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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研經 第一課

人類的起源(創世記 1~11 章)

1. 創世記是一本記載起源的書，分成兩大部分，1~11 章人類的起源，12~50 章以色列民族
的起源。
2. 關於人類的起源主要記載 4 件事：
(1)神的創造(1~2 章)

(2)人的墮落(3~5 章)

(3)洪水滅世(6~10 章)

(4)巴別塔事件(11 章)
3. 從亞當到挪亞共有十代，亞當活了 930 歲，見到第九代的拉麥可謂九代同堂，其間重要人
物有亞當，夏娃，該隱，亞伯，塞特，以諾，瑪土撒拉，挪亞等。
4. 聖經宣告耶和華真神用六天創造天地，描述創造的內容(a)有一平行的對照結構
(b)每日都有對比如光和暗 (c)混沌和空虛的對照 (d)造人是創造的高潮
日期

創造項目

日期

創造項目

第一天

光

第四天

日，月，星晨

第二天

空氣

第五天

魚和鳥

第三天

旱地

第六天

牲畜，昆蟲，野獸，人

創造是從無變有是神大能和智慧的傑作，神看所造的都是好的，神重覆十次講各從其類，
故知是創造不是進化，神每天的創造都有一固定形式：
(1)神發言(神說)

(2)事就這樣成了 (3)神看著是好的 (4)有晚上有早晨

5. 創 1~11 章的經文記載三個情節類似的循環：犯罪(人的表現)，刑罰(結果)，拯救(神的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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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

刑罰

拯救

A.

吃禁果(Ch.3)

受咒詛(3:16~20,23,24)

獸皮作衣(3:21 預表流血贖罪)

B.

人們犯罪(6:1-7)

洪水滅世(Ch.7)

方舟救挪亞全家(6:11-22)

C.

建巴別塔(11:1-4 自高)

變亂口音(11:5-9)

揀選亞伯拉罕(12:1-3)

6. 聖經用很長的篇幅記載神造人，這是聖經的重點，指出神是創造者，人是受造者，同時人
是按著神的形象造的，故此是榮耀的，尊貴的，平等的，有智慧的，有思想會判斷的，有
自由的，有道德觀念的，是神所愛的，是神賜福的，是有神託付有使命的。
7. 耶和華神創造天地萬物的信息是貫穿整本聖經的：
(1) 神創造世界是神奇，偉大，智慧的事實(新舊約各部份都記載)
創 1:1;2:4;出 20:11;王下 19:15;尼 9:6;伯 9:8-10;38,39 兩章
詩 33:6；104:1-35；136:5,6;146:6；箴 8:22-31；賽 40:22；42:5；44:24；45:18；48:12,13；
耶 10:12；亞 12:1
可 13:19；約 1:1-3；徒 14:15;17;24；羅 1:20；西 1:16；來 1:1-3；10 彼後 3:4,5；
啟 4:11；14:7
(2) 神創造人(人是獨特的是有靈性與神能溝通的)
創 1:26,27 賽 45:12 太 19:4 可 10:6,7 林前 11:9 提前 2:13
(3) 人是按著神的形象造的(是尊貴有尊嚴的)
創 1:26,27;5:1;9:6

林前 11:7 弗 4:24 西 3:10 雅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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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研經 第二課 神的創造 (創世記第 1,2 章)
1. 神創造天地(1:1)，耶和華神造天地(2:4)
創造 → 從無變有是神的作為，起初(1:1)是時間的開始，天地(1:2)是空間的
開始，時間加空間就是宇宙。
2. 神偉大智慧的作為：
a) 創造 v.1

b) 運行 v.2

3) 說話 v.3

d) 審察 v.4

e) 規定 v.5

3. 空虛就是 empty(空蕩的情形)，混沌 formless(無定形的狀況)，淵面黑暗 darkness
was over the surface of the deep。
4.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說有就有命立就立(詩 33:9)，神說話有權柄有能力
(路 1:37，可 1:22)
5. 六天創造是記載重要的創造不是細節或全部的記載，例如：
(1) 未記天使被造

