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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牧师 

今天我们会看创世记 40章。上次看了 39

章，39章主要就是谈一件事，就是约瑟

如何面对他主人妻子的诱惑。这个事件很

重要，因为圣经想告诉我们，约瑟是怎么

样的一个人，神为什么会看重这个人。 

敬畏神才是真智慧 

我们读 39章时，都同意约瑟的做法是对

的。我们会批评他主人波提乏的妻子对丈

夫不忠，还主动去色诱年轻人。我们都知

道如何分辨善恶，表扬善人、批评恶人。

但一回到现实生活，我们又会如何做选择

呢？ 

假设你是个女孩子，单位的老板是个已婚

男士，对你非常好，常常表扬你，还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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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有一天他邀请你下班后一起吃晚饭，

你明白他请你吃饭的意思，你会如何回应

呢？你会不会像约瑟那样拒绝他，跟他保

持距离，因为他是有妇之夫？还是你会看

这是一个好机会，对方经济条件很好，样

子也长得不错，何乐不为呢？跟他交往就

会得到他的关照，在单位里就会得到提拔，

工资也会蒸蒸日上。我猜今天大部分人都

会这么想。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们

会看这是一种桃花运。特别对男生而言，

如果女领导主动投怀送抱，那岂不是财色

兼收吗？反正没人知道，为什么要逃避呢？

在现实生活中，你真的会像约瑟那样回应

吗？在你看来，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

们都巴不得这种“试探”临到我们。 

你现在骂波提乏的妻子不要脸，但等你当

领导，有权力，有财力的时候，你也会做

这种不要脸的事去勾引别人。七夕快到了，

七夕节是中国人的情人节。前天我在新闻

上看到一个统计，统计说，95后的女生

主动去定酒店房间的比男生还多。因为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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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到了，大家都想约会，可能有些是谈恋

爱的情侣，有的可能是搞婚外情想幽会，

都赶在七夕，因为有气氛。这个统计说，

95 后的女生主动去定房间的比男生还多，

我不知道这个统计想告诉我们什么。可能

是想告诉我们，今天男女平等，男人干的

事女人更敢干。我们今天不害怕做不要脸

的事。若不想做糊涂人，我们就要敬畏神，

谨守圣经的教导。 

世界的荣华转瞬即逝 

我们看 40章 1-4节： 
1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

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2法

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3

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

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4护卫长

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

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 

我们不知道酒政和膳长在监牢里呆了多

长时间，这里只说“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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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具体多长，

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估计，约瑟当时大

概是 28岁，在埃及为奴有 11年了，这是

一个漫长的日子。 

酒政和膳长是

什么人呢？酒

政不只是给皇

上倒酒那么简

单。酒政是一个

很重要的官职，

是皇帝最信任的人才能胜任的。酒政是负

责给皇帝预备饮料的人。他必须先品尝饮

料，确保美味可口，更要确保没有毒，才

端给皇帝喝。膳长就是专门为皇帝提供食

物的负责人。当然不是他一个人负责，他

是负责这个部门的领导，底下有人帮他。

他也必须是皇帝信任的人。酒政和膳长必

须确保饮料和食物都没有毒，而且味道必

须是完美，才能端上给皇帝吃喝。 

埃及的皇帝就是法老，至于这两个人是如

何得罪了法老，圣经没说。有解经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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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宫廷里有人想要毒害法老篡位，后

来阴谋暴露了，法老就将一些可疑人物都

抓起来下在监里。这只是一个猜测，圣经

并没有说明原因。 

当你读 40章的时候，有没有问为什么膳

长和酒政要受苦？大部分基督徒不会问，

因为非基督徒不信神，受苦是应该的。但

一看到信神的人受苦，我们就很难接受。

我们以为信了神，每一天都是风和日丽、

平静安稳，不会有苦难临到我们。一旦遇

到苦难，很多基督徒就会抱怨，开始怀疑

神是不是真的。所以基督徒面对苦难会比

非基督徒更痛苦，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 

事实是，全世界的人都要受苦，信神的人

也不能幸免，约瑟就是一个实例。酒政和

膳长虽然是朝廷高官，有财有势，灾难也

一样会临到他们。圣经常常用大海来比喻

这个世界。大海的特征是什么呢？大海是

好还是不好呢？如果不好，为什么那么多

人喜欢坐游轮出海呢？可见大海有它吸

引人的地方。风平浪静的时候，你可以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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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畅游，享受日光浴，欣赏日出日落，

