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若瑟和他的兄弟的恩怨見證天主上智的安排
(11月8日進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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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智的安排



*

�開始祈禱

�創世紀人物的命運

�創世紀中的兄弟

�雅各伯的十二子

�若瑟在家庭, 工作和政治上的角色

�若瑟與他的兄弟如何交往

�天主怎樣參與在若瑟的故事中

�結束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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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55:遭難人的哀禱

２ 天主，求你側耳傾聽我的祈禱，求你不要迴避我的哀告。

３ 求你俯視我，並垂允我，我痛苦憂傷，嘆息悲號：

４ 由於仇敵的叫囂，並因惡人的吵鬧，因加於我的災禍，

怒中給我的騷擾，

５ 我的心在我胸內焦灼，死亡的恐怖籠罩了我，

６ 驚懼與戰慄侵襲了我，恐怖與煩惱淹沒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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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會遭受如此刧難 ?

�上主在那裡 ?

�為什麼上主會容許災難 , 痛苦 , 不幸發生 ?

�上主不是萬事皆知 , 無所不能的嗎 ?為什麼祂不聽我的哀

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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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難不斷重複在各位主人翁身上

� 至親間的叛逆和競爭

� 少小離家

� 亙相欺騙

� 謀殺 , 傷害 , 死亡

� 已定的命運 (年長的要服事年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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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音 - 亞伯爾

創4:8b 當他們在田間的時候，加音就襲擊了弟弟亞伯爾，將他殺死。

創4:9上主對加音說：「你弟弟亞伯爾在那裏﹖」他答說：「我不知道
，難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

�依市瑪耳-依撒格

創25:5亞巴郎將自己所有的財產都給了依撒格；

創25:6 至於妾所生的兒子【依市瑪耳】，亞巴郎給了他們一些禮物，
在自己活著時，就叫他們離開自己的兒子依撒格，打發他們向東去，
住在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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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撒烏-雅各伯

創27:41 厄撒烏因為他父親祝福了雅各伯，便懷恨雅各伯，心下思念
說：「為父親居喪的日期已近，到時我必要殺死我弟弟雅各伯。」

創33:3 他自己走在他們前面，七次伏地叩拜，直到來到哥哥前。

創33:4 厄撒烏卻向他跑來，抱住他，撲在他頸上吻他，兩人都哭了。

創33:15 厄撒烏說：「讓我留下幾個跟我的人陪著你。」雅各伯說：
「只要我能蒙我主悅納，又何必如此! 」

創33:16厄撒烏就在當天回了色依爾。

創33:17a 雅各伯卻動身往穌苛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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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b 看，兄弟們同居共處，多麼快樂，多麼幸福！

２像珍貴的油流在亞郎頭上，流在他鬍鬚上，又由他鬍鬚上
，流在他衣領上。

３又向赫爾夢的甘露，時常降落在熙雍山；因上主在那裏賜
福，又賜生命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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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伯的十二子

創35:22b 雅各伯的兒子共計十二人。

創35:23 肋阿的兒子：雅各伯的長子勒烏本、西默盎、肋未、猶大、
依撒加爾和則步隆。

創35:24 辣黑耳的兒子：若瑟和本雅明。

創35:25 辣黑耳的婢女彼耳哈的兒子：丹和納斐塔里。

創35:26 肋阿的婢女齊耳帕的兒子：加得和阿協爾：這些都是雅各伯
在帕丹阿蘭生的兒子。

-----------------------------------------------

勒烏本、西默盎、肋未、猶大、丹、納斐塔里、加得、阿協爾依、撒
加爾、則步隆、狄納(女兒)、若瑟、本雅明

猶大的出生 (創29:35) 她又懷孕生了一子，說：「這次我要讚頌上
主。」為此給他起名叫猶大。以後就停止生育。

若瑟的出生 (創30:23-24) 她遂懷孕，生了一個兒子，說：「天主拭去
了我的恥辱。」 她給他起名叫若瑟說：「願上主再給我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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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 夾縫中的若瑟 工作崗位 - 忠誠的若