(2) 未記造水 v.2

(3)未記造細菌，……

6. 各從其類(10 次)也是講秩序，也是針對混沌說的，所以不是進化的想法。
7. 神說了七次都是好的，好在哪裏呢?
第一日有光叫人能看見

第四日造日月星辰，使日子有變化生活有樂趣

第二日有空氣人可以呼吸

第五日造魚和鳥，有了生命的東西就有生氣

第三日造旱地蔬菜果樹就給人有食物

第六日造牲畜和人，牲畜也是為人使用的

8. 1:31 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故我們對神造的大自然和人們也當看為是好
的，但魔鬼來了破壞了神的創造(3:1)
一件好的東西被魔鬼利用就變壞了──1:11,12 神造果樹看為好
3:6 夏娃吃分別善惡樹果子就犯罪了!
9. 人是照著神的形象和樣式造的(1:26，弗 4:24，太 17:2)
人是獨特的，人是像神的，代表神在地上治理萬物的
人是尊貴的有尊嚴的，是自由的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有道德觀念的，是聖潔
公義的，是榮耀的，是光明的，有智慧的，是平等的。
10. 神造人是創造的重點，(1:26 強調造人的性情和智慧，2:7 強調造人的身體和
生命)，神的創造是神蹟，創造的描述是宣告，神又啟示了對人的計劃：
(a) 工作(1:26 管理，1:28 治理，3:17-19 人犯罪後工作變成重擔勞苦，在基督
裏工作又變為快樂，太 11:28,29，傳 9:10)
(b) 婚姻(1:27;2:18-25 愛情，敬重，幫助，安慰，同心)
(c) 家庭(1:28 生兒育女)
(d) 休息(2:1-3 神定規要安息叫人得安息，出 20:8-11)
(e) 規章(2:16,17)
2:16 神有供應有豐富的供應，人可以享受，人應當感恩而滿足，人必須接受
適當的約束和限制，聽從神的規定！

創世記研經 第三課 始祖犯罪(創世記第三章)
1. 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3:1)，蛇代表魔鬼撒但(啟 12:9)，牠來試探夏娃。
神所造的原都是好的(1:31)，但後來變壞了，神造了天使，後來有天使因驕傲
犯罪而成為魔鬼，狡猾是指說話似是而非，詭詐，欺騙，說謊，挑撥等。
2. 分別善惡樹(2:16,17)
神所預備的是豐富的，伊甸園中樹上的任何果子都可以隨意吃，這表示神給
人有自由意志的選擇，但神給人也是有限制的，神說唯有分別善惡樹的果子
不可吃，並清楚指出吃的後果是死。
為何不可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呢?
(1) 因為是神定規的
(2) 吃了以後雖知道善惡卻不能拒惡行善
(3) 這表示不要神作主，不要神定善惡，要自己作主，自訂標準。
3. 魔鬼試探夏娃的方法：

4.

5.

6.

7.

8.

