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世記 (上) - RCCC 主日學

▪ 创造的起源
▪ 安息日的起源
▪ 人的起源
▪ 生命的起源
▪ 罪的起源
▪ 救赎的起源
▪ 家庭的起源
▪ 国家的起源
▪ 种族的起源



創世記

作者：摩西

写作时间：主前16-15世纪

写作地点:米甸的旷野



創世記背景与主题

❑创世记是历史。如所有的历史一样，它是可以解释的。创世记是神学
的历史，是在神计划的架构下描述的事实。

❑虽然创世记是首本“律法”书，当中却少有律法成分。

❑祝福和咒诅这双重主题巧妙地编织在创世记的架构中，人类堕落的惩
罚，大洪水和巴别塔变乱口音都是大咒诅。大洪水后余民得拯救，以
色列得选为彰显神恩典的特别国家，这是大祝福。

❑要我们要用生平传记的角度来读創世記:
1. 创世记告诉我们神的旨意。
2. 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神的工作。
3. 利未记告诉我们神的道路。
4. 民数记告诉我们神的脚步。
5. 申命记告诉我们神的话语。



創世記的分段
創世記 (上)

一、神創造的歷史（1至 2章）

二、人類先祖墮落的故事（3至 11章）

1. 亞當與夏娃墮落失敗的經過（3:1～
24）

2. 該隱與亞伯（4:1～26）

3. 人類的墮落,洪水的審判與挪亞一家
蒙拯救的經過（6:1～9:29）

4. 挪亞後裔分佈發展,興建巴別塔的經
過（10:1～11:32）

創世記 (下)

三、以色列先祖的歷史 (12章至 50章)

1. 亞伯拉罕（12:1～25:18）

2. 以撒（25:19～26:35）

3. 雅各（27:1～36:43）

4. 約瑟（37:1～50:2）



地球被水覆蓋

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創世記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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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

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創世記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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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將水分為上下。」神就造出空氣，將

空氣以下的水、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了。事就這樣成了。神稱空氣為

「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創世記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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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旱地露出來。」事就這樣成了。神稱旱地為地，稱水的聚處為海。

神看著是好的。神說：「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著

核。」事就這樣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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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創世記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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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神造了兩個大光，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眾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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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創世記 1: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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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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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賜福給這一切，說：「滋生繁多，充滿海中的水；雀鳥也要多生在地

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創世記 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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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說：「地要生出活物來，各從其類；牲畜、昆蟲、野獸，各從其

類。」事就這樣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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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1: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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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

給你們作食物。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

我將青草賜給他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

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創世記 1:29-31)

第六日
人的食物：

•結種子的菜蔬

•有核的果子

走獸、飛鳥、爬

蟲的食物：

•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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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第二章-人是
怎麼被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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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 2:7)

•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
一個配偶幫助他。」耶和華神用土所造成的
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
前，看他叫什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
那就是牠的名字。那人便給一切牲畜和空中
飛鳥、野地走獸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沒有遇
見配偶幫助他。

• 耶和華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
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耶和華神就用
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
那人跟前。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
中的肉！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
身上取出來的。」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
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當時夫妻二人赤
身露體，並不羞恥。(創世記 2:18-25)



創世記第二章-生命
樹和分別善惡的樹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
修理看守。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園
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世記
2:15-17)



二、人類先祖墮落的
故事（3至 11章）

1. 亞當與夏娃墮落失敗的經過（3:1～24）

耶和華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
樹上的果子嗎？」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
我們可以吃，唯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
『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蛇對
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
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於是
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
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
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
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
子，為自己編做裙子。 (創世記 3:1-7)

• 肉體的情欲（果子好作食物）
• 眼目的情欲（悅人的眼目）
• 今生的驕傲（吃了能使人有智慧）



創世記第二章-生命樹
和分別善惡的樹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
修理看守。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園
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世記
2:15-17)

問題：

1.神設分別善惡樹的目的是什麼？



創世記第二章-生命
樹和分別善惡的樹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
修理看守。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園
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世記
2:15-17)

問題：

1.神設分別善惡樹的目的是什麼？



創世記第二章-生命
樹和分別善惡的樹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
修理看守。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園
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世記
2:15-17)

問題：

1.神設分別善惡樹的目的是什麼？

2.“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的真實義意
是什麼？

聖經中講到三種死：
1. 肉身的死亡(身體的自然死亡)
2. 靈性的死亡(指的是與神隔絕分離)
3. 第三種是永遠的死(徹底地、永遠地

與神隔絕)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
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
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
判。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
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死亡和陰
間也被扔在火湖裡。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生命樹的生命 分別善惡樹的生命

