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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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吳俊雄 

5 10/4 洪水後的世代(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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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的結構 
關鍵字：toledot (Generations)出現11次 (2:4, 5:1, 6:9, 10:1, 
11:10, 11:27, 25;12, 25:19, 36:1, 36:9, 37:2) 
1. 創造的故事（1:1 - 2:3)  
2. 天與地的後續發展（2:4 – 4:26）  
3. 亞當的後代（5:1 – 6:8）  
4. 挪亞的後代（6:9 – 9:29）  
5. 挪亞兒子的後代（10:1 – 11:9）  
6. 閃的後代（11:10-26）  
7. 他拉的後代（11:27 – 25:11）  
8. 以實瑪利的後代（25:12-28）  
9. 以撒的後代（25:19 – 35:29）  
10. 以掃的後代（36:1 - 37:1）  
11. 雅各的後代（37:2 – 50:26) 
 



創世記的結構 

關鍵字：toledot (Generations)出現11次 (2:4, 
5:1, 6:9, 10:1, 11:10, 11:27, 25;12, 25:19, 36:1, 
36:9, 37:2) 
1. 創造的故事（1:1 - 2:3)  

 神藉著祂的話語創造宇宙 

2. 創造天地的來歷（2:4 – 4:26） 
 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內(2:4-25) 
 男人與女人被逐出伊甸園(3:1-24) 
 亞當和夏娃的家庭在伊甸園外(4:1-26) 

3. 亞當的後代（5:1 – 6:8）  
4. 挪亞的後代（6:9 – 9:29）  
 



創世記大綱(2:4-4:2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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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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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大綱(2:4-4:26) 

1. 男人與女人被逐出伊甸園(3:1-24) 
a. 蛇與人的對話和人的犯罪 (3:1-7) 

• 蛇讓人對神的話和神的善起疑心 

• 引誘人讓他注重感受 

– 就像肉體的情慾 – 好作食物 

– 眼目的情慾 - 悅人眼目 

– 並今生的驕傲 – 使人有智慧，像神一樣 

b. 神與人的對話(3:9-13) 
a. 神讓人承認犯罪（3:8-13) 

b. 神宣布他的審判(3:14-19) 

c. 神將人逐出伊甸園(3:20-24) 

 

 

 



創世記大綱(5:1-6:8)  亞當的後代(1) 

咒詛對人類的影響(5:1-32) 

1. 神造人(5:1-2) 

 按祂的樣式造的，是要代表祂 

 是要人享受祂賜的福氣 

2. 家譜(5:3-32) 

 亞當到雅列(5:3-20) 

 與神同行-以諾(5:21-24) 

 從咒詛中得安慰的盼望 – 挪亞(5:25-5:32) 

 

 



現代人眼中的家譜 

我們習慣以學歷,婚姻,名譽和地位來定義個人
的身份.不習慣以家譜來定義自己.我們會以嗜
好，興趣及職業來介紹自己,卻不會以誰是自
己的祖先來介紹自己(除非是名人的後代)家譜
對於現代人來說是沒有意義的東西. 

 
 



家譜的格式 

1. 主要分為兩類第一是線性家譜(linear)又名直向
(vertical)家譜第二類是分段式(segmented)家譜
又名橫向(horizontal)家譜。 

2. 線性家譜說明某祖先和某後代的關係，重點放在
線的開始和結束(創5:3-32) 

3. 橫向家譜主要說明橫向的親屬關係把不同的後代
連在同一位祖先身上說明當中比較複雜的社會及
政治關係指出家族民族城鎮及地方之關係。另一
個目的是要說明某個家族成員是在眾多子孫當中
受到揀選(創11:27-32) 



創世記大綱(5:3-32)  直向家譜 
 亞當到雅列(5:3-20)-共10代 

 形式 

 某某某活到幾歲, 生了兒子, 某某某生兒子之後，

又活了多少年, 並且生兒養女. 某某某共活了多

少歲就死了. 