(1) 誤導歪曲神的話(3:1)
(2) 叫人懷疑不信神的話(3:4)──不一定死或絕不會死(新)
(3) 以好處引誘人──能知善惡如神一樣(3:5)
魔鬼的試探包括三方面(3:6)：可作食物，悅人眼目，使人有智慧(驕傲)
對照馬太福音 4:1-10 魔鬼試探耶穌如出一轍：將石頭變為食物，看萬國的榮
華富貴，殿頂跳下的炫耀
又對照約翰壹書 2:15：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今生的驕傲
人犯罪後的光景
(1) 想辦法掩飾遮蓋(3:7,8)
(2) 怕見神(3:10)
(3) 推卸責任(3:12)
罪帶來刑罰的後果
對 蛇：受咒詛用肚子行走，終生吃土，與女人的後裔彼此為仇
對夏娃：生產之苦，懷胎之苦，受丈夫管轄
對亞當：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裏得吃的，汗流浹背才能糊口，從土而出歸於塵土
神有恩典有救贖
(1) 3:21 神用皮子作衣服給亞當夏娃穿，必是殺了牲畜流血了，才得了皮子，
預表流血捨命赦罪救贖(來 9:14)
(2) 3:15 女人的後裔要傷蛇(魔鬼)的頭指的是耶穌在十字架上敗壞掌死權的
魔鬼(來 2:14)
耶和華神和亞當說話(3:9)是怎麼說話?
聖經用人所能理解的方式來描寫神和人的溝通，有如寫作中的擬人法，神向
人說話是指神將祂的心意或宣告表達出來，使人心中明白祂的旨意，正如今
日信徒的禱告，在禱告中與神有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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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該隱殺人(創世記第 4,5 章)
1. 該隱和亞伯都獻供物給耶和華神，何以神只看中亞伯所獻的?(4:3-5)
神看中亞伯和他的供物，是先看中人再看中他的供物，參新約聖經補充說明：
亞伯是義人(太 23:35)，是對神有信心的人(來 11:4)
2. 該隱的罪包括 (1)嫉妒 v.5 (2)因恨而打亞伯把他殺了 v.8 (3)說謊 v.9 (4)向神頂嘴 v.9
˙罪是會生罪，有了罪若不立刻對付罪，求主除去罪，那麼罪會越滾越大。
˙人都是照神的形像造的，是榮耀的，是神所寶貴的，不可傷害的，人的生命是尊貴
的，不可被剝奪的。
3. 改隱殺弟受到刑罰和咒詛
(1) 田地不再效力(v.12) (2) 被趕逐漂流在外(v.12,14,16) (3) 殺人的也怕被殺(v.14)
4. 人犯罪了，神仍施恩給亞當的家
(1) v.15 神仍然照顧該隱 (2) v.25,26 神又賜亞當一子塞特 (3) 神預備基督救恩除去咒
詛(加 3:13)
5. 人一直犯罪
(1) v.19 聖經首次記載多妻的罪(拉麥) (2) v.23.24 又記殺人兇殘的罪
6. 創第 5 章記載始祖亞當的家譜，從亞當到挪亞共十代，所記家譜有四項特色：
(1) 都活很長
(2) 生兒育女──神要我們生養眾多(1:28)
(3) 人都有一死 (4) 記載誰生誰
7. 再強調人是照神的樣式造的(5:1)，神稱人為人，為要賜福給人(v.2)，所以人是獨特的，
是蒙福的，是尊貴的。
8. 家譜中以諾很特別(從亞當到以諾共七代)
(1) 相對活的較短 365 歲(5:21,24)
(2) 與神同行 300 年(5:22)
(3) 神將他取去，就不在世了(5:24)
與神同行是與神同心，與神交通，關係親密(參摩 3:3)，以諾因著信蒙神喜悅(來 11:5)
9. 家譜中記載活得最久的人──瑪土撒拉共活 969 歲，(這名字的意思：他死時
毀滅就來到)
他死的時候洪水來臨：瑪土撒拉 187 歲生拉麥，拉麥 182 歲生挪亞，娜亞 600
歲洪水氾濫 187+182+600=969
10. 除以諾與神同行外，聖經又記挪亞與神同行(6:9)，亞伯拉罕與神同行(18:16)，
神要我們都與祂同行(彌 6:8；瑪 2:6)
11. 聖經記載的事有時是用約數：
5:32 挪亞 500 歲生閃，含，雅弗，又比較 7:6 挪亞 600 歲洪水氾濫，11:10 洪
水後 2 年閃 100 歲，可見 5:32 所記為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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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挪亞方舟和洪水(創世記 6~10 章)
1. 6:1 神的兒子們是指塞特的後代，人的子女們是指該隱的後代。
2. 6:3 人的日子還可到 120 年是有兩種解釋 (1) 人最多在地上可活的年數(洪水
之後人的壽數極速降低 ch.11) (2) 再過 120 年神要用洪水滅世
3. 6:5 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人既屬血氣，神的靈就不住
在心中於是就犯罪。
4. 神要刑罰人(6:6,7)，但神的心憂傷，後悔造人了。
5. 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世代是個完全人(6:9)，指全心全意委身信神，避免犯罪
而不是完全沒有罪。
聖經其他經文多有提到挪亞：賽 54:9，結 14:14；14:20，太 24:37，路 17:26,27，
來 11:7 有信心，彼前 3:20，彼後:5 傳義道
6. 創 6 章挪亞造方舟，創 7 章挪亞進方舟，創 8 章挪亞出方舟，創 9 章立虹為
約，創 10 章挪亞的後裔。
這五章聖經記載挪亞和方舟的故事，指出人犯罪，神刑罰，神又有拯救，方
舟的故事滿了神蹟，造巨大的方舟是神蹟，凡有血肉的活物兩個兩個肯進方
舟是個神蹟，積蓄夠用食物也是神蹟，大淵的泉源裂開洪水氾濫淹沒全地是
神的作為。
7. 方舟是用歌斐木造的，長三百肘，寬五十肘，高三十肘(1 肘是 44 公分)，分成
上中下三層，方舟上邊有透光處，高一肘，方舟的門是開在旁邊(6:16)，方舟
離頂一肘處有小窗戶可透光和透氣，當時只有挪亞一家八口進入方舟(7:13)。
8. 洪水氾濫在地上四十天，水勢浩大淹沒整個大地，凡地上有血肉的動物包括
飛鳥，牲畜，走獸和昆蟲，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7:17-21)，挪亞一家在方舟
中經過 370 天(從挪亞 600 歲 2 月 17 日起(7:11)到次年 2 月 27 日(8:14))。
9. 最後方舟停在亞拉獵山(8:4)，位於今日土耳其國東部。
10. 洪水之後神的祝福：
(1) 神賜福挪亞一家要生養眾多，遍滿全地(9:1)
(2) 神使地上的走獸和空中飛鳥懼怕人，由人管理(9:2)
(3) 活著的動物和菜蔬都可作食物(9:3)
(4) 神使地上的活物都多多滋生大大興旺各從其類(8:17)
(5) 使地上的氣候春夏秋冬運轉不息(8:22)
(6) 神與人立約以虹為記號，神不再用洪水滅世了(9:11-13)
(參彼後 3:10 末日的審判地球將被火焚燒銷化)
11. 創 10 章記載挪亞的後代，其中從閃到亞伯拉罕有十代(路 3 細算有 11 代)，
閃，含，雅弗三人的子孫分散在各城各地，參所附地圖。
12. 彼前 3:20,21 方舟洪水有預表洗禮和得救。