接觸神 背向神

接受神 自己判斷

倚靠神 倚靠自己

順服神，不問得失 計算得失，不管神

禱告，轉向神

凡事謝恩

用愛心包容、寬恕

常常思慮煩惱

遇事發怨言

據理力爭，不願吃虧



亞當與夏娃墮落失
敗的經過（3:1～24）

• 又對女人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
受苦楚。你必戀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又對亞當說：
「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
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你必汗流
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
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創世記 3:16-19)

…

• 耶和華神說：「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現在恐怕
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果子吃，就永遠活著。」耶和華神便打發
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土。於是把他趕出去了，又在
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要把守生命
樹的道路。 (創世記 3:22-24)



耶和華神對蛇說：「你既做了這事，

就必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

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

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

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

腳跟。」 (創世記 3:14-15)

亞當與夏娃墮落失敗
的經過（3:1～24）

預言基督



二、人類先祖墮落的故事（3至 11章）

2. 該隱與亞伯

有一日，那人與他妻子同房，夏娃就懷
孕，生了該隱。便說耶和華使我得了一
個男子。又生了該隱的兄弟亞伯，亞伯
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創4:1-
2）

該隱
亞伯



亞伯

該隱

求神悅納

我的成就

求神赦免

我的罪孽

無贖罪的涵意

有贖罪

的涵意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

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就

是神指他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

卻因這信，仍舊說話。(來11:4)

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

有一日，該隱拿地裏的出產為供

物獻給耶和華。

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

脂油獻上。

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

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

(創4:2-5)

該隱就大大的發怒，變了臉色。耶和華

對該隱說：你為什麼發怒呢？你為什麼

變了臉色呢？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

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前。它必戀

慕你，你卻要制伏它。（創4:5b-7）



二、人類先祖墮落的
故事（3至 11章）

2. 該隱與亞伯

❑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話；二人正在田
間。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把他殺
了。（創4:8）

❑耶和華對該隱說：你兄弟亞伯在哪裡？
他說：我不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
的嗎？（創4:9）

❑耶和華說：你做了什麼事呢？你兄弟
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告。地開了
口，從你手裡接受你兄弟的血。現在
你必從這地受咒詛。你種地，地不再
給你效力；你必流離飄蕩在地上。
（創4:10-12）

該隱

亞伯



亞當 該隱 以諾 以拿 米戶雅利 瑪土撒利 拉麥 雅八

猶八

土八該隱
亞伯

塞特 以挪士 該南 瑪勒列 雅列 以諾 瑪土撒拉

住帳棚、牧養
牲畜者之祖師

彈琴吹簫
者之祖師

銅匠鐵匠
之祖師

殺人, 建城 多妻，殺人
炫耀暴力、報復

知識樹 無神的人類文明

生命樹 尋求神的生活
與神同行

開始求告神

(創4:16-5:32)

兩
條
不
同
的
生
命
道
路
。

亞當又與妻子同房，她就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塞特，意思說：「神另
給我立了一個兒子代替亞伯，因為該隱殺了他。」塞特也生了一個兒子，
起名叫以挪士。那時候，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 (創4:16-24)

以諾活到六十五歲，生了瑪
土撒拉。以諾生瑪土撒拉之
後，與神同行三百年，並且
生兒養女。以諾共活了三百
六十五歲。以諾與神同行，
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創5:21-24)

於是，該隱離開耶和華的面，去住在伊甸東邊挪得之地。該隱與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懷孕，生了以諾。該隱
建造了一座城，就按著他兒子的名，將那城叫做以諾。以諾生以拿，以拿生米戶雅利，米戶雅利生瑪土撒利，
瑪土撒利生拉麥。拉麥娶了兩個妻，一個名叫亞大，一個名叫洗拉。亞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帳篷、牧養牲
畜之人的祖師。雅八的兄弟名叫猶八，他是一切彈琴吹簫之人的祖師。洗拉又生了土八該隱，他是打造各樣
銅鐵利器的。土八該隱的妹子是拿瑪。拉麥對他兩個妻子說：「亞大、洗拉，聽我的聲音，拉麥的妻子，細
聽我的話語：壯年人傷我，我把他殺了；少年人損我，我把他害了。若殺該隱遭報七倍，殺拉麥必遭報七十
七倍。」(創4:16-24)



二、人類先祖墮落的故事（3至 11章）

3.人類的墮落,洪水的審判與挪亞一家蒙拯救
的經過

❑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
那時候有偉人在地上，後來神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
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創6:2,4)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
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耶和華說：「我要將
所造的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
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唯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創6:5-8)