 有三個例外 

亞當(5:3-4) 

以諾(5:21-24) 

拉麥(5:28-31) 

 

 



出生時父 
親的年齡 

出生時的
年代 

壽命 死的時候 
的年代  

亞當 930 930 

塞特 130 130 912 1042 

以挪士 105 235 905 1140 

該南 90 325 910 1235 

瑪勒列 70 395 895 1290 

雅列 65 460 962 1422 

以諾 162 622 365 - 

瑪土撒拉 65 687 969 1656 

拉麥 187 874 777 1651 

挪亞 182 1056 

洪水的日子：挪亞600歲 -   1656 年 正好是瑪土撒拉去世
的年代 
 



創世記大綱(5:21-24)以諾與神同行 

要找出與神同行的意義可以看看不同的譯本 
1. 與神同行(和合本) 
2. 與神親密同行 (當代中文譯本) 
3. 與神往來(呂振中譯本) 
4. Walk with God (ESV,KJV,NASB) 

5. Walk faithfully with God(NIV) 

6. Live in close fellowship with God(NLT) 

7. Walk [in habitual fellowship] with God (AMP) 

8. Walk steadily with God (The Message) 

 

 



創世記大綱(5:21-24)以諾與神同行 
1.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創3:8); 以諾與神同

行(創5:24); 挪亞與神同行(創6:9) 
2. 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創17:1) Walk before me and 

be blameless (ESV) 
3. 我所事奉的耶和華(創24:40) before whom I have 

walked. 
4. 願我祖亞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事奉的神(創48:15) The 

God before whom my fathers Abraham and Isaac 
walked (ESV) 

5. 不從惡人的計謀(詩1:1) -  walks not in the counsel 
of the wicked (ESV) 

6. 行為純全(詩26:1) walks in integrity 
7. 按你的真理而行(詩26:3) walk in your faithfulness 
 

 



Bible Trivia  

聖經中沒有記載有哪些人的死亡？ 
 
1. 以利亞 - 乘旋風升天去了(王下2:11) 
2. 以諾 - 以諾與神同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

世了(5:24) 
3. 亞當的七世孫以諾曾預言這些人說：「看哪，

主帶著他的千萬聖者降臨， 15 要在眾人身上行
審判，證實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
虔的事，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說頂撞他的剛
愎話。」猶大書1:14 



創世記 - 拉麥對挪亞的盼望 

拉麥活到一百八十二歲，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
叫挪亞，說：「這個兒子必為我們的操作和手中的
勞苦安慰我們；這操作勞苦是因為耶和華咒詛地。
(創5:28-29)  
--------------------------------------------------------------------------------------------------------------------------------------------------------------- 

夏娃對該隱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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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娃認為該隱就是神所應許的”那個女人的後裔”但是她
的盼望破滅了.所以她給第二個兒子取名亞伯(虛空)。 

拉麥的盼望成全了嗎？ 



創世記第五章的信息-信心的生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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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26) 

2. 神按自己的樣式造人，並且賜福給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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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5:14) 
某某某活到幾歲, 生了兒子, 某某某生兒子之後，又活
了多少年, 並且生兒養女. 某某某共活了多少歲就死了. 

4. 以諾因著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人也找不著他，因
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經得了神
喜悅他的明證(來11:5) 

5. 挪亞因著信(來11:7) 
 

 



創世記大綱(5:1-6:8)  亞當的後代(2) 

世人的罪惡(6:1-4) 
•  當人在世上多起來、又生女兒的時候，神的兒子們看見

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耶和華說：
「人既屬乎血氣，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然而他
的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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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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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怎么解釋？有下面三種： 

1. 塞特的後代（神的兒子）與該隱的後代（人的女子） 
2. 神的兒子是領袖 
3. 墮落的天使 

每一種說法都值得商榷的地方（創世記 卷上 鄺炳釗 
明道研經叢書 226頁) 

 

 



創世記大綱(5:1-6:8)  亞當的後代(3) 