創世記研經

第六課 巴別塔事件(創世記 11 章)
1. 巴別的意思是變亂，起這名字是因神當年因人們建巴別塔得罪神，神介入這事
件，變亂人的口音，使人言語彼此不通了。
2. 巴別塔事件錯在哪裏?(11:4)
(1) 自高驕傲要塔頂通天傳揚人的名(人應當頌揚神的名)
(2) 不要分散在全地上(神的旨意要人生養眾多遍滿全地。參 1:28，9:1)
3. 巴別塔在哪裏? 11:1 示拿地(參 10:10,11)即後來的巴比倫，就是古巴比倫地區。
4. 巴別塔在歷史上的記載：創世記 11 章建造巴別塔，聖經學者認為約在主前 2350
年，又主前 1800 年古巴比倫國王罕摩拉比清理了巴比倫廢墟，主前 600 年尼布
波拉薩開始修復巴別塔，尼布甲尼撒完成了修復工作，主前 475 年亞哈隨魯王又
把它毀壞了，主後 500 年巴比倫城被徹底遺棄。
5. 今人仍然有建巴別塔的想法，要建最高的樓為炫耀名聲，如 2003 年台灣 101 大
樓(1671 呎)，當時是世界最高，2010 年杜拜建成世界最高樓(2717 呎)。
6. 創世記 1~11 章所記有一共同的信息：人犯罪是因為人離棄神人要自己作主不要
神管理，結果帶來神的刑罰，又記神有憐憫恩典和救贖(其實整個聖經歷史，教
會歷史乃至今日世界人們都在犯罪反抗神)
犯罪

刑罰

拯救

(1) 伊甸園中墮落

吃禁果不聽神的話(3:1-7)

受咒詛(3:16-25)

神用獸皮作衣(3:21)

(2) 該隱殺弟

該隱不服神的定規(4:8)

受咒詛(4:12)

