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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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吳俊雄 

4 9/27 神用洪水審判世界 (5-9) 吳俊雄 

5 10/4 洪水後的世代(10-11) 吳俊雄 

6 10/11 信心之父：信心之旅（12-20） 吳璟 

7 10/18 信心之父：信心表现（21-25） 吳璟 

8 10/25 从雅各到以色列：雅各争取祝福（25-30） 吳璟 

9 11/1 从雅各到以色列：雅各学到真正的祝福（31-37） 吳璟 

10 11/8 神拯救的器皿：约瑟和家人分离（37-41） 吳璟 

11 11/15 神拯救的器皿：约瑟和家人团聚（42-50） 吳璟 

12 11/22 複習/問題討論 吳俊雄/

吳璟 



聖經都是神的話 
問題：聖經裡還有撒但說的話、驢對巴蘭說的話，這些話
也是神的話嗎？ 

解答：有人給的答案是這些不是神的話。他們認為聖經中
有些是神的話，有些不是神的話。因此信徒要分辨聖經中
哪些是神的話，哪些不是。意思是說信徒不能相信聖經中
全部的記載。 

這樣的看法是不對的。我們認為聖經裡都是神的話。神可
以用撒旦說的話來教導我們。耶穌受撒旦試探時的記載就
有撒旦說的話。但耶穌用申命記的話來回應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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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大綱(2:4-4:26) 
1. 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內(2:4-25) 

a. 第一個男人被造(2:4-7) 
b. 男人在園中的生活(2:8-17) 
c. 男人的配偶被造(2:18-25) 

2. 男人與女人被逐出伊甸園(3:1-24) 
a. 蛇與女人的對話(3:1-5) 
b. 男人與女人犯罪(3:6-8) 
c. 神質問男人和女人(3:9-13) 
d. 神宣布他的審判(3:14-19) 
e. 男人與女人被逐出伊甸園(3:20-24) 

3. 亞當和夏娃的家庭在伊甸園外(4:1-26) 
a. 該隱和亞伯出生(4:1-2) 
b. 該隱和亞伯的獻祭(4:3-7) 
c. 該隱謀殺亞伯(4:8-16) 
d. 該隱的家族(4:17-24) 
e. 塞特的家族(4:25-26) 

 

 

 



蛇與女人的對話(3:1-5) 
耶和華神所造的，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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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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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蛇在園中(3:1) 
2. 蛇的策略(3:1,4, 5) 

a. 質疑神的話 – 神豈是真說(3:1) 
b. 否認神的話 – 你們不一定死(3:4) 
c. 用謊言代替神的話 – 你們便如神(3:5) 

3. 女人的回答(3:2-3) 
a. 你们不可吃 – 表示她知道神的命令 
b. 不可摸 – 加上了自己的看法 
 



男人與女人犯罪(3:6-8) 
 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 好作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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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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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
聽見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 
----------------------------------------------------------------------------------------------------------------------------------------------- 

1. 人違背神的命令(3:6) 
2. 人的知識(3:7) 
3. 人的羞恥(3:7) 
4. 人的害怕(3:8) 

 



神質問男人與女(3:9-13) 
9 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裡？」 10 他說：「我在園中聽
見你的聲音，我就害怕；因為我赤身露體，我便藏了。」 11 耶和華說：
「誰告訴你赤身露體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
嗎？」 12 那人說：「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
子給我，我就吃了。」 13 耶和華神對女人說：「你做的是甚麼事呢？」
女人說：「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 
------------------------------------------------------------------------------------------------------------------------------------------------------------------ 

1. 神來尋找人 

2. 神與人的對話 – 神給人機會面對現實，誠實地承認自己的罪 

1. 神的話很直接 

2. 人用指責他人的話來回答（不願意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男人指責上帝和女人 

 女人指責蛇 

3. 藉口是充滿謊言的理由 



神的宣判(3:14-2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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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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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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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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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
要吃田間的菜蔬。19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餬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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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對蛇的審判 

 終身用肚子行走 

 與女人為仇 

2. 對女人的審判 

3. 對男人的審判 

4. 地受咒詛 



男人與女人被逐出伊甸園(3:20-24) 
20  亞當給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為她是眾生之母。 21 耶和華神為亞當
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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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耶和華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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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女人的新名字 – 夏娃（眾生之母） 

2. 人的新衣裳 – 皮子 

3. 人的新住處 – 伊甸園外 



解釋性問題討論-第三章 
1. 神为什么不让亚当夏娃有分别善恶的能力？ 
2. 蛇指的是撒旦嗎？如果是撒旦，他什麼時候被造的？他

什麼時候墜落的？ 
3. 蛇為什麼要引誘夏娃？ 
4. 為何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沒有立刻死？ 
5. 女人的後裔是指基督嗎？(3:15) 
6. 生命樹的果子可以使人長生不老嗎？ 
7. 拒絕神的話語的後果是什麼？ 
8. 亞當、夏娃在吃分別善惡樹之前，能否知道善惡?又在

吃這果子之前，若不能分別善惡，是否能明白不順服神
是罪? 