神憂傷人的罪惡(6: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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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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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的後悔- 有以下幾個解釋： 
1. 擬人法-用人能明白有共鳴的字詞描寫神的心情 
2. 嘆息 – 暗示神的憂傷 
3. 改變心意 – 神因應人不同的回應，而採取與前

不同的行動 (馮蔭坤：希伯來書-卷上） 天道，
455頁。 

 



神的後悔 

聖經中記載神”改變心意”的經文 

1. 因應人的處境（申32:36, 士2:18; 撒上
15:11,25) 

2. 因神僕人的代求(耶26:19; 出32:9-14; 摩
7:5-6) 

3. 因人的悔改(耶18:7-10; 珥2:13-14; 拿
3:7-10) 

 



創世記大綱(6:9-8:22)- 挪亞的後代 
交叉式結構 
挪亞和他的兒子們 (6:9-10) 
A 神定意要毀滅敗壞的世人(6:11-13) 
  B 挪亞按神心意造方舟(6:14-22) 
    C 進入方舟(7:1-9) 
      D 洪水開始 (7:10-16) 
        E 洪水持續150天，山都淹沒了(7:17-24) 
          F 神紀念挪亞(8:1) 
        E’ 洪水退了150天，山頂都顯出來(8:1-5) 
      D’ 地開始乾了(8:6-14) 
    C’ 出方舟(8:15-19) 
  B’挪亞築壇(8:20) 
A’ 神定意不再毀滅人類(8:21-22) 

 
 

 



創世記大綱(6:12-8:22)- 挪亞的後代 

 

 

 



與挪亞方舟大小一樣的復制品 

 

 

 

Ark Encounter, Williamstown, Kentucky. 
A replica of Noah’s Ark, opened on July 5, 2016. 



創世記大綱(6:9-8:22)- 挪亞的後代 

神所用的人-挪亞 

1. 他是義人完全人與神同行(6:9) 

2. 他遵守神的命令(6:22;7:5,16) 

3. 他忠心地做神的工作(6:14-22) 

 建造方舟(6:14-17) 

 信任神立的約(6:18) 

 招聚動物(6:19-22) 

4. 等待神的時間(7:1-22) 

 等待一個星期(7:1-10) 

 洪水的開始(7:11-22) 

 

 

 

 



創世記大綱(6:9-8:22)- 挪亞的後代 

新世界的開始(8:1-22) 

1. 神紀念挪亞(8:1) 

2. 神讓洪水退落(8:1-5) 

3. 神讓地面乾了(8:6-14) 

4. 神吩咐挪亞出方舟(8:15-19) 

5. 挪亞獻祭給神(8:20-22) 

a. 用潔凈的牲畜飛鳥獻為燔祭(8:20) 

b. 神應許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地(8:21) 

c. 神應許不再用水滅各種的活物(8:21) 

d. 四季永不停息(8:22) 

 

 

 

 



解釋性問題討論-第6-8章 
1. 在洪水前世界上有多少人？ 
2. 在洪水前人們的日子是好的因為人的壽命都很長。你的

看法？ 
3. 神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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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a.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

惡(6: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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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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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23) 

 



應用性問題討論-第6-8章 
1. 讀了方舟的故事，對於我們目前的環境有幫助嗎？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當洪水以前的
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
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衝去。人子降臨也要這
樣。(太24:37-39)  


 他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裡的靈聽，就是那從
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時候，不信從的人。
當時進入方舟，藉著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人。這
水所表明的洗禮，現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
這洗禮本不在乎除掉肉體的污穢，只求在神面前有無
虧的良心。(彼前3:19-21) 

 神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
世代，卻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彼後2:5) 

2. 參考挪亞的榜樣,在現今的世代,我們要活出神兒女的樣
式有什么困難？要如何克服？ 



解釋性問題討論-第三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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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蛇為什麼要引誘夏娃？ 
3. 為何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沒有立刻死？ 
4. 女人的後裔是指基督嗎？(3:15) 
5. 生命樹的果子可以使人長生不老嗎？ 
6. 拒絕神的話語的後果是什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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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