瑟

政治 - 決策實施者若瑟

37:2 將兄弟的惡事報告給父
親

37:5 若瑟作了一夢，講給哥
哥們聽，因此他們越發惱恨他

37:11 他兄弟們都忌恨他；他
父親卻將這事存在心裏

37:14 以色列對他說：「你去
看看你哥哥們是否平安，羊群
怎樣；然後回來告訴我。」

37: 18 他們老遠就看見了他；
在他尚未來近以前，就已決定
要謀殺他

41:51 若瑟給長子起名叫默納
協，說：「天主使我忘盡了我
的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39:3-4 他主人見上主與若瑟同
在，又見上主使他手中所做的
事，無不順利；為此若瑟在
他主人眼中得了寵勞: 當時的
人也看見天主與若瑟同在.

39:7-9主人的妻子向若瑟以目
傳情，並且說：「你與我同睡
罷! 」他立即拒絕，對主人的
妻子說：「你看，有我在，家
中的事，我主人什麼都不管；
凡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我手
中。
在這一家內，他並不比我更有
權勢，因為他沒有留下一樣不
交給我；只有你除外，因為你
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這極惡
的事，得罪天主呢﹖」

41:28 這即是我對陛下所說：
天主已將他要作的顯示給陛下
了。

41:32-33 是表示這事已由天
主命定，天主就快要實行。
所以陛下現在應當尋找一個聰
明，有智慧的人，派他管理埃
及國。

41:41法郎又對若瑟說：「看，
我立你統治全埃及國。」

41:46 若瑟立於埃及王法郎前
時，年三十歲。他由法郎面前
出去巡行了埃及全國。

41:49 這樣若瑟聚斂了大量的
五穀，多得有如海沙，無法計
算，無法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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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37:3a 以色列愛若瑟超過其他的兒子

創37:4a 他的哥哥們見父親愛他勝過其餘的兒子

創37:5 若瑟作了一夢，講給哥哥們聽，因此他們越發惱恨他。

創37:14a 以色列對他說：「你去看看你哥哥們是否平安，羊群怎樣；
然後回來告訴我。」

創37:18 他們老遠就看見了他；在他尚未來近以前，就已決定要謀殺
他。

創37:22 勒烏本又對他們說：「你們不要流血；只將他丟在這曠野的
井裏，不可下手害他。」他的意思是想由他們手中救出他來，
還給父親。

創37:26 猶大遂對兄弟們說：「殺害我們的弟弟，隱瞞他的血，究竟
有什麼益處﹖ 

創37:35 雖然他的兒女都來安慰他，他卻不肯接受他們的安慰，說：
「我只有悲哀地下到陰間，往我兒那裏去! 」他的父親竟這
樣哀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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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41:51 若瑟給長子起名叫默納協，說：「天主使我忘盡了我的一切
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 是忘記, 不是原諒 forgotten but not forgiven !!

創42:21 他們彼此說：「我們實在該賠補加害我們兄弟的罪，因為他
向我們哀求時，我們見了他心靈痛苦，竟不肯聽；為此這場
苦難才落到我們身上! 」

….. 若瑟兄弟們真誠的慚悔 ??

創42:28b 他們心驚起來，彼此戰慄地說：「天主對我們所作的，是怎
麼一回事。」

….. 若瑟兄弟們不明白他們的父親,也不明白天主

創43:9 我【猶大】為他擔保，你可由我手中要人；如果我不將他帶
回，交在你面前，我在你前終生負罪 。

……  猶大成為看守弟弟的人

12



*

創50:15 若瑟的兄弟們見父親已死，就說：「或者若瑟仍懷恨我們，
要報復我們對他所行的一切惡事。 」

創50:18 後來他的兄弟們還親自來，俯伏在他面前說：「看，我們都
是你的奴隸! 」

創50:19 若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豈能替代天主﹖ 

….. 創3:10, 創26:24

創50:20 你們原有意對我作的惡事，天主卻有意使之變成好事，造成
了今日的結果：挽救了許多人民的性命。

創50:21 所以，你們不必害怕，有我維持你們和你們的孩子。」他這
樣撫慰他們，使他們安心。

創50:22 若瑟和他父親的家屬，以後就住在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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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50:1-14 雅各伯的喪禮