神賜下塞特(4:25)

(3) 洪水和方舟

人們犯罪(6:1-7)

洪水滅世(7:17-22) 方舟中得保全(6:11-22)

(4) 巴別塔的背叛

自高建塔(11:1-4)

變亂口音(11:5-9)

揀選亞伯蘭(12:1-3)

7. 創 11:10-26 記載人生兒女的年齡降低到和現今相近，人的歲數從 900 多歲降到
400 多歲再降到約 120 歲(參 6:3)
8. 本章開始介紹以色列人的始祖亞伯蘭(11:26)即亞伯拉罕，神揀選亞伯蘭是一個對
耶和華神有信心的人(15:6)，又是敬拜求告神的人(12:7,8)，神揀選的人要分別出
來(離開迦勒底的吾珥 11:31；12:1)神要大大祝福他：
(1) 成為大國
(2) 使別人得福(使萬族因他得福)
(3) 賜福給他(為他祝福的神就祝福，咒詛他的神必咒詛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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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創世記難題初探(參創世記註釋──鄺炳釗)

1. 創 1:1-3 這三節所記載的事都是發生在第一日
2. 創 1 章的"日"是 24 小時嗎?希伯來文 yôm 可有不同的意思，或指 24 小時(7:4)
或指時代(2:4)
3. 創造論比進化論不可信嗎?
˙1993 年 6 月美國蓋洛普調查 1003 人(其中 54%基督教 26%天主教 2%猶太
教 2%摩門教 1%希臘東正教，其他無神論)
相信世界照創 1 章是神造的 35%
相信第一個細胞是神造的，逐漸進化而有生物 33% 90 年代仍有 > 60%的人相信創造論
˙相信創造論的人，因相信神智慧的創造，故必定是有目的的，於是人生是
有意義的。
˙1995 年 11 月美國 Alabama 校董會決定在生物教科書上加插解釋，進化論
不過是套理論而不是事實。
4.

5.
6.

7.

8.