 



應用性問題討論-第三章 
1. 有人說創世記第三章是聖經中最重要的章之一。你同意

這個看法嗎？理由？ 
2. 你曾經懷疑過神的話嗎？這懷疑是如何進入我們的？ 
3. 人應如何勝過試探？ 
4. 亞當犯罪對我們的影響？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
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沒有律法之先，
罪已經在世上；但沒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然而從亞
當到摩西，死就作了王，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
的，也在他的權下。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
(羅5:12-14) 

 



該隱和亞伯出生(4:1-2) 
1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生了該隱，
便說：「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 2 又生了該隱的兄弟
亞伯。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 
----------------------------------------------------------------------------------------------------------------------------------------------------------------------- 

1. 該隱-“得”的意思 

2. 得了一個”男子”-為什麼不是”得了一個兒子(c.f.4:26)”？ 

 I have created a man just as the LORD did- 
(netbible version) 

 夏娃為孩子取名字(4:1) 

3. 亞伯 – 這名字原文與“虛空”相近，暗示亞伯脆弱，生
命短暫。 

4. 亞伯的工作：管理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5. 該隱的工作：治理這地。 

 
 

 

 



該隱和亞伯的獻祭(4:3-7) 

 3 有一日，該隱拿地裡的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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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該隱就大大地
發怒，變了臉色。 6 耶和華對該隱說：「你為甚麼發怒呢？
你為甚麼變了臉色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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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亞伯獻祭被看中，該隱獻祭不被看中的原因？ 

 兩個人為人的差別 

 兩個人獻祭的態度不一樣 

2. 罪就伏在門前：罪惡像野獸在暗處被藏匿，獵物經過，便立刻跳出
來撲向獵物。 

3. 戀慕你：指罪要控制該隱，使他作惡。 

4. 你卻要制伏它-神對該隱的警告。提醒他，希望把他從罪中救回來 



該隱謀殺亞伯(4:8-1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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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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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耶和華說：「你做了甚麼事呢？你
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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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你種地，地不再給你效力；你必流
離飄蕩在地上。」 13  該隱對耶和華說：「我的刑罰太重，過於我所能
當的。 14 你如今趕逐我離開這地，以致不見你面；我必流離飄蕩在地
上，凡遇見我的必殺我。」 15 耶和華對他說：「凡殺該隱的，必遭報
七倍。」耶和華就給該隱立一個記號，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他。 16 於是
該隱離開耶和華的面，去住在伊甸東邊挪得之地。 
--------------------------------------------------------------------------------------------------------------------------------------------------------------- 

1. 該隱謀殺了亞伯(4:8) 

2. 耶和華指控該隱(4:9-11上） 

3. 耶和華懲罰該隱(4:11下-12) 

4. 耶和華施恩予該隱(4:13-16) 

a. 該隱對他所做的事有後悔但是沒有悔改 



該隱的家族(4:17-2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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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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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拉麥娶了兩個妻：一個名
叫亞大，一個名叫洗拉。 20  亞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帳棚、牧養牲畜
之人的祖師。 21  雅八的兄弟名叫猶八；他是一切彈琴吹簫之人的祖
師。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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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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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若殺該隱，遭報七倍，殺拉麥，必遭報七十七倍。 
------------------------------------------------------------------------------------------------------------------------------------------------------------------ 

1. 該隱的妻子是誰？可能是他的妹妹 

2. 以諾-“開始””奉獻”的意思 

3. 拉麥是第一個多妻的人,他認為神給該隐的保护对他也有效。但是他
没有提到神的名字 

4. 该隐的後代在文化/工业/畜牧上有可夸奖的，但是他们没有神。 

 



塞特的家族(4:25-2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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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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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塞特：“擺放”“立”的意思。 
2. 兒子：直譯為“後裔”。有回應3:15節女人後裔的可能。

夏娃希望塞特就是第3章所預告的後裔。 

3. 以挪士的意思是”人類“，這名字可能顯示該隱以外，另
一個族群的開始。 

4. 求告耶和華的名- 正式公開/集體敬拜神。 

5. 該隱是頭生的兒子，因犯罪失去了名分。由塞特取代。 

亞當活到一百三十歲，生了一個兒子，形像樣式和自己
相似，就給他起名叫塞特。(5:3) 



解釋性問題討論-第四章 
1. 耶和華愛亞伯的供物是否偏心？ 
2. 該隱在殺亞伯前，對他說了什麼話？ 
3. 該隱說“凡遇見我的必殺我”這些人是誰？ 
4. 該隱的記號是什麼？ 
 



應用性問題討論-第四章 
1. 該隱的獻祭不被神看重。這對於我們的敬拜有什麼教導？ 
2. 為什麼人要說謊？該隱說謊有用嗎？他當時有較好的做

法嗎？ 
3. 我們從”神給該隱立一個記號，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他”

