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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主日學進度 

日期 內容 教師 

1 9/6 導論 吳俊雄 

2 9/13 神創造世界(1-2) 吳俊雄 

3 9/20 始祖犯罪 (3-5) 吳俊雄 

4 9/27 神用洪水審判世界 (6-9) 吳俊雄 

5 10/4 洪水後的世代(10-11) 吳俊雄 

6 10/11 問題討論 吳俊雄 

7 10/18 信心之父：信心之旅（12-20） 吳璟 

8 10/25 信心之父：信心表现（21-25） 吳璟 

9 11/1 从雅各到以色列：雅各争取祝福（25-30） 吳璟 

10 11/8 从雅各到以色列：雅各学到真正的祝福（31-37） 吳璟 

11 11/15 神拯救的器皿：约瑟和家人分离（37-41） 吳璟 

12 11/22 神拯救的器皿：约瑟和家人团聚（42-50） 吳璟 

13 11/29 複習/問題討論 吳璟/ 

吳俊雄 



創世記受到的攻擊 
1.從科學 

質疑創造的秩序，速度，方法。地球的年齡，人的起源，
洪水的範圍，洪水前人的壽命 

2.從撒旦 
聖經有兩卷書魔鬼特別痛恨，就是創世記和啟示錄，魔
鬼牠痛恨創世記頭幾章和啟示錄最後幾章，尤其是撒旦
牠進入世界的那段描述，以及牠羞愧的離開世界的那段
描述，所以牠喜歡攔阻人去讀創世記頭幾章和啟示錄末
幾章，牠想讓你誤以為創世記是神話，而啟示錄是謎，
這樣你就不會去讀這兩卷書．因為牠清楚的知道，只要
能夠阻止人相信創世記，就等於是摧毀了整部聖經的根
基了，所以創世記引起許多辯論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只
要不信創世記這卷書的話，就很容易不信其他的經文。 
    (Unlocking Old/New Testament by David Pawson) 



創世記大綱(1:1-2:3) 
1. 神藉著祂的話語創造宇宙(1:1-2:3) 

a. 序言(1:1-2) 
b. 神用大能的話創造萬物(1:3-31) 

1) 第一日：將光暗分開(1:3-5) 
2) 第二日：將水分為上下(1:6-8) 
3) 第三日：將地和海分開(1:9-13) 
4) 第四日：用光體在空中，管理時節(1:14-19) 
5) 第五日：神造海洋與空中生物，並祝福多產

(1:20-23) 
6) 第六日：神為陸地造動物，人類生命來管理神的

創造。並祝福一切生養眾多(1:24-31) 
c. 結論：第七日-創造之工完成。 (2:1-3) 

 

 



創世記大綱(2:4-25) 

1. 神在伊甸園創造男人和女人(2:4-25) 
a. 神造男人(2:4-7) 

1) 創造的重述(2:4) 

2) 造人的背景(2:5-6) 

3) 造人的過程(2:7) 

b. 神為男人準備居所(2:8-17) 
1) 神把男人放在伊甸園(2:8) 

2) 神灌溉伊甸園(2:9-14) 

3) 神分派工作給男人(2:15) 

4) 神與人立約(2:16-17) 

c. 神為男人準備配偶(2:18-25) 
1) 造夏娃給男人作配偶(2:18-23) 

2) 設立婚姻制度(2:24-25) 

 

 



讀聖經的方法/態度 
讀創世記，尤其是前三章的讀法/態度，可以做為
我們讀經方法的檢驗。 

1. 對聖經的看法 

a. 當作是神的話 

b. 當作是人的話 

c. 有的是神的話/有的是人的話 

2. 讀經方法 

a. Exegesis – 把經文的意思從經文中讀出來 

b. Eisegesis – 把自己的看法放入經文中 



歸納法讀經 

1. 觀察(Observation)-經文說了什麼(What 

does it say?) 

2. 解釋(Interpretation)-經文的意思(What 

does it mean?) 