一切都非常美好。但是，一旦风云变色，

翻起浪来，就会要你的命。圣经用大海来

比喻这个世界是非常的恰当，因为这个世

界是不可靠的。不要因为这世界能给你短

暂的好处，你就倚靠这个世界。酒政和膳

长就是一个实例，他们虽然是埃及高官，

一夜间就成了阶下囚，膳长甚至还丧了命。 

护卫长认识约瑟的为人 

法老把酒政和膳长交给了护卫长。护卫长

的家就是他办公的地方，我猜应该是一个

很大的监牢房。虽然酒政和膳长要坐牢，

因为他们是大官，护卫长要很小心待他们。

如果待他们不好，将来平反了，他们就会

报复护卫长。所以护卫长必须找一个他信

得过的人来伺候他们。护卫长就把酒政和

膳长交给了约瑟照看。可见在护卫长的眼

中，约瑟是最值得信任的人！ 

这一点出乎我们意料。护卫长把约瑟下在

监里，我们以为他信了妻子的话。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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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我们留意到，护卫长还是非常信任约

瑟的。我怀疑他根本不相信他妻子控告约

瑟的话。作为丈夫的护卫长，他不可能不

知道自己妻子的品行。可能是出于面子的

缘故，护卫长不想让人知道是自己的妻子

勾引约瑟，所以只好把约瑟下在监里。尽

管护卫长把约瑟下在监里，他对约瑟还是

很信任的，因为他知道约瑟的为人。 

可见我们平时的为人至关重要。你不需要

整天表扬自己、提说自己的优点；你也不

要论断人，因为论断人并不能提高你的形

象。你的为人如何有目共睹，越靠近你的

人看得越清楚。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为人

如何，可以问你的配偶，你的配偶是最了

解你的。 

我觉得这个细节很重要，它让我们看到约

瑟在波提乏的心目中还是一个非常值得

信任的人。 

神可以借着梦向人说话 

我们继续看 5-8节： 



8 

5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

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

有讲解。6到了早晨，约瑟进到

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
7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

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

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8

他们对他说：“我们各人做了一

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

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

告诉我。” 

今天我们不会谈这两个官做梦的内容，因

为这不是 40 章的重点。这里只是想告诉

我们，神与约瑟同在，他赐给约瑟解梦的

恩赐。从创世记里我们可以看到，神非常

乐意向人说话。神不只是跟亚伯拉罕、以

撒、雅各这样的伟人说话，他也借着梦跟

膳长和酒政说话，之后还跟法老说话。在

创世记的开始，神是直接跟人说话的，随

着时间的推移，罪导致人跟神的关系日益

疏远，人与神的交流越来越少。尽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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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并没有放弃向

人说话，其中一

个方法就是透过

梦来向人说话。 

当你读 40章时，

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你有这样的经历

吗？你有没有做过一些梦，后来事情竟然

应验了？我妈妈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妈

妈去教会的时候已经七十岁了，她参加了

一段时间后，心里就很想受洗。但因为年

纪大，听讲道有时候听不清楚，又记不住

内容，所以不敢跟牧师说她想洗礼，因为

害怕牧师问她圣经问题，她回答不了。但

她心里面是很想受洗做基督徒的。有一天

晚上她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里见到

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对她说：“你可以去

受洗了！”然后就醒了。她醒了后记得非

常清楚，认为这是神在跟她说话。她就硬

着头皮找牧师谈受洗的事，牧师就同意了。

神就是这样鼓励我妈妈委身成为基督徒

的。当我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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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借梦指示她。 

