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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便 ‧西缅、利未‧犹大‧约瑟

廿九32 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

大卫王被他的儿子押沙龙叛变，逃出耶路撒冷，
押沙龙把大卫后宫的妃嫔通通都接收…

卅14-16 流便往田里去，寻见风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

当时中东的习俗，

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
说：「你要与我同寝，
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茄把你雇下了。」
那一夜，雅各就与她同寝。
 风茄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春药
 雅各几个妻妾的争风吃醋，是非常严重的
卅五19-22 拉结死了。

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辟拉同寝。

前面一个王因为某些缘故，离开、死掉了，
前面一个王因为某些缘故
离开 死掉了
后面的王继承，连他的后宫都一起接收。
流便看到雅各最心爱的妻子拉结死了，
他害怕辟拉代替拉结的位置，就跟辟拉同寝；
；
雅各非常的忿恨…
到他临终为他的众儿子祝福的时候，
到他
终为他的 儿子祝福的时候，
雅
对流便责备得非常厉害。
各
流便虽然按照出生顺序是长子，
却不能够得着长子的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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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便 ‧西缅、利未‧犹大‧约瑟

‧流便 ‧西缅、利未 ‧犹大‧约瑟

在约瑟被卖的事情上，流便原本想要救约瑟，
后来犹大：「把约瑟杀掉有什么益处？还不如卖作奴隶。」
众兄弟听从了犹大、没有听从流便。

雅各的
雅各
的第二跟第三个儿子，都是利亚所生。
创世记三十四章 ─

示剑城的王子示剑，
玷污了雅各的女儿底拿
玷污了雅各的女儿底拿，
西缅跟利未就用计谋，
屠杀示剑城所有男人的性命
屠杀示剑城所有男人的性命。

后来雅各这些儿子到埃及去买粮食，
约瑟在用话语来试他们的时候，
他们觉得过去卖约瑟的罪 现在追上了我们；
他们觉得过去卖约瑟的罪，现在追上了我们；
流便自己也讲，那个时候你们不听我。
流便自己的话就证明 长子的领导地位已经失去了
流便自己的话就证明，长子的领导地位已经失去了。
四九3-4(雅各临终宣告)流便哪，你是我的长子，

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众。
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
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

‧流便 ‧西缅、利未 ‧犹大‧约瑟

西缅跟利未这两个支派，后来却是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路。

西缅支派原本的地业是在犹大支派的中间，
后来就完全消失了。

廿五13 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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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对
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
说 「
累我，
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有了臭名。」
四九5-7 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
；
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
卅四30

西缅跟利未也不能得着长子的名分。

‧流便 ‧西缅、利未 ‧犹大‧约瑟

虽然利未跟西缅曾经做过错误的事，
但是后来抓住每一次机会回转归向神，
站在上帝这一边，结果化诅咒成为祝福。

利未的后代虽然没有土地，
的后代虽然没有土地
却得着事奉上帝成为他们的祝福。
转捩点在摩西五经提到两件事情：
转捩点在摩西五经提到两件事情
 金牛犊事件，利未人听从摩西的吩咐，
跟上帝来 起来对付罪恶
跟上帝来一起来对付罪恶
 巴力毘珥事件 (民25:3-13)
利未人
利未人一个首领，亚伦的孙子非尼哈对付罪恶，
首领
的孙子非尼哈对付罪恶
上帝就赐福给他，与他立了永远的约

利亚

 以色列北国跟南国分裂的时候，
以色列北国跟南国分裂的时候
 北国的耶罗波安立凡民作祭司
 利未支派的祭司还有利未人，
利未支派的祭司还有利未人
就都来到耶路撒冷事奉神
 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
 犹大支派 ─ 君王
 利未支派 ─

祭司

君王跟祭司一起事奉神，得着上帝给他们的福气。

‧流便 ‧西缅、利未‧犹大 ‧约瑟

雅各的第四个儿子，也是利亚所生的，
犹大的名字意思就是赞美，
上帝赐福给利亚四个儿子，她赞美上帝。
这名字也变成雅各为犹大祝福时 个双关语
这名字也变成雅各为犹大祝福时一个双关语，
用这个词来赞美、来预言。

赞美你…

四九8-12犹大啊，你弟兄们必

雅各给他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
犹大是第 个得着完全
犹大是第一个得着完全祝福的；
；
最核心 ─

‧流便 ‧西缅、利未‧犹大 ‧约瑟

犹大早年，没有特别突显他的地位，
三十七章 ─ 雅各的儿子出卖约瑟，
雅各的儿子出卖约瑟
开始显出犹大的领导地位。
犹大对众弟兄说：
犹大对众弟兄说
「我们杀我们的兄弟，有甚么益处呢？
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骨肉。」
众弟兄就听从了他。

卅七26-27

君王要从犹大的后裔里面产生。
要从犹大的后裔里面产生

‧流便 ‧西缅、利未‧犹大 ‧约瑟
三十八章

─ 犹大的儿子死了，媳妇她玛用计跟犹大发生关系，

卅八24 25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
卅八24-25
约过了三个月 有人告诉犹大说：