3. 應用(Application)-經文對讀者的意義
(what does it mean to the reader?) 
1. 當時的讀者 

2. 歷史上的讀者 

3. 現在的讀者 



讀創世記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方法 

1. 當作是神話(myth) 

2. 當作是文學作品(literary work) 

3. 當作是神所啟示的事實來讀(revelation) 
 



讀經時要注意上下文(context) 

1. 文字的 

2. 歷史的 

3. 文化的 

4. 神學的 



讀懂創世記第一章的先決條件 

1. 相信神的存在 -起初神(1:1) 

2. 上學期的系統神學中討論到神存在的議題： 

a. 人內心對神的感受 

b. 相信聖經和自然界的證據 

c. 傳統上對神存在的說明 

d. 聖靈的見證 

3. 對無神論者(Atheist)和神不可知論者
(Agnostic)的挑戰 

 



讀創世記第一章的第二個條件 

創世記一章不是用科學詞彙寫成,遣詞用字十分簡
單,因為神希望各時代、各地方的每一個人都能明
白創造的故事。比方說，其中只提到了三種植物：
青草，菜蔬和樹木. 另外，創世記一章也只提到三
種動物：那就是家畜，供人獵食的動物，還有野
獸，這種簡單的分類，我相信每一個人都能夠理
解，對不對？三種不同大小的植物，三種不同的
動物，根據牠們和人類的關係來分類，我所謂的
簡單就是這個意思． 

 David Pawson: Unlocking the Bible 

 

 



創世記1:1-2:3章的經文說了什麼 

1. 神是主角。“神這個字出現31次” 

2. 神的話語有能力-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3. 神的創造有計劃 

4. 神在創造後的評價：看著是好的 

5. 神賜福給所造之物。 

6. 神按自己的形像造人，並給他們任務 

a.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 

b. 要治理地/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活物 

7. 神六天創造天地，第七天就歇了他的工 



創世記1:1 
起初神創造天地 
------------------------------------------------------------------ 

起初：時間開始的那一時刻 
神：（Elohim) – 強調有能力 
創造(bārā’) ：Creation 

1. Ex-nihilo (out of nothing) 
2. 不是製造，是創造。 
3. 這個字在舊約中出現40+次，主詞都是神。 
4.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

神(羅4:17) 
5. 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這樣，

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來11:2) 
天地：用來指宇宙（希伯來人用對比來代表全部) 



創世記1:1 
起初神創造天地 
----------------------------------------------------------- 

1. 神在創世之前就存在了。祂的存在不受限於物

質與時間。 

 神是”自有永有的” 

2. 所有存在的都是出於神 

3. 神的創造是”使無變為有” (Creates out-of-

nothing)  

 



創世記1:2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 

地：後來人居住的地方 
空虛: emptiness，荒蕪沒有人住的地方 
混沌: without form, chaos。一無所有 
 淵面：大水。  

– 你用深水遮蓋地面，猶如衣裳；（詩104：6） 
黑暗 

– 是我用雲彩當海的衣服，用幽暗當包裹它的布（伯38：9） 
運行： 

– 描寫神的能力在水面上吹拂，讓人想起母鷹展開雙翅，在
小鷹之上飛翔的動作(申32:11)，藉以強調祂對受造物的關
注和哺養。 

 
  



創造的日子中的活動 

混沌 (formless) 空虛(void) 

形成(form) 置入(fill) 
1 光 4 光體 

2 天（海在下面） 5 鳥和魚 

3 地(植物) 6 活物和人（植物當
成食物） 



第一天(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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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聖經第一次提到神說話。顯現出祂的偉大和權能和

神話語的果效 

 要有光：光是生命成長的必需品 

2. 把光暗分開：各有各的時段(光為晝，暗為夜） 

 



第二天(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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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空氣(firmament)：The heavens or the sky, especially 

regarded as a tangible thing. 地球上空巨大的圓，蒼穹 

 

 

 

 

 

 

 

 

 

 

 
 



第三天(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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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將地和海分開 
2. 地上要有植物-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