學到什麼？ 
4. 對自己的行為悔恨的人和悔改自己行為的人有什麼差別？ 
5. 在第四章中提到那些人常犯的罪？ 

 嫉妒 
 怒氣 
 傷害 
 報復 
 謊言 
 驕傲 
 不看守弟兄 



問題討論 

有關神與邪惡的問題？ 
1. 神造的世界都是好的. 邪惡(evil)從那裡來的？ 
2. 神為什麼要造分別善惡樹來”引誘”人犯罪？ 
3. 神是慈愛的神他為什麼不阻止天然災害的發生？ 
4. 神為什麼不阻止夏娃與蛇的交談？ 
5. 神為什麼不阻止亞當和夏娃犯罪？ 
6. 有人說因為世界上有災難所以他/她不能確定

神的存在。我們該怎麼回應？ 



神義論Theodicy 

神義論詞語源自希臘文的「神」(theos）及「公
義」（dike）所組合，可簡釋為「存在世界上的
罪惡與神的全能與善並不相互矛盾的論辯」 
 
大英百科全書： 
explanation of why a perfectly good, almighty, 
and all-knowing God permits evil 



世界的天災人禍 

1. 新冠肺炎的流行 
2. 美西三州大火 
3. 颶風莎莉重創佛羅里達州和阿拉巴馬州 
4. 2004年東南亞海嘯 
5. 中國汶川大地震 
6. 希特勒謀殺六百萬猶太人 
7. 1994年盧安達大屠殺(120萬到300萬人) 
 

 



伊比鳩魯的問題 

古希臘哲學家伊比鳩魯所質問：「難道神願意阻
止罪惡，卻做不到嗎？那麼，神便是軟弱無能。
難道神能做到，卻不願意做嗎？那麼，神便是懷
有惡意。難道神既能做到又願意做嗎？那麼罪惡
又從哪裡來？」 

 



無神論者的推論 

1. If God is all-powerful, then He could destroy evil. 
2. If God is all-good, then he would destroy evil. 
3. But evil is not destroyed. 
4. Therefore, no such God (who is omnipotent and 
omnibenevolent) exists. 
1. 如果神是全能的，他能夠摧毀邪惡 
2. 如果神是全善的，他願意摧毀邪惡 
3. 但是邪惡沒有被摧毀 
4. 所以全能和全善的神是不存在的。 
這樣的推論是不成立的,因為結論也可是“存在一
位不是全能或不是全善的神” 
 



從公義的角度來推論 

“[As an atheist]my argument against God was that the universe 
seemed so cruel and unjust. But how had I got this idea of just 
and unjust? A man does not call a line crooked unless he has 
some idea of a straight line.” He added, “Of course I could have 
given up my idea of justice by saying it was nothing but a 
private idea of my own. But if I did that, then my argument 
against God collapsed too. . . ” (Mere Christianity, p. 45. C.S. 
Lewis). 
 
從公義存在的角度來看，無神論是站不住腳的。 



當壞事發生在好人身上 

猶太人的拉比 Harold S. Kushner 的兒子 Aaron 生於1963年。在

1977年因早衰症去世。這位拉比因此寫了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1981)這本書來探討人的受苦/神的全能/神義論。 

在書中他提到：”I believe in God. But I do not believe the same 

things about Him that I did years ago, when I was growing up 

or when I was a theological student. I recognize His limitations. 

He is limited in what He can do by laws of nature and by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human moral freedom. I no 

longer hold God responsible for illnesses, acciden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because I realize that I gain little and I lose so much 

when I blame God for those things. I can worship a God who 

hates suffering but cannot eliminate it more easily than I can 

worship a God who chooses to make children suffer and die, for 

whatever exalted reason. 
 



兩個試圖用來解決邪惡存在的說法 

邪惡的觀念可能太抽象，在我們用“人受的苦難”
來討論。 

人的受苦可以簡單地分成兩類： 

1. 人禍使人受苦難 (Suffering due to moral evil) 

2. 天災使人受苦難 (Suffering due to natural evil) 

自由意志的神義論 (Free will theodicy)用來解釋人
禍造成的苦難，自然律的神義論(Natural law 

theodicy)用來解釋天災造成的苦難 



自由意志的神義論The Free Will Theodicy 

1. 有自由意志的世界比沒有自由意志的世界更有
價值 Any world with free will (no matter how that 

free will may be abused) will be more valuable 

than a world without free will. 

2. 擁有自由意志者可選擇惡，也可選擇善 Free 

will gives its possessors the ability to do evil as 

well as good. 

 

作惡的是擁有自由意志者，不是神。神不會對自
由意志加上限制。一旦加了限制，就不是自由意
志了。 



自然律的神義論The Natural Law Theodicy 

1. 世界需要有自然律才能有次序 The need for laws 

of nature in the world to support a order. 

2. 這樣的自然系統有機會造成苦難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 evil is inherent in a natural physical 

system. 

 

天災在自然律的世界是有機會發生的。不是神要
藉著天災來懲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