父親還在嗎？  
他平安嗎？”可能他在思考如何使一 
                         家團聚。 



約瑟也想知道他的哥哥 
們是否真的為多年前所 
犯的罪感到後悔， 
在宴席後， 
他指控他們偷竊， 

 
說：“為了懲罰 
你們，我會留下 
便雅憫作奴隸。” 



猶大哀求說：我主， 
求你把我 留下來代替他。” 
約瑟知道這個 
曾經提議賣掉 
約瑟的猶大真 
 
的改變了。 



         約瑟無法再隱藏對 
               親人的愛，                 
               於是  打發  
                所有埃 
                 及人離開， 
                 然後開始 
                 哭泣。 



         “我就是你們賣到 
        埃及的約瑟。” 

               兄弟們都 
                很驚惶， 
                說不出一 

             句話。   



約瑟鼓勵兄弟們，說： 



“神立我作埃及的主， 
 
 
 
 
以致我能在 
這饑荒中拯救 
你們的性命。 



你們現在回去， 
 
 
 
 
 

帶我父親來， 
我會照顧你們。” 



雅各和約瑟在埃及重聚， 
 
 
 
 
他們整家都住 
在那地，過著平 
安和富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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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故事是取自於聖經，那就是上帝的話
語 
 

創世記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五章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 
詩篇第一百一十九章，第一百三十節 



終止 



神知道我們每人都做錯事，神稱這為罪。
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價乃是死。 

 
然而神卻非常愛你，他甚至把自己 
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都賜給了你， 

使他擔當你的罪，替你死。 
所以你只有相信那位擔當你的罪,  

替你死而埋葬, 神使他從死裡復活的耶穌, 
才能得救。 

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 



如果你要悔改，得到神的赦免，你可以作這樣
的禱告：“神啊，我知道我是個罪人。 

我相信耶穌替我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耶穌為我流血、受死、埋葬和復活。 

我現在願意接受他作我的救主。 
我感謝你赦免了我的罪， 

賜給我救恩和永生。阿們。”   
你只有藉著對神話語和救恩的信心才能得救。  

 
在你得救以後，為了使你靈性長進， 

你每天應當  
（1）禱告 --- 你對神說話。 

   （2）讀 聖經 --- 神向你說話。 
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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