並結果子的樹木 
3. 各從其類 



第四天(1:14-19) 
神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
子，年歲。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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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光體-分(開)晝夜，作記號，定
節令，日子，年歲 

2. 大光管晝，小的管夜 



第五天(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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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空中-鳥類 

海裡-大魚和各種有生命的動物 

賜福 -  



第六天1:24-1: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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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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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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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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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青草賜給牠們作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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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被造：照著神的形像，按著神的樣式 
形像-像 image 
樣式-相似 likeness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西1:15)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來1:3）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
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
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哪裡，叫你
們也在那裡。我往哪裡去，你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道。」 多馬
對他說：「主啊，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裡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耶
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
去。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他，並且
已經看見他。」 腓力對他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
了。」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
嗎？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
呢？ （約14:1-9) 



人被造：照著神的形像，按著神的樣式 

1. 神是我們形像的根源 

2. 我們該效法耶穌，祂是神形像的完全彰顯 

3. 只有當我們與神有正常關係時，我們才經歷完全的人

性。 

4. 人是有價值的。在神對萬物的計劃中，人命的神聖性

是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在墮落之後，謀殺仍然是禁

止的，理由是人是按神的形像而造的(創9:6) 

5. 神的形像是普世性的，存在所有人都裏面-身為人是有

尊嚴的。因為人人都有神的形像，所以我們侵害他人

的權利和自由 

 



從神的形像來看人的形像 

 
 
 
 
 
 
 
 
 
 

      取自“神的形像-人性的尊嚴與危機” - 唐崇榮牧師 

神的形象 神的形象 

神是靈 神是良善的 

神是主宰 神是永恆的 

神是創造的 神是真理 

神是公義的 神是聖潔的 

神是價值的本體 神是榮耀的 

神是愛 神是生命 

神是光 神是完全的 



我們對於人的起源該有的認識 

1. 我們是被神創造的。不是經過進化來的。 


 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

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他離我

們各人不遠；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們作詩的，

有人說：『我們也是他所生的。』（徒17:26-28) 

2. 我們是照祂的形像造的，我們有屬靈的天性能與神交流。 

3. 我們被造是要管理這世界 

4. 造我們的神是值得我們敬拜，讚美和服從的。 

5. 我們要成為神創造的好管家 
 我們該尊敬同為受造的眾人 

 我們要善用神給我們的恩賜 

           取自 Exposition of Genesis-Warren Wiersbe 



第七天2:1-3 

天地萬物都造齊。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

第七日歇了祂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

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祂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 
----------------------------------------------------------------------------------------------------- 

1.神不是因為疲累了需要安息，是因為工作做完了才安息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1：31 

2. 沒有提到有晚上有早晨似乎意指安息沒有結束。 

3. 神沒有賜福前六天，唯獨賜福第七天 

4. 定第七天為聖日。 

 



應用問題 

1. 神的話語帶著權威。這樣的認識如何改變你與

神的關係？ 

2. 你對神的創造的體會是什麼？這對你敬拜神有

什麼幫助？ 

3. 神在第七天安息對我們意義？ 

4. 在這星期中，你會如何表達你對神創造的讚美？ 



神造人2:4-7 

創造天地的來歷，在耶和華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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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霧氣從地上
騰，滋潤遍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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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2:4回應1:1都是信心的宣告 
2. 2:5回應1:2描述地還不適合人居住的原因 
3. 2:7(神造人)回應1:3(神說話） 
4. 第一章提到造人時，是當作許多創造工作中的一項。

此處是單獨敘述。表明神對人的看重 
5. 神用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的鼻孔裡。 
 



神造人2:4-7 

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2:7) 
---------------------------------------------------------------------------------------------------- 

1. 有靈的活人（和合本） 
2. 有生命的人（現代中文譯本） 
3. 有生命的活人(呂振中譯本) 
4. a living creature (ESV) 
5. a living soul  (KJV) 
6. a living being (NKJV, NIV, NASB) 
 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 (1:20) 
 地要生出活物來(1:24) 
 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1:30) 
 耶和華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

(2:19) 