二、人類先祖墮落的
故事（3至 11章）

3.人類的墮落,洪水的審判與挪亞一家蒙拯
救的經過

❑神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
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
他們和地一併毀滅。你要用歌斐木造一隻方舟，
分一間一間地造，裡外抹上松香。…

❑看哪，我要使洪水氾濫在地上，毀滅天下，凡地上
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無一不死。我卻要與你立
約，你同你的妻，與兒子、兒婦，都要進入方
舟。…(創6:13-20)

❑耶和華對挪亞說：「你和你的全家都要進入方舟，
因為在這世代中，我見你在我面前是義人。凡潔淨
的畜類，你要帶七公七母，不潔淨的畜類，你要帶
一公一母，空中的飛鳥也要帶七公七母，可以留種，
活在全地上。因為再過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
晝夜，把我所造的各種活物都從地上除滅。」挪亞
就遵著耶和華所吩咐的行了。…(創7:1-4)



二、人類先祖墮落的
故事（3至 11章）

3.人類的墮落,洪水的審判與挪亞一
家蒙拯救的經過
當挪亞六百歲，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淵的泉源都
裂開了，天上的窗戶也敞開了，四十晝夜降大雨在
地上。(創7:11-12)

…

洪水氾濫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漲，把方舟從地上
漂起。水勢浩大，在地上大大地往上漲，方舟在水
面上漂來漂去。水勢在地上極其浩大，天下的高山
都淹沒了。水勢比山高過十五肘，山嶺都淹沒了。
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動物，就是飛鳥、牲畜、走獸和
爬在地上的昆蟲，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
上，鼻孔有氣息的生靈都死了。凡地上各類的活物，
連人帶牲畜、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
滅了，只留下挪亞和那些與他同在方舟裡的。水勢
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創7:17-24)

• 故此、當時的世界被水淹沒就消滅了。但

現在的天地、還是憑著那命存留、直留到
不敬虔之人受審判遭沉淪的日子、用火焚
燒。(彼後3:6,7)

• 約翰福音3章16節指示我們：「 神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
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3:16)



二、人類先祖墮落的
故事（3至 11章）

3.人類的墮落,洪水的審判與挪亞一家
蒙拯救的經過

• 到挪亞六百零一歲，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
乾了。挪亞撤去方舟的蓋觀看，便見地面上乾
了。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地就都乾了。

• 神對挪亞說：「你和你的妻子、兒子、兒婦都
可以出方舟。在你那裡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
飛鳥、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蟲，都要帶出
來，叫牠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興旺。」於是
挪亞和他的妻子、兒子、兒婦都出來了。一切
走獸、昆蟲、飛鳥和地上所有的動物，各從其
類，也都出了方舟。 (創8:13-19)

…

• 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拿各類潔淨的牲畜、
飛鳥，獻在壇上為燔祭。 (創8:20)

耶和華聞那馨香之氣，就心裡
說：「我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
地（人從小時心裡懷著惡念），
也不再按著我才行的滅各種的
活物了。地還存留的時候，稼
穡、寒暑、冬夏、晝夜就永不
停息了。」 (創8:21,22)

這個壇是聖經記載人為神

所做的第一個燔祭壇。



二、人類先祖墮落的
故事（3至 11章）

3.人類的墮落,洪水的審判與挪亞一家蒙拯救的經過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
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
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
海裡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凡活著的動物，
都可以做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如
同菜蔬一樣。唯獨肉帶著血，那就是牠的生命，
你們不可吃。 (創9:1-4)

…

❑神說：「我與你們並你們這裡的各樣活物所立的
永約，是有記號的。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可
做我與地立約的記號了。我使雲彩蓋地的時候，
必有虹現在雲彩中，我便記念我與你們和各樣有
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約，水就再不氾濫，毀壞一切
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現在雲彩中，我看見，就要
記念我與地上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約。」
(創9:12-16)



含(黑)：後裔多分布在非洲。

迦南人則被以色列人(閃後裔)

征服。

閃(名)：後裔多在亞洲。聖經

和基督都藉閃的後裔以色列人

而來 → 神被稱為閃的神、以

色列的神

雅弗(擴張)：後裔多分布在歐

洲，政治、軍事、科學、藝術

強盛，版圖擴張，多信奉基督

教 → 雅弗住在閃的帳棚裡

(享受閃所帶來的福分)



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

言語，如今既做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

不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

們的言語彼此不通。」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

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為耶和華在那裡

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

叫巴別。(創11:6-9)

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做磚，把磚燒透了。」

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說：「來吧！

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

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

所建造的城和塔。(創11:3-5)

二、人類先祖墮落的故事（3至 11章）

4.挪亞後裔分佈發展,興建巴別塔的經
過（10:1～11:32）

人造 天然

瀝青(黑) 黏土、石膏(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