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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讀經班
創世記1-11章

2019年4月28日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讀經者的信念

1. 我相信聖經是神純全無誤的話語, 是基督徒信仰和
生活的最高準則

2. 我相信神會藉著聖經向他的兒女說話

3. 我相信一個人若是喜愛神的話語, 並且謹守遵行, 這
人便為有福

4. 我相信教會若要復興, 主的道必須先興旺



讀經者的禱告

1. 願主光照我, 使我明白聖經

2. 願主祝福我讀經的日子

3. 願主的道興旺



讀經班金句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
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
各樣的善事。（提後3:16-17）



讀經班的要求

1.每日靈修

2.每次上課之前讀完10章聖經

3.參加隨堂測驗

4.不無故遲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課態度



摩西五經的主題

書名 主題

創世記 萬物的起源（萬物的起頭和神
救贖計劃的起頭）

出埃及記 作神的子民（神拯救人的目的）

利未記 如何親近神（與神同在和與神
同行的條件）

民數記 曠野的歷程（人的失敗）

申命記 重申愛的命令（神的恩典）



創世記大綱

一.創造: 世界的起源 (1-11章)

1.創造: 世界, 人類, 婚姻

2.墮落: 罪的起源，進入世界，加深， 與擴散

3.洪水與方舟: 神對罪的審判，審判中的救贖

4.巴別塔: 人類的自高與種族的分散

二.救贖: 以色列的起源 (四族長， 12-50章)

1.亞伯拉罕: 蒙神揀選並以信心回應的人 (救贖計劃的開始)

2.以撒: 繼承應許的人

3.雅各: 蒙神恩待並開始以色列民族的人

4.約瑟: 拯救全族的人 （耶穌的預表）



創世的兩次記載 （1，2 章）

1. 創世的總論(廣大的角度) : 創世記1:1-2:3

重點是創造天地。

這是創世的總論，從造光開始，廣泛論述萬物的受造。

最後於創造人類時達到了創造的最高峰。

2. 創世的專論(細微的角度) : 創世記2:4-25

重點是創造人類。

將焦距集中在人的身上，詳細敘述人類被造的經過。

神造了有靈的活人。

神為人類安排居住的環境。

神為人類安排配偶。



創世的讚歌1:1-2:3

創世記1:1-2:3是一首精心設計
的詩歌, 許多重要的名詞都以
「七」的倍數出現，如: 

「神看著是好的」七次

神「發命令」七次

「天」和「地」出現廿一次

「神」出現卅五次

對於詩歌的解釋，重要的是領略
其主旨，而不是完全按照字面解
釋

創世記第一章的主旨是告訴我們
有一位造物主，這宇宙是神奇妙
的創造，而非以科學的角度來敘
述造物的過程

由3﹑6﹑9﹑11﹑14﹑20﹑ 
24﹑ 26 中神”要“這個字看見
神無比的權能

因為他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詩33:9]



創造中的對稱

第一日：光

第二日：空氣

水

第三日：陸地

第四日：光體（日、月、星）

第五日：空中的飛鳥

水裡的魚

第六日：陸上的走獸，人



分開與充滿

分開 充滿

 第一日：分開光與暗

 第二日：分開天上的水和

地上的水

 第三日：分開水和陸地

 第四日: 以日月星辰充滿太空

 第五日: 以飛鳥充滿天空, 

魚充滿水中

 第六日: 以動物，人類充滿陸
地



創造與製造

原文所用到的兩個字眼

創造 to create (Bara’) ：有「使無變有」之意。原本什麼都沒有，
但神說有，就有!