神今天依然会借着梦跟人说话。很多年前

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我只认识教会的负

责人，不认识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在那里

连续讲了几天的道。到了最后一天，有一

个女孩子跑来找我，她很年轻，大概二十

几岁，短头发的。我为什么要强调头发呢？

因为跟谈话的内容有关。她说要告诉我她

做的一个梦，看看我能否解释梦的含义。

在梦里她看到天上有一个女人，长头发的，

从天上掉下来。掉下来后，就有一群男人

跟着她走。她问我这梦有什么含义？我不

知道这梦有什么含义，但不知道为什么当

时我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那梦中的

女人就是你？”其实这是一个问题，不是

结论。她当时很吃惊的看着我。梦里的女

孩子是长头发的，她是短头发的，我是不

可能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我只是冲口问

了一个问题，她却以为我真有解梦的能力。 

然后她就告诉我，梦里的这个女孩子就是

她自己。她告诉我她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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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她十几岁的时候就跟一些朋友到深圳

打工。起初是在工厂工作，后来认识了一

些以卖淫为生的女孩子，因为贪财，就跟

随她们去卖淫。卖淫收入可观，生活很自

由，白天基本上就是睡觉，下午起来就是

吃、喝、玩，晚上才“工作”。一年后，

她认识了一个香港人，这个香港人就包养

了她（那时香港刚回归不久）。那时的生

活条件更好了。她有一套豪宅住，每个月

还有非常可观的生活费，她不需要出去工

作，每天只是吃喝玩乐。香港人不在深圳

时，她就很自由，来了只需要陪他生活几

天。 

一年多之后，她开始做这个梦，并且是反

复做同样的梦。她觉得有点不妙了，感觉

这梦是来自上天的，于是她就决定回家。

回到家后，她就想到教会看看，于是就来

了教会。她是刚来了教会不久。她一直都

怀疑这是上天给她的梦，警戒她不能再这

样放纵下去了。听了我的讲道后，她终于

肯定是神带她回来的，所以她决定要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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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认识神。 

这就是神借着梦跟一个非基督徒说话的

实例。创世记 40章所记载的，是今天我

们也可以经历到的。神还在不断地向我们

说话，可能是借着梦或者其它方法，关键

是你愿意听吗？可能是透过读圣经、听讲

道、听基督徒的分享时，突然间有一句话

触动你的内心，令你愁闷不安（这正是酒

政和膳长的感受），逼着你要去反省、思

想。不要轻看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神在

向你说话。 

神是如何预备约瑟将来承担重任 

我们继续看 14-15 节： 
14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记念

我，施恩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

我，救我出这监牢。
15
我实在是

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

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

我下在监里。 

约瑟向酒政做了一个请求，求他救他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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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牢。从这番话就能感受到约瑟内心里的

愁苦。不要以为有信心的人就不会有灰心

的时候。有信心的人有时候也会困惑、消

沉，因为不知道何去何从。约瑟在埃及已

经 11 年了，现在还身处在牢里，他这一

生是不是要在牢里度过呢？约瑟心里愁

苦、迷茫，因为他不明白神为什么让他经

历这一切的不幸。 

所以从这句话就能感受到约瑟的迷茫和

消沉，他很想重获自由，但这是不可能的。

约瑟觉得这应该是神提供的机会，所以他

就抓住了这个机会，请酒政记念他，因为

酒政经常见到法老，可以代他求情。 

我们继续看 20-23 节： 
20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

他为众臣仆设摆筵席，把酒政和

膳长提出监来，21使酒政官复原

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
22

但把膳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

们所解的话。23酒政却不记念约

瑟，竟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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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将他所有的盼望寄托在酒政身上，结

果“酒政却不记念约瑟，竟忘了他”。如

果你是约瑟，你有什么感受呢？你肯定会

非常气愤，酒政竟然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不但你会生酒政

的气，可能也会

生神的气，因为

神没有听你的祷

告。 

如果把你放在约瑟的位置，你肯定相信这

是神给你的机会，你会把期望寄托在酒政

身上，也深信神会借着他拯救你。于是你

就天天为这事祷告，充满盼望地祷告。可

是等候了一段日子，却了无音讯，你还会

相信神吗？ 

既然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巧合，背后

肯定有原因，那么神到底想教导约瑟什么

功课呢？40 章是以“酒政忘记了约瑟”

