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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讀經班
創世記11-20章

2019年5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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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的主題: 萬物的起源

創造: 世界的起源(1-11章)

1. 創造：世界, 人類, 婚姻, 罪的起源

2. 墮落：罪的開始, 加深, 與擴散

3. 洪水：神對罪的審判

4. 巴別塔：人類的自高與種族的分散

救贖：以色列的起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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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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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閃到亞伯蘭 （11章10-32）

(??)



挪亞 閃 亞法撒 沙拉 希伯 法勒 拉吳

 950 600 438 433 464 239 239

西鹿 拿鶴 他拉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約瑟

 230 148           205 175 180 147            110

生命是神的祝福, 人因犯罪而失去神的祝福, 壽命日見減少

人若在基督裡, 就可獲得永生, 重享生命的美福

罪的影響：人類的壽命減少



聖經的特性之一

揀選性的記載: 從創造天地到一家一族

從創造天地到人類，從全人類（亞當）到挪亞，從挪
亞三族到閃一族，從閃族到他拉一家。

1. 創造天地的來歷記在下面（2:4）

2. 亞當的後代記在下面（5:1）

3. 挪亞的兒子閃、含、雅弗的後代記在下面（10:1）

4. 閃的後代記在下面（11:10）

5. 他拉的後代記在下面（11:27）



聖經的特性之二

普世性的目的: 從一家一族到萬國萬民

聖經的記載: 從天地萬物到人類, 從人類到挪亞的後代, 從
挪亞的後代到閃的後代, 從閃的後代到亞伯拉罕的子孫, 從
亞伯拉罕的子孫到耶穌基督, 從耶穌基督到萬國萬民, 從萬
國萬民到新天新地。

 天地萬物人類挪亞閃亞伯拉罕的子孫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門徒猶太信徒外邦信徒萬國萬民新天

新地



聖經的特性之二

普世性的目的: 從一家一族到萬國萬民

聖經的內容：聖經的主要內容是救贖。聖經以創造天地開始，
以新天新地結束，在兩次的創造之間，主要的內容是神對人類
的救贖。

聖經的中心人物：聖經的中心人物是耶穌基督，舊約預表耶穌，
新約彰顯耶穌。舊約說耶穌（彌賽亞）要來，新約說耶穌已經
來了。

聖經的目的：叫人因信耶穌基督而得到神的救恩。（約20:31）



亞伯拉罕：神救贖計劃的開始

創11:27 他拉的後代記在下面。他拉生亞伯蘭、拿鶴、哈
蘭；哈蘭生羅得

創12：1-3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妳要離開本地，本族，父
家，往我所要指示妳的地去。我必叫妳成為大國，我必賜
福給妳，叫妳的名為大，妳也要叫別人得福。為妳祝福的，
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妳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
要因妳得福。

創17:5 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
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

創25:7-8 亞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一百七十五歲。亞伯拉罕
壽高年邁，氣絕而死，歸到他列祖（原文作本民）那裡



與亞伯拉罕有關的真理之一

萬國必因他的後裔(耶穌基督)得福

創世記22:18：「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馬太福音1：1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

加拉太書3:14：「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

加拉太書 3:16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

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

就是基督。 」

從血統上來說, 亞伯拉罕的後裔是以色列人。從屬靈的意義來說, 亞伯拉

罕的後裔是耶穌基督。

神所應許的福是藉著耶穌基督而臨到萬民, 並非藉著以色列人。(是藉著

一個子孫, 而非藉著眾子孫)



與亞伯拉罕有關的真理之二

因信稱義

創世記15:6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羅馬書4:2-5： 「倘若亞伯拉罕是因行為稱義，就有可誇的；只是在神
面前並無可誇。經上說甚麼呢？說：“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
義。”做工的得工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惟有不做工的，只信稱
罪人為義的神，他的信就算為義。」

加拉太書3:6-9： 正如，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所以你們要
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因
你得福。”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



神對人類的救法

由亞伯拉罕有關的真理，可以明白神對人類的救法，
教我們因亞伯拉罕的後裔耶穌基督而蒙福

耶穌基督

因信稱義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神所賜的；[弗2:8]