「你的儿妇她玛作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
犹大说：「拉出她来 把她烧了！」
犹大说：「拉出她来，把她烧了！」
她玛说：「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
我就是从谁怀的孕 」
我就是从谁怀的孕。」
她玛要从犹大家的男丁生出后裔，
为原先的丈夫留下名号；
争取自己的权益，也是执行律法的规定。
卅八26 犹大承认说：「她比我更有义。」

从任意妄行，变成向上帝悔改认罪的人。

‧流便 ‧西缅、利未‧犹大 ‧约瑟

犹大在约瑟跟兄弟们相认的事上，更加显出领导的地位。
─ 约瑟把事情弄僵了，他要把便雅悯留下来，
便雅悯的行囊里，发现约瑟的占卜用的杯。
这时犹大出面来讲话：
时
来讲

四十四章

我父亲说：「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离开我出去了；现在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
一个离开我出去了；现在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
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
白发苍苍 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 」
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
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作我主的奴仆。

四四27-33

 犹大感人肺腑的说词，使事情有了转变
 自愿代替便雅悯受罚，表明对父亲的孝心；
为出卖自己弟弟的事上，真诚悔改的心

‧流便 ‧西缅、利未‧犹大 ‧约瑟

雅各临终的遗言里，第一个真正祝福的对象就是犹大，
 预言将来君王要从犹大的后裔产生出来
 犹大胜过仇敌，他的众兄弟都要赞美他
双关语 ─ 赞美，犹大的名字的意思，
圣经里这个赞美只用在上帝身上，
不用在 般人的身上。
不用在一般人的身上

赞美你！

四九8 犹大啊，你弟兄们必

犹大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平凡的人，而是具有神的性情，
他要像神 样接受众人给他的赞美，
他要像神一样接受众人给他的赞美
就是后来的耶稣基督弥赛亚。
他像狮子一样
他像狮子
样，得胜、胜过仇敌，
得胜 胜过仇敌
他的众兄弟就要来赞美、敬拜他。

‧流便 ‧西缅、利未‧犹大 ‧约瑟
四九10

直等细罗来到…

结廿一27
四九10
四

我要将这国倾覆 直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
我要将这国倾覆，直等到
来到

直等权柄属于他的来到，万民都必归顺。

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
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
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
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
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

四九11-12

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国泰民安、万民昌盛的繁荣景象。
犹大得着了上帝给列祖祝福的中心
犹大得着了上帝给列祖祝福的中心，
 第十七章 ─ 亚伯拉罕
 三十五章 ─ 上帝的祝福转给了雅各
 四十九章 ─ 从雅各转给了犹大

‧流便 ‧西缅、利未‧犹大‧约瑟

约瑟的一生就是一个得胜的君王，
是雅各最心爱的妻子拉结所生，
名字的意思就是增添、添丁，
果然拉结再生了便雅悯。
果然拉结再生了便雅悯
便雅悯出生的时候，拉结因为难产死掉了。
约瑟是在雅各众儿子中最受宠爱的，
为他做了彩衣给他穿上。
约
约瑟的一生里有很多的梦，
梦
曾经连着做两个梦，说给他的众兄弟听 ─
不但是哥哥们要拜他，
连爸爸、妈妈也都要拜他。
他的众兄弟就产生了忿恨嫉妒，后来就把他给出卖了。

‧流便 ‧西缅、利未‧犹大‧约瑟

 约瑟做的第一个梦
约
第 个梦 ─
众兄弟的禾捆来向他下拜，
约瑟的有生之年就亲眼看见。
约瑟的有生之年就亲眼看见
 第二个梦 ─
天上的星星、月亮、太阳向你下拜，
难 我 你 妈妈都要 你 拜
难道我跟你的妈妈都要向你下拜吗？
其实是预表犹大以后的君王 ─ 耶稣基督。
 为他的囚友解梦，非常的真实
 为法老解梦，自己也得着宰相的地位
 兄长来买粮，约瑟跟他们相认
长
约
圣经里不断的记载，
里不断的记载，
约瑟逐渐显出他得着了长子的名分。

‧流便 ‧西缅、利未‧犹大‧约瑟

雅各临终以前，为约瑟两个儿子祝福祷告。
约瑟是智慧人，知道自然的顺序
雅各是属灵人、先知，明白属灵的顺序
雅各就把右手就放在年幼的儿子身上，
左手放在年长的儿子身上，
立年幼的在年长的以上。
雅各临终的祝福，约瑟的部分最长，
 代表约瑟得着很大的福气 ─ 长子的祝福
 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玛拿西，各成为一个支派
 犹大得着君王的应许
 约瑟得着长子的祝福
 雅各的儿子成为上帝赐福的中心，
雅各的儿子成为上帝赐福的中心
要把上帝的福气带到全人类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