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也都以此為業。』這樣，你們可以住在歌珊地，因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
人所厭惡。」 
創 50:20~25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
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21 現在你們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婦
人孩子。於是約瑟用親愛的話安慰他們。22 約瑟和他父親的眷屬都住在埃及。
約瑟活了一百一十歲。23 約瑟得見以法蓮第三代的子孫；瑪拿西的孫子、瑪
吉的兒子也養在約瑟的膝上。24 約瑟對他弟兄們說：「我要死了，但神必定
看顧你們，領你們從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
地。」25 約瑟叫以色列的子孫起誓說：「神必定看顧你們，你們要把我的骸
骨從這裏搬上去。」 
詩 105:16-22 他命饑荒降在那地上、將所倚靠的糧食、全行斷絕。17 在他們
以先打發一個人去．約瑟被賣為奴僕。18 人用腳鐐傷他的腳．他被鐵鍊捆拘。
19 耶和華的話試煉他、直等到他所說的應驗了。20 王打發人把他解開、就是
治理眾民的、把他釋放．21 立他作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22 使他隨
意捆綁他的臣宰、將智慧教導他的長老。 
 

聖 徒 交 通 
Announcements 

我們誠摯地歡迎本週第一次來聚會的弟兄姊妹和福音朋友們，盼

望您在這裏找著屬靈的家。請您填妥記名單後交回給招待。 
一、教會禱告聚會在週三晚間 7:30，歡迎弟兄姐妹同心聚集為教會傳

揚福音禱告。 
二、週五讀經聚會將交通「福音書-12」，影印資料會後可向 Wendy 姐

妹索取，電子版會透過電郵寄送給弟兄姐妹，請花時間研讀默想，願

神賜給我們智慧明白祂的話。  
三、教會將於 4/9 主日下午 1 點開事奉聚會，事奉聚會將關心 CASGV
的兒童及青少年事工相關議題，請主日學老師、青少年輔導及家長們

一同參與交通。 
四、請弟兄姐妹為著 4/1-2 的宣教聚會預備禱告，教會將邀請普世豐盛

生命中心的宣教士顔明誠牧師及同工李開穠姐妹和中心主任徐忠昌牧

師到教會分享宣教事工。 
五、4/22 教會春遊，地點將選在 Santa Fe Dam Recreation Area，仲亮弟

兄接受邀請將負責整個活動的籌辦，若弟兄需要弟兄姐妹參與負責活

動的設計及事務，請大家熱心相助讓活動辦的盡善盡美。 
    本主日事奉 下主日事奉 

招 待 胡崇道弟兄，常小民姊妹 馬驄弟兄，王愛仙姊妹 
聲控錄音 溫若惟弟兄 馮志龍弟兄 
愛筵及整潔 王沈懷鳳姊妹，和平組 王李慕霖姊妹，仁愛組 

         聖 迦 谷 基 督 徒 聚 會 
    Christian Assembly of San Gabriel Valley 

 

 
 
主日敬拜聚會     Sunday Worship 

   9:15a.m.   建立聚會  Edification Class 
    成人主日學         
  10:00a.m.   擘餅聚會  Breaking of Bread 
    兒童主日學  Sunday School 
        福音班          Gospel Class 
  11:00a.m.   信息聚會   Message Meeting 

 
週三禱告聚會    Wednesday Prayer Meeting 

    7:30p.m.   敬拜及代禱  Worship and Pray 
  

週五讀經聚會        Friday Bible Study Meeting 
    6:45p.m.   愛筵   Dinner 
    7:30p.m.   聚會   Meeting 

 
 

8141 Hellman Ave. Rosemead, CA  9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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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o 一七年三月十二日 

主 日 敬  拜 聚 會 
一、擘餅聚會﹕                王銘中，王興桐      
    『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路廿二 19）    
二、信息聚會﹕ 
講員﹕史伯誠                            翻譯:溫承偉 
領詩﹕王興桐                            報告:王銘中 
司琴﹕音樂服事小組 
詩歌﹕H# 140 神的兒子，親愛救主 

信息：基督復活的見證人 

   第七篇 掌權的生命與分糧的生命 

       ——約瑟的見證 

經文：創 Genesis 37:1-4, 5-11, 25-28; 41:25-28, 37-44, 48-49;    
       45:1-9; 46:28-34; 50:20-25; 詩 105:16-22 
綱要： 

一、 約瑟的經歷是最像耶穌基督一生經歷的人 
二、 愛子與美麗的彩衣與異夢 
三、 被賣與帶著偉大使命下埃及 
四、 下監受苦神製作約瑟的性情 
五、 約瑟執掌天下最高權柄與儲糧與分糧 
六、 預言以色列人出埃及及為骸骨留下遺命 