神揀選亞伯拉罕的目的

1. 為預備救恩而揀選（Elected to save）：神揀選亞伯拉罕是要為救
主降生作預備，耶穌基督（彌賽亞）將會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2. 為賜福萬族而揀選（Elected to bless）：神應許亞伯拉罕，萬族萬
民將會因他的後裔（耶穌基督）而得福。

3. 為事奉上帝而揀選（Elected to serve）：選民將自己分別為聖，歸
屬於耶和華。基督徒因信稱義，是亞伯拉罕屬靈的子孫，是真以色列
人，蒙揀選事奉永生神。



亞伯拉罕的家鄉

米所波大米: 兩河流域

吾珥
Warren Wang



吾珥(Ur)神塔 Ziggurrat

Warren Wang

約書亞對眾民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古時你們的
列祖，就是亞伯拉罕和拿鶴的父親他拉，住在大河那邊事奉別
神，我將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從大河那邊帶來，領他走遍迦南
全地，又使他的子孫眾多，把以撒賜給他；[書24:2-3]



亞伯拉罕的遷徙：吾珥到迦南



兩個重要的神學觀念

創12:1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
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神是自我啟示的神

神會自我啟示，神會向人自我啟示，自己向人說話、向
人彰顯，讓人明白他。

神是無所不在的神

當時，百姓的觀念是神有地域性的。甚至現在，有許多
偶像仍存有許多地區性、地域性的觀念。



 1. 耶和華多次向亞伯拉罕顯現（創12:7,17:1, 18:1）

 2. 耶和華也曾向以撒顯現（創26:2），向雅各顯現（創
32:30），向摩西顯現（出33:11）…

 3. 約翰福音1:18說：「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
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4. 到底有沒有人見過神？

附加討論：有沒有人見過神 ?



築壇：信心的回應

亞伯拉罕為耶和華築壇：

1. 在示劍 [12:7]

2. 在伯特利和艾的中間(2次) [12:8, 13:4]

3. 在希伯崙 [13:18]

築壇是為了：

1. 獻祭

2. 求告主名

3. 紀念主



1. 在埃及的軟弱（創12章）：將自己的妻子說為妹子

2. 等候子嗣的軟弱（創16章）: 娶了夏甲, 生下以實瑪利

3. 在基拉耳的軟弱（創20章）：將自己的妻子說為妹子

亞伯拉罕和一般人一樣是有弱點的，特別是都會重覆犯同樣的錯誤。
他在埃及王和非利士王面前，因為擔心自己的性命，都採取了 "以妻
為妹" 的保命措施。這是亞伯拉罕的軟弱，聖經忠實記載，作為後人
的警戒。

信心之父的三次軟弱



1. 亞伯拉罕帶著羅得：出哈蘭，下埃及，出埃及，亞伯拉
罕都帶著羅得

2. 亞伯拉罕讓著羅得：因為他們的財物甚多，使他們不能
同居，亞伯拉罕讓羅得先選地

3. 亞伯拉罕救著羅得：亞伯拉罕殺敗以攔王基大老瑪，救
回被擄的羅得一家

4. 亞伯拉罕顧著羅得：羅得在所多瑪居住，神要毀滅所多
瑪，亞伯拉罕為所多瑪祈求

亞伯拉罕與羅得



也是神蹟!!

四王聯軍

暗拉非(示拿王)

亞略(以拉撒王)

基大老瑪(以攔王)

提達(戈印王)
五王聯軍

所多瑪王(比拉)

蛾摩拉王(比沙)

押瑪王(示納)

洗扁王(善以別)

比拉王(瑣珥)

聖經地名詞典

問題：比較四王的武力與
亞伯蘭僕人的戰力



麥基洗德

新約用麥基洗德來比照基督耶穌

希伯來書7:1-3：「這麥基洗德就是撒冷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本是長遠為祭司的。他當亞伯拉罕殺敗諸王回來的時候，就迎
接他，給他祝福。亞伯拉罕也將自己所得來的，取十分之一給
他。他頭一個名翻出來就是仁義王，他又名撒冷王，就是平安
王的意思。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乃
是與神的兒子相似。」

希伯來書7:17：「因為有給他（基督）作見證的說：“你是照
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1. 身份預表基督：他是永遠的大祭司
 「這麥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長遠為祭司的。」

（來7:1） 「因為有給他（基督）作見證的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
永遠為祭司。”」（來7:17）