˙進化論強調物質和生物都是自然產生
聖經和科學有無衝突
(1) 聖經的正確解釋和可以證實的科學，最終不會有衝突
(2) 聖經和今日科學表面上有衝突嗎?──解釋聖經必須用正確的釋經學
例如地球年齡的問題──有兩種學說(old earth45 億年，young earth1~2 萬
年
地球有 45 億年是推論，比較肯定的是約一萬年前地球上已有人居住。
創世記第一章和第二章都記載創世，第二章是從不同的角度記錄神如何造
人，是為第一章的補篇，古代中東文獻多用雙重的記錄方式。
神創造天地和人類指出
1) 生命都源於神
2) 神愛人要祝福人
3) 人和神相連也和其他受造物有關連
4) 人是尊貴的是按神形象所造的
夫妻二人同為一體包括
1) 婚姻性生活
2) 常相陪伴，形影相隨
3) 情感合一
4) 意志合一(同心做事)
5) 靈裏合一(常一同禱告，一同事奉)
6) 目標合一(人生共同方向相同)
創 2,3 章的解經：是真實發生的故事，其中有些是用文學的擬人法描寫或有
象徵的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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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古代人非常長壽可能和洪水以前生活環境和天候有關!
10. 世上有超過 150 個民族流傳了洪水的故事
亞拉臘山高 17000ft < 喜馬拉雅山 29000ft
11. 為何迦南(含之子)受咒詛?
古代父債子還是很普遍的──這迦南的後代和以色列百姓成為死對頭
12. 中國人源於挪亞三子中的哪一個?
˙創 10 章記閃，含，雅弗三人的後代，記載中多用"七"這個字，只記七十個
名字，代表所有的國家，作者只記和以色列有關係或有來往的民族。
˙家譜中也有省略的，如路 3 章所記，在創 10 章中未列該南。
˙創 10 章沒有記亞洲，大部分歐洲，及美洲的民族，也沒有記摩押，亞捫，
以東，亞瑪力等。
中國人或歐洲人不一定是由挪亞三個兒子之一傳衍下來，可能由這三個種
族彼此通婚產生的。
13. 伊甸園的地點(伊甸的意思是樂園)：伊甸園的四條河
(1) 比遜河在哈腓拉(地點不詳)
(2) 基訓河在古實
(3) 希底結河在亞述即底格里斯河
(4) 伯拉河即幼發拉底河
伊甸園的地點大約在米所波大米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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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創造和進化論(參馮秉誠:聖經的權威第十三章 聖經和進化論)
1. 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a.d.於 1859 發表物種起
源 the Origin of species,闡述生物進化的思想。
2. 150 年來雖然美國國家科學院仍然持守進化論的思想，但由於物理學，天文
學，生物學的發展人們對進化論開始多有質疑
˙Phillip Johnson： 審判達爾文 1994
˙Jonathan Wells： 進化論的聖像(icon)──課本教的錯在哪裏? 2002
˙潘柏滔：進化論──科學與聖經有衝突嗎?
3. 進化論的弱點是證據不足：
1) 進化論認為所有生物都由共同的祖先經遺傳和突變產生的
2) 達爾文從觀察同一物種內因環境而有 microevolution 的現象，推論
到從一個物種可以變成另一物種 macroevolution
3) 按此推論物種和物種之間應該有許多中間類型的生物化石，但這種
化石極為罕見，有些這類化石後來也被證明並不可靠。
4) 寒武紀生命大爆炸是進化論無法解釋的，幾十個類別複雜的海生生
物化石突然在寒武紀地層中出現。
5) 隨著分子生物學的發展，人們對生命現象的複雜性更多了解，更多
的學者認為世上第一個生命隨機遇產生的機率等於 O
4. 支持進化論的證據稱為聖像 icon──這些證據其實是被誤導的!
a) 米勒──尤里的實驗
b) 達爾文的生命樹
c) 海克蘭的胚胎圖
d) 始祖鳥
e) 胡椒蛾
f) 達爾文的地雀
g) 終極的聖像
a) 米勒──尤里的實驗
1953 年芝加哥大學 Stanley Miller 和 Harold Urey 在實驗室中合成氨基
酸，那是蛋白質的組成成份，人們宣稱科學家已演示生命起源的第一步
(但原始地球大氣中是否含有甲烷和氨等合成氨基酸的原料，反對的證據
有很多)
b) 達爾文的生命樹
達爾文將生命演化的歷史比喻為一顆樹，根部代表共同的祖先，枝葉代
表各種漸變的後代。
(寒武紀生命大爆炸使得這聖像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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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海克蘭的胚胎圖
德國生物學家 Ernst Haeckel1842~1919，研究脊椎的動物胚胎圖，脊椎動
物門內各個綱的胚胎在發育的早期幾乎是完全一樣的，到發育的後期才
成為不同的胚胎
(1997 年在解剖學和胚胎學報上，英國科學家 Michael Richardson 研究指
出海克蘭胚胎圖歪曲了事實)
d) 始祖鳥
始祖鳥的化石有翅膀和羽毛又有牙齒，被認為是爬蟲類和鳥類之間的缺
失環節
(中國科學家近年在遼寧省發現與始祖鳥同期的現代鳥化石，說明始祖鳥
並非鳥類的祖先)
e) 胡椒蛾
原呈灰白色，其上散佈一些黑點故名胡椒蛾，到 1811 年此類蛾體色變黑
(工業革命期間)認為是自然選擇的例子
(後來許多實驗推翻這種看法)
f) 達爾文的地雀(finches)
達爾文曾花五年時間在太平洋群島，蒐集各地動植物的資料，觀察發現
地雀的啄大小不同，唯啄大的才生存活下來。
(後來研究不支持這個說法)
g) 從人猿到人的進化
許多這類的化石，後來都證實是假冒的。
5. 總結
1) 進化論不是一個事實，只是個假說，一種未能證實的假說
2) 達爾文的進化論主要是源於一個信念而非充分的科學證據
3) 大量的內證和外證顯明聖經是神啟示無誤的話語
聖經記載耶和華神創造人和生物的過程，基督徒就憑信心相信創造論
4) 聖經對物種起源的宣告：
1. 神造萬物
2. 各從其類
3. 人是尊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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