结束的，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神借

此要让约瑟明白，人是不可靠的，这是第

一点。人连自己的明天如何都不知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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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倚靠他呢？酒政为什么忘了约瑟，

我们不知道。他不可能忘记约瑟，很可能

是刚刚恢复官职，不敢向法老提太多请求，

免得又得罪法老。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假设

神按照约瑟的想法帮助他，酒政没有忘记

他，为他向法老求情，法老也赦免了约瑟，

结果又如何呢？约瑟出狱后就会回迦南

地，他不可能成为埃及的宰相，创世记就

没有 41章和之后的内容了。如果你要用

人的方法行事，创世记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所谓的相信神，其实就是相信神会按

照我的想法行事。很多基督徒信了神几年

后就不信了，因为他发现很多事情神都没

有按照他的想法行事，所以最后就跟神翻

脸了。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问题就出

在你还不懂什么叫相信神。神是在教导约

瑟一个很重要的信心功课，相信神就是要

按照神的时间表和计划行事。这是第二点。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任何临到我们身上

的事都不是巧合，背后都有神的心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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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耐心等候。 

第三点，神要约瑟学习做仆人。约瑟在家

里被爸爸宠坏了，他不懂得服侍人，不懂

得做仆人。在创世记 39-40章这段日子里，

约瑟是在学习如何做仆人。神用了 13年

的时间教导他如何做仆人，如何服侍人。

可能你觉得这个跟你没关系。其实这是每

个基督徒当学的功课。很多基督徒想参与

教会的服侍工作，表面上是在学习服侍，

实际上是在表现自己。这种的服侍效果是

不好的，也不蒙神的喜悦。圣经要我们学

习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耶稣）来

不是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 

想想今天的各行各业，其实每个行业都应

该是服务老百姓的，无一例外。假设你是

医生，你的责任就是服侍病人。我们今天

的价值观是扭曲的，做医生是为了高收入，

不是为了服务有病的人。今天很多行业都

已经变质了。包括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

他们关注的是如何搞项目，提高自己的政

绩，有利自己升官发财。他们完全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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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官”的职责，不再是服侍百姓，而

是为自己敛财。 

约瑟将来要当宰相，宰相是更大的仆人，

因为他要服侍的不是一两个人，不是一个

家庭，而是整个国家的老百姓。他必须有

做仆人的意识，才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为

自己谋私利。神在降重任与约瑟前，用了

13 年的时间教导他如何做仆人，如何服

侍人。神向他的意念可谓用心良苦。 

第四点，神让约瑟经历被人诬告的痛苦，

借此让他懂得恨恶罪。约瑟若没有经历罪

的苦果（被人诬告），他不懂得恨恶罪，

当了宰相后也不会秉公行义。我们常常问，

神为什么要让基督徒受苦，仿佛神很喜欢

看人受苦。你必须明白，只要有人犯罪，

就有人要承担罪的后果。基督徒生活在这

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必须承担别人犯罪的

后果，而且比非基督徒更多。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人家对你不好，你可以报复他；

信了主后，若有人对你不好，你非但不能

报复他，还要恩待他。以善报恶不是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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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为了抵消罪的后果，不让它进一步扩

散。 

所以约瑟的受苦经历非常重要，神要他明

白犯罪会给人带来极大的痛苦。约瑟品尝

过这些罪的苦果后，他会更坚定地敬畏神，

恨恶罪恶，坚守公义。这样，他才能配得

做埃及的宰相，埃及才能在他的带领下蒙

神祝福。 

约瑟的经历不是消极的，从中可以看到神

花了很多心思栽培他，预备他将来能够被

神重用。但愿我们能够看到神在约瑟生命

中的工作和带领。愿神借着他的经历鼓励

我们信靠神，学习做仆人。神希望我们都

能成为一个约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成

为别人的祝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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