2. 地位預表基督：他比亞伯拉罕更大
 「他當亞伯拉罕殺敗諸王回來的時候，就迎接他，給他祝福。亞伯拉罕也

將自己所得來的，取十分之一給他。」

3. 名號預表基督：他是平安的王
 「他頭一個名翻出來就是仁義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來7:2）

4. 起源預表基督：他是無始無終者
 「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乃是與 神的兒子相

似。」 （來7:3）

麥基洗德預表基督



約

立約

表示二人(或以上)之間以正式的、鄭重的、並具有約束力來立
約。

創15章中，神用當時所使用的儀式來堅定所立的約，我們可以
學習到

宰殺牲口乃表明此約的重要

冒煙的香爐和燒著的火把，表明神從肉塊中經過

這約的成就完全在於神，不在於亞伯拉罕，並且是毫無條件的



神和亞伯拉罕所立的約

神所立的約帶著祝福

關於後裔：15:5，17:4，17:6

關於地土：15:7，17:8

關於壽數：15:15

神所立的約是永遠的

創17:13 你家裡生的和你用銀子買的，都必須受割禮。這樣，
我的約就立在你們肉體上作永遠的約。

創17:19 神說：「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
給他起名叫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作他後裔永遠的約。



神和亞伯拉罕所立的約

創15:18-21「當那日，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說：
「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
地，…… 。」

堅立前約：

創17:7-8 「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
要作你和你後裔的神。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
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必作他們的神。」

立約的證據：

創17:11-12：「你們都要受割禮，這是我與你們立約的證據。你們世世
代代的男子，無論是家裡生的，是在你後裔之外用銀子從外人買的，生
下來第八日，都要受割禮。」



十五章與十七章的約

十五章

“信神”乃是唯一的條件

十七章

神要亞伯拉罕做完全人

以割禮為立約的象徵，以肉體的記號提醒

神的信實

亞伯拉罕的信和順從

獨特的身份：屬神的子民



 亞伯蘭（尊貴的父）改名為亞伯拉罕（多國的父）

 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創17:5）

 撒萊改名為撒拉（公主）

 你的妻子撒萊不可再叫撒萊，他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兒
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從她而出。」（創17:15-16）

 雅各改名為以色列（與神較力）

 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
（創32:28 ）

 西門改名為彼得（石頭）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太16:18）

 當神改人的名時，有特別的意義。代表在屬靈裡，神要改變他的生命，使他
成為什麼樣的人

聖經中的重新命名



人是否可以和神討價還價？

亞伯拉罕為所多瑪代求：創18:23-33

由50個(50→45→40→30→20→10)減少為10個

摩西為以色列人代求（一）：出32:7-14

金牛犢

摩西為以色列人代求（二）：民14:1-20

 蚱蜢事件

應著重於討價還價的目的：由以上的例子看來，若是為
了別人的原因，我們可以按著感動向神禱告、多次代求



他就離開迦勒底人之地，住
在哈蘭。他父親死了以後，
神使他從那裡搬到你們現在
所住之地。(徒7:4)

亞伯拉罕
0歲

他拉
0歲

70歲

205歲11:32

出哈蘭(12:4)

86歲

與夏甲生以實瑪利(16:16)

生亞伯蘭、拿鶴、
哈蘭(11:26)

99歲

神立約，以割禮為記號(17:1)

100歲

與撒拉生以撒(21:5)

175歲
(25:7)

有父無子
(0~75)

無父無子
(75~100)

無父有子
(100~175)

亞伯拉罕的一生：175年
前75年： 有父無子
中間25年： 無父無子
後75年： 有子無父
所謂「子」，是指應許之子以撒，這是創世紀的重點之一。

160歲

以撒與利百加生以掃雅各(21:5)

亞伯拉罕的一生
130歲

75歲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你要離開本地、本族、
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
的地去…亞伯蘭出哈蘭
的時候年七十五歲。
（創12:1,4）

亞伯拉罕一生
的年日是一百
七十五歲。
（創25:7）

他兒子以撒生的時候，
亞伯拉罕年一百歲。
（創21:5）

亞伯蘭的妻子撒
萊不給他生兒女。
（創16:1）



亞伯拉罕家譜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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