起初，神創造天地[1:1]

神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1:21]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1:27]

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2:3]

製造 to make (Yasar): 指「以材料製造」。神也以現有的材料製造

耶和華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2:7]



各從其類

神於變化之中建立了秩序，使天下的生物其各從其類，類與類之間有
天然的界線，不容跨越。若是強行跨越，必將導致不良的後果。

 1.地發生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各從其類。

 2.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

 3.神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從其類。

 4.又造飛鳥，各從其類。

 5.神造出野獸，各從其類。

 6.牲畜各從其類。

 7.地上一切昆蟲各從其類。神看著是好的。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1.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

 2.稱旱地為「地」，稱水的聚處為「海」，神看著是好的。

 3.於是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各從其類；並結果子的樹木，
各從其類；果子都包著核。神看著是好的。

 4.就把這些光擺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晝夜，分別明暗。神
看著是好的。

 5.神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從其類；又造
出各樣飛鳥，各從其類。神看著是好的。

 6.於是神造出野獸，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一切昆蟲，
各從其類。神看著是好的。

 7.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六日有多長？

 創世記說，神以六日創造了天地。

 這六日，是一日24小時的六日，還是另有其意？

 一日24小時，是因地球對著太陽自轉而形成的，每轉一圈是一
日，有日出，有日落。可是，太陽於第四日才出現，那麼，前
面的三日是怎麼算的？

 原文的日（yom），可解釋為日子，也可解釋為時期。

 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神的日子與人的日子不同。

 六日乃是神的日子，對神來說是六日，對人來說則未必如此。



創造的高峰：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
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
一切昆蟲。」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形象乃是指神的屬性，如人內心的道德律，愛心等，而非指神的
外貌，因為神是靈，並無外在的形象。

1.神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人具有神的屬性，如智慧，慈愛，公義，
善良，尊嚴等。

2.神的屬性是無限的，人的屬性卻是有限的。

3.神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男人和女人都具有神的屬性。



創世紀的自然分段

 1. 2:4：創造天地的來歷，乃是這樣…

 2. 5:1：亞當的後代，記在下面…

 3. 6:9：挪亞的後代，記在下面…

 4. 10:1：挪亞的兒子閃、含、雅弗的後代，記在下面…

 5. 11:10：閃的後代，記在下面…

 6. 11:27：他拉的後代，記在下面…

 7. 25:13：以實瑪利的兒子們，按著他們的家譜，記在下面…

 8. 25:19：亞伯拉罕的兒子以撒的後代，記在下面…

 9. 36:1,9：以掃就是以東，他的後代記在下面…

 10. 37:2：雅各的記略如下… 



聚焦人類的被造

 創2:5 野地還沒有草木，田間的菜蔬還沒有長起來；因為耶和華 神
還沒有降雨在地上，也沒有人耕地。(局部性)

 耶和華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
靈的活人，名叫亞當。原文亞當就是”人” ，是”土”的字根

人天生就有神的靈氣在，因為有罪而敗壞，一直要到被救贖之後，
靈性才會重新復甦。

 伊甸園：推測應於古代的巴比倫，現今伊拉克。但實際位址不可考。



神的祝福與托付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
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
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神賜福人類，使他們生養眾多，遍滿地面。

神託付人類，使他們管理萬物。



人是神的管家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
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神要人類管理他所造的世界。

神是世界的主人，神將所造的世界託付給人。

人是神的管家，有責任將世界維持於良好的狀態，並
且向神交帳。



“我們”的解釋

神向眾天使宣佈（×）

三一真神的複數性（√）

 希伯來文中有單數，雙數和復數三種形式。在聖經中，「神」這個
字是希伯來文的 Elohim，這是一個複數名詞，是指「三位神」，整
部舊約聖經都用Elohim來指神，有三位。

 創世記第一節：「起初，神（Elohim）創造天地」，Elohim是指三
個，動詞（創造）卻用了單數，用複數名詞來指上帝，但是搭配的
動詞卻是單數。 暗示著上帝是三位一體的神。



