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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生平帶出三個救恩的信息

• 信息一: 舊約時代的人如何得救

• 信息二: 約瑟生平救恩的信息

• 信息三: 得救重生者應有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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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能得救

• 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間﹐ 只有一位
中保﹐ 乃是下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他
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提前 2:5)

• 除基督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
、沒有賜 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使 4:12)

•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
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約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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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時代的人如何得救

•論到這救恩、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
早已詳細的尋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裏基督
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是指
著甚麼時候、並怎樣的時候。(彼前 1:10-11)
•舊約預言基督受苦難(詩 22,賽 52,53)後得榮耀
(賽 61:2)。
•摩西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 (來
11:26)。
•耶穌說,‘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的仰望我
的日子．既看見了、就快樂’(約 8:56)。
•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 (羅 5:14)。
•亞當,約瑟,摩西,約書亞,大衛,等都是基督的預像。

信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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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的背景

約瑟 耶穌

•牧養父的羊 創 (37:2) 約 (10:11)

•父愛他 創 (37:3) 約 (3:35-36)

•兄弟恨他 創 (37:4,5) 約 (15:18-25)

•他的權柄被否定 創 (37:8) 路 (5:24)

•父送他到兄弟處 創 (37:13,14) 約一(4:9)

•兄弟合謀殺他 創 (37:18) 約 (11:47-53)

信息一約瑟是基督的預像

人都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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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受苦難

約瑟 耶穌

•用銀子被出賣 創 (37:28) 太 (26:14-16)

•被誘惑 創 (39:7) 太 (4:1-13)

•被噬告 創 (39:16-18) 太 (26:59-68)

•本身沒有罪 創 (40:15) 林後(5:21)

•兩個犯人(一個得救,一個掉命)創 (40:2,3) 路 (23:32-43)

•寬恕害他的人 創 (45:1-15) 路 (23:34)

信息一約瑟是基督的預像

基督承擔了我們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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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得榮耀

約瑟 耶穌

•苦難後得榮耀 創 (41:41-43)腓 (2:9-11)

•權柄歸於他 創 (41:44) 約 (14,6)

•人應順服他 創 (41:55) 來 (5:9)

•他的名叫救世主 創 (41:45) 彼後 (1:1)

•他叫人脫離困境(罪的捆綁)創 (45:19) 羅 (8:2)

•得救是靠接受主 創 (45:18) 羅 (10:9,10)

信息一約瑟是基督的預像

要接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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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生平救恩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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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4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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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50:20)

•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祕的智慧、就是
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這智慧世上
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知道、就不
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 (林前 2:7, 8)

信息二

一切是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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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約瑟生平看重生者應有的表現

• 不敢得罪神 (創 39:9)

• 知道一切出如神 (創 40:8)

• 知道要敬畏神 (創 42:18)

• 信靠神掌管一切 (創 50:20)

• 有神的靈在裡面 (創 41:38)

信息三

得救後要有與我們地位相稱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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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生平救恩的結論

•人都有罪 (羅 3:10-20)

•基督承擔了我們的罪 (林後 5:21)

•一切是神的恩典 (創 50:20)

•要接受主 (羅 10:9,10)

•得救後要有與我們地位相稱的行為
(雅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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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人是靠接受基督得救- 1)新約, 2)舊約(信息
一)

• 要廣傳福音.基督的福音是從聽而來 (羅
10:17)

• 有未信的親友- 1)要作好榜樣(信息二),2)替
親友禱告 (約 14:12-14)

• 不肯定已故親友是否得救- 1) 不要失望 (創
37:35), 2)要信靠神的恩典 (路 23:32-43)

• 神是公義的(信息三) - 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
的人得益處 (羅 8:28,創 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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