 
創 37:1~4 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親寄居的地。2 雅各的記略如下。約瑟
十七歲與他哥哥們一同牧羊。他是個童子，與他父親的妾辟拉、悉帕的兒子
們常在一處。約瑟將他哥哥們的惡行報給他們的父親。3 以色列原來愛約瑟
過於愛他的眾子，因為約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給約瑟做了一件彩衣。 4 約瑟
的哥哥們見父親愛約瑟過於愛他們，就恨約瑟，不與他說和睦的話。 
創 37:5~11 約瑟做了一夢，告訴他哥哥們，他們就越發恨他。6 約瑟對他們說：
「請聽我所做的夢：7 我們在田裏捆禾稼，我的捆起來站着，你們的捆來圍着
我的捆下拜。」8 他的哥哥們回答說：「難道你真要作我們的王嗎？難道你真
要管轄我們嗎？」他們就因為他的夢和他的話，越發恨他。9 後來他又做了一
夢，也告訴他的哥哥們說：「看哪！我又做了一夢，夢見太陽、月亮與十一
個星向我下拜。」10 約瑟將這夢告訴他父親和他哥哥們，他父親就責備他說：

「你做的這是甚麼夢！難道我和你母親、你弟兄果然要來俯伏在地，向你下
拜嗎？」11 他哥哥們都嫉妒他，他父親卻把這話存在心裏。 
創 37:25~28 他們坐下吃飯，舉目觀看，見有一夥米甸的以實瑪利人從基列
來，用駱駝馱着香料、乳香、沒藥，要帶下埃及去。26 猶大對眾弟兄說：「我
們殺我們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甚麼益處呢？27 我們不如將他賣給以實瑪
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為他是我們的兄弟，我們的骨肉。」眾弟兄就聽從
了他。28 有些米甸的商人從那裏經過，哥哥們就把約瑟從坑裏拉上來，講定
二十舍客勒銀子，把約瑟賣給以實瑪利人。他們就把約瑟帶到埃及去了。 
創 41:25~28 約瑟對法老說：法老的夢乃是一個，神已將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
了。七隻好母牛是七年；七個好穗子也是七年。這夢乃是一個。27 那隨後上
來的七隻又乾瘦又醜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個虛空、被東風吹焦的穗子也是
七年，都是七個荒年。28 這就是我對法老所說：神已將所要做的事顯明給法
老了。 
創 41:37~44 法老和他一切臣僕、都以這事為妙。38 法老對臣僕說、像這樣的
人、有神的靈在他裡頭、我們豈能找得著呢。39 法老對約瑟說、神既將這事
都指示你、可見沒有人像你這樣有聰明有智慧。40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
民都必聽從你的話、惟獨在寶座上我比你大。41 法老又對約瑟說、我派你治
理埃及全地。42 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約瑟的手上．給他穿上細
麻衣、把金鍊戴在他的頸項上。43 又叫約瑟坐他的副車、喝道的在前呼叫說、
跪下．這樣、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44 法老對約瑟說、我是法老、在埃及
全地、若沒有你的命令、不許人擅自辦事。〔原文作動手動腳〕 
創 41:48~49 約瑟聚歛埃及地七個豐年一切的糧食、把糧食積存在各城裡、各
城周圍田地的糧食、都積存在本城裡。49 約瑟積蓄五穀甚多、如同海邊的沙、
無法計算、因為穀不可勝數。 
創 45:1~9 約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聲說：「人都要離開我
出去！」約瑟和弟兄們相認的時候，並沒有一人站在他面前。2 他就放聲大哭，
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聽見了。3 約瑟對他弟兄們說：「我是約瑟，我的父
親還在嗎？」他弟兄不能回答，因為在他面前都驚惶。4 約瑟又對他弟兄們說：
「請你們近前來。」他們就近前來，他說：「我是你們的兄弟約瑟，就是你
們所賣到埃及的。5 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裏自憂自恨，這是神差我在你
們以先來，為要保全生命。6 現在這地的饑荒已經二年了，還有五年不能耕種，
不能收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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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這樣看來，差我到這裏來的不是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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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們要趕緊上到我
父親那裏，對他說：你兒子約瑟這樣說：神使我作全埃及的主，請你下到我
這裏來，不要耽延。 
創 46:28~34 雅各打發猶大先去見約瑟，請派人引路往歌珊去；於是他們來到
歌珊地。29 約瑟套車往歌珊去，迎接他父親以色列。及至見了面，就伏在父
親的頸項上，哭了許久。30 以色列對約瑟說：「我既得見你的面，知道你還
在，就是死我也甘心。」31 約瑟對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說：「我要上去告
訴法老，對他說：『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從前在迦南地，現今都到我這
裏來了。32 他們本是牧羊的人，以養牲畜為業，他們把羊羣、牛羣和一切所
有的都帶來了。』33 等法老召你們的時候，問你們說：『你們以何事為業？』
34 你們要說：『你的僕人，從幼年直到如今，都以養牲畜為業，連我們的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