神乃是造男造女

1.男女受造平等

 A.成分平等：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照神的樣式，以地上的塵土所
造。

 B.地位平等：男人和女人在神面前同樣重要。

2. 男女受造有別

 A.構造有別：神乃是造男造女，男人和女人天生就在生理和心
理的構造上有所不同。

 B.功能有別：女人生子，男人耕地，在家庭和社會中，男人和
女人具有不同的功能，扮演不同的角色。



神對家庭的心意（1）

1. 人需要同伴：

a.當時雖然已有鳥獸，但是鳥獸不能滿足人類內心的需要。

b.夫妻是伴侶：有靈的活人，需要有靈的活人，互相為伴。

c.單身者或失侶者，雖然無侶，仍可有伴，與他人溝通團契。

2. 夫妻是配偶：

a.夫妻是互補的。男女受造有別，在生理，感情，心靈上相輔相成。

b.妻子是丈夫的幫手，丈夫是需要幫助的人。

c.神這樣安排，並沒有等級上的分別，只有功能上的不同。



神對家庭的心意（2）

3.神的婚姻計劃：

a.一男一女

b.一夫一妻

c.一生一世

4.夫妻是骨肉之親：

a. 夫妻是一體：亞當對夏娃說：「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b. 在所有的人際關係中，夫妻關係位居第一。

5. 神是一家之主：

a. 神為人成了家，有神才有家

b. 神是一家之主，是恩典和生命的來源，夫妻同心敬拜神則家庭蒙福



兩棵樹

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裡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
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和分別善
惡的樹。

生命樹：接受，接受從神來的生命，倚靠神的；沒有
禁止

分別善惡的樹：獨立，不需要倚靠神；神設的一個界
限



試探的步驟（3：1-6）

 1. 懷疑神的話語：

撒旦對夏娃所說的第一句話是：「神豈是真說？」

撒旦誘惑人的第一步，是叫他懷疑神的話語。

 2. 淡化罪的後果：

撒旦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撒旦讓人以為犯罪的後果並不嚴重。

 3. 攻擊人的弱點（約一2:16）：

A. 肉體的情慾：果子好做食物

B. 眼目的情慾：也悅人的眼目

C. 今生的驕傲：使人有智慧，如神能知道善惡



罪的後果（3：7-13）

犯罪是有後果的，這個後果就是隔離：

1. 人與神隔離：人原本是與神親近的，犯罪之後卻躲避耶
和華的面。

2. 人與人隔離：人與人之間原本是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一種坦誠相見的狀態），犯罪之後卻遮掩自己，互相怪
罪。

神造人時，是給人和神同在的豐盛生命，但人違反神的命
令後，”死”就入了世界，從聖經記載可看到”死”帶來
的後果有一個”漸進”的過程



神的宣判（3：14-19）

對蛇（魔鬼）

受咒詛，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

和女人彼此為仇、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對女人

 懷胎的苦楚

 戀慕丈夫；丈夫必管轄你

對男人

 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

 終身勞苦，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



該隱與亞伯（4章）

1.人向神獻上供物：自有人類以來就有了

2.神悅納的原則: 神先看中了人，然後才看中那人的供物

3.人與罪的關係：罪必戀慕你，你卻必須制伏罪

4.人類第一樁兇殺案：原因是忌妒，對象是自己的兄弟

5. 該隱的妻子從何而來？“神從一本(血脈)造岀萬族的
人來（徒17:26）”



亞當的後裔（5章）

 1. 男女受造平等：神照著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

 2. 敬虔的後代：塞特生子之後，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

 3. 以諾被神取去：以諾活到365歲，未曾經過死亡就被神接去

 4. 瑪土撒拉的長壽與神的恩典：瑪土撒拉死了洪水才來, 他的
長壽代表神的忍耐. (有人認為“瑪土撒拉”的意思是“死了, 它
就來 when he dies, it comes”，此說未能證實)

 瑪土撒拉 拉麥 挪亞

 187                      0

 369                    182            0

 969                     782         600 (洪水來臨)

 (969 殁)              (777 殁) 