創50:15若瑟的兄弟們見父親已死，就說：「或者若瑟仍懷恨
我們，要報復我們對他所行的一切惡事。」

創50:16-17 …..求你饒恕你父親的天主的僕人們的過失
罷! 」若瑟聽他們對他說出這樣的話，就哭了起來。

創50:19若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 我豈能替代

天主﹖

創50:20 你們原有意對我作的惡事，天主卻有意使之變成好事
，造成了今日的結果：挽救了許多人民的性命。

創50:22-23若瑟和他父親的家屬，以後就住在埃及 …..

也都生在若瑟的膝下

創50:24-25 ……但天主要看顧你們，領你們由這地
回到他誓許給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的地方去
。…….當天主看顧你們時，你們應將我的骨骸由這
裏帶回去。」

創50:26若瑟的喪禮
14

A

A’

B

B’

C

C’

D

D’



*

�上主已安排及預定的終局

創50:20 你們原有意對我作的惡事，天主卻有意使之變成好事
，造成了今日的結果：挽救了許多人民的性命。

�上主參與其中

創39:3-4 他主人見上主與若瑟同在，又見上主使他手中所做的
事，無不順利；為此若瑟在他主人眼中得了寵勞: 當時的人也
看見天主與若瑟同在.

創40:8b 若瑟對他們說：「解夢不是天主的事嗎﹖

創41:32b 表示這事已由天主命定，天主就快要實行。

�受造物皆光榮天主並享受存在其中的喜樂

創50:19 若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 我豈能替代天主﹖

創45:7 天主派遣我在你們以先來，是為給你們在地上留下後裔
，給你們保全多人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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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造物皆參與在天主超見上智的安排中

創42:28b 他們心驚起來，彼此戰慄地說：「天主對我們所作的
，是怎麼一回事。」

創48:11 以色列對若瑟說：「連見你的面我都沒有料到；現今
，看，天主還使我見到了你的後裔。」

�萬物,包括罪與惡,也是按天主的引導,在祂所創造的宇宙, 漸趨

終點

創46:3 天主說：「我是天主，你父親的天主。你不要害怕下到
埃及去，因為我要使你在那裏成為一大民族。

創50:24 若瑟對自己的兄弟們說：「我快要死了；但天主要看
顧你們，領你們由這地回到他誓許給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
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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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上智的安排

Divine Providence

� Providence in general, or foresight, is a function of the virtue of 

prudence, and may be defined as the practical reason, adapting 

means to an end. 所有實施的行動皆指向上主已安排及預定的終局

� Providence is God Himself considered in that act (means) 上主參與
其中

� That end is that all creatures should manifest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reby attaining to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his nature and to 

eternal happiness in God. 終局是所有受造物皆光榮天主並享受存在其
中的喜樂

� Every beings are so for operations of the supernatural order.所有受
造物皆參與在天主超見上智的安排中

� He directs all, even evil and sin itself, to the final end for which the 

universe was created. 萬物,包括罪與惡,也是按天主的引導, 在祂所創
造的宇宙, 漸趨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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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還畏懼何人﹖上主是我
生命穩固的保障，我還害怕何人﹖

4.我有一事祈求上主，我要懇切請求此事：使我一生的歲月
，常居住在上主的殿裏，欣賞上主的甘飴慈祥，瞻仰上主聖
所的堂皇。

5.因為在我困難的時他日，祂將我藏在祂的帳棚裏；將我藏
在祂帳幕的深處，並將我高舉放於磐石。

7.上主，求你俯聽我的呼號，上主，求你憐憫我，垂允我。

9.求你不要向我掩住你的臉面，你發怒時不要將你僕人趕散
。你向來就是我唯一的救援；救我的天主，不要棄我不管。

11.上主，求你給我指示你的正路，

13.我深信在此活人地區，定會享見上主的幸福。

14.你要鼓起勇氣，期望上主！你要振作精神，期望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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