神為人預備居所2:8-14 

耶和華神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
置在那裡。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里長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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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從那
裡分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遜，就是環繞哈腓拉全地的。
在那裡有金子，並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裡又有珍珠
和紅瑪瑙。第二道河名叫基訓，就是環繞古實全地的。第
三道河名叫希底結，流在亞述的東邊。第四道河就是伯拉
河。 
---------------------------------------------------------------------------------------------------- 

1. 伊甸-指水源充足的土地。 
2. 神使伊甸園的樹長出果子，又使河灌溉伊甸園 
3. 生命樹 
4. 分別善惡樹 





神給人工作(2:15)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安置- 神把人放在安全的地方 
 修理看守 – 人要管理和保護所交付他的園中，

並其中的一切 
 人日常所做的體力活，也是對神的服事。 
 



神與人的第一個約(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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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約：在兩個或多個個體或群體中的協議。有管
理其間關係的作用 

2. 此處由神來定協議的條款 
a. 園中的果子都可以吃 
b. 唯獨不能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 



聖經中的八個約 

1. 伊甸之約(創2:17-18) 
2. 亞當之約(創3:14-19) 
3. 挪亞之約(創9:1-17) 
4. 亞伯拉罕之約(創12:3;15:5-6) 
5. 摩西之約(出19:-24:) 
6. 大衛之約(撒下7:4-17) 
7. 巴勒斯坦之約(申30:1-10) 
8. 新約(來8:6-13) 



神為男人準備配偶(2: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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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叫甚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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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妻子連
合，二人成為一體。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 

1. 不好的原因 
 不完整/不完美 
 指亞當不能完成神要他生養眾多的使命 

2. 配偶-原意是“相對”,”相配”。我要為他造一個匹配的幫助者。 
3. 人的幫助 – 指能做那人不能做的人。是那人不可或缺的 



神為男人準備配偶(2:18-25) 

1. 亞當在動物中找不著與他匹配的(2:18-20) 
2. 神為亞當造夏娃為配偶(2:21-23) 

a. 沉睡 – 減輕痛苦/不讓亞當看見這奧秘/亞當沒有參
與 

b. 肋骨 – 原文是指“旁邊”重點是與亞當的地位平等。 
 神沒有從亞當的頭拿一塊骨來造夏娃，免得她轄

制他；也沒有從他的腳拿一塊腳骨，免得他踐踏
她。神從亞當的“邊”取出她，與他平等；肋骨
在他的臂象徵夏娃受他保護；靠近他的心，受他
愛顧“ – Matthew Henry. 

c. 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 表示亞當歡喜的心情 



神為男人準備配偶(2:24-25) 

1. 神設立婚姻制度(2:24)-第一個婚姻 
a. 人要離開父母  

1) 不是說娶妻後，就不愛父母了。乃是強調
夫妻關係比父母/子女的關係更密切。 

2) 男人都必須不再依賴父母，真正長大。 
3) 男人要把妻子的利益放在首位 

b. 連合，成為一體 – 永遠想隨，委身，忠心。 
2. 赤身露體，不覺得羞恥(2:25) 

a. 兩人中間沒有隔閡，彼此信任。 
b. 在犯罪後對赤身露體的反應就不同了(3:7,10) 



應用問題 

1. 我們應如何看待工作？ 
2. 你羨慕在伊甸園中的生活嗎？你的理由？ 
3. 從創世記第一章和第二章，我們知道”這是天父

世界”.這樣的知識怎樣改變我們的想法和生活
方式？ 

4. 你能信賴神在生活中的供應嗎？ 



問題討論 

1. 第一天的光從哪來的？ 
2. 創世記第一章中的“一日”是二十四小時嗎？ 
3. 照著我們的形像中的我們指誰呢？ 
4. 為何第二章的創造次序和第一章不同？ 
5. 神為什麼用塵土來造人？ 
6. 神為什麼要試驗亞當/夏娃？ 
7. 神為什麼不許人分別善惡？ 
8. 當聖經中的記載似乎與科學的看法不符合時，

我們該如何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