神的兒子與人的女兒 （6：1-4）

解釋一：神的兒子是天使（約伯記1:6, 2:1），天使娶
人的女子為妻

解釋二：神的兒子是塞特的後裔（敬虔的後代），人
的女兒是該隱的後代（不敬虔的後代），敬虔的後代
與不敬虔的後代通婚，使人類陷於罪惡之中

解釋三：神的兒子是統治階級，人的女兒是平民百姓

偉人：身量高大(亞衲族人，民13:32-33)或是能力特
殊的人。其原文本意為墮落者



洪水的審判

1. 人類罪惡滔天：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充滿了強
暴

2. 一百二十年：「人的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年」，可
以解釋為人的壽命還可到120歲，也可以說是神容忍
等待不信從的人(彼前3:20)120年，然後洪水才來。

3. “傳義道的挪亞”(彼後2:5)：神藉著挪亞呼籲世人
悔改歸向神

4. 洪水是神對罪惡公義的審判：神因慈愛而容忍等待，
神因公義而施行審判



挪亞的反應

創6:22 挪亞就這樣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
樣行了。

創7：5 挪亞就遵著耶和華所吩咐的行了。



挪亞方舟

方舟是神的恩典：神為人類和世上的活物存留餘種

方舟是一個神蹟：能將各類的活物和一年的食物載上
方舟，是一個極大的神蹟

亞拉臘山：方舟停在亞拉臘山上（高16,854英呎，
5,137公尺），位於今日土耳其東南方，與伊朗交界處

橄欖葉子：在今日，鴿子口中叼著橄欖枝子（olive 
branch）是和平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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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拉臘山 Mountain Ararat



亞拉臘山 Mountain Ararat



天上的一張弓

耶和華聞那馨香之氣：神對人獻祭的悅納

挪亞之約：這是神第一次和人類立約，內容是「凡有血
肉的不再被洪水滅絕，也不再有洪水毀壞地了」。

不再有普世性的洪水：但是仍可能會有地區性的水災

彩虹是一個自然現象，神用一個自然現象來作為他立約
的記號

彩虹的原文是弓，神將他的弓高掛於天，表示止息刀兵



挪亞的後代（10章）

雅弗的後代：其中有瑪代，他施

含的後代：其中有古實，迦南，巴別，亞甲，非利士
人，西頓，赫，耶布斯，亞摩利

閃(Shem)的後代：其中有希伯，以攔，亞述，烏斯，
示巴

Q ：中國人是誰的後代？



雅弗的後代

雅弗

歌篾

亞實基拿

利法

陀迦瑪瑪各

雅完

以利沙

他施

基提

多單
土巴

米設

提拉

瑪代



含的後代

含

古實
西巴

哈腓拉

撒弗他

拉瑪

示巴

底但

撒弗提迦

寧錄

10:10-14麥西

弗

迦南

西頓

赫

耶布斯人

亞摩利人

革迦撒人

希未人

亞基人

西尼人

亞瓦底人

洗瑪利人

哈馬人



閃的後代

閃

以攔

亞述

亞法撒 沙拉 希伯

法勒

約坍

亞摩答

沙列

哈薩瑪非

耶拉

哈多蘭

烏薩

德拉

俄巴路

亞比瑪利

示巴

阿斐

哈腓拉

約巴

路德

亞蘭

烏斯

戶勒

基帖

瑪施







巴別塔（11章 1-9）

在示拿地造城並造塔：示拿地就是巴比倫地區，位於今日的伊
拉克

巴別(Babel)：就是巴比倫(Babylon)。這個字岀自於亞甲文，
原意為「神的門」，發音與「巴拉Balal」相近，「巴拉」就是
「變亂」或「混淆」之意。

造塔的原因：人類自高自大，遠離神，要傳揚自己的名

神變亂人類口音的原因：口音不變亂的結果，就是人類凡事靠
自己，形成無神的社會，與生命的源頭隔絕



巴別塔



從閃到亞伯蘭 （11章10-3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