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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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水審判後的世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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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罪的世界中，我們仍然可以憑著神的恩
典藉著信心，與神同行，討神的喜悅 

 

 



創世記大綱(6:12-8:22)- 挪亞的後代 

 

 

 



創世記結構(6-9) 

A 挪亞和他的三個兒子(6:9-10) 
    B 神看地是敗壞的(6:11-12) 
       C 神對挪亞的吩咐-包括有關食物的指示(6:13-22) 
          D 神吩咐挪亞帶潔凈的活物進入方舟(7:1-9) 
              E 洪水開始方舟的門關上(7:10-16) 
                 F 洪水浩大(7:17-20) 
                    G 方舟外的活物都死了(7:21-24) 
                 F’ 洪水退去(8:1-5) 
              E’ 洪水結束方舟的窗開了(8:6-14) 
           D’ 神吩咐挪亞出方舟,他獻上潔凈的活物(8:15-22) 
        C’ 神對挪亞的吩咐-包括食物的指示(9:1-7) 
    B’ 神應許不再敗壞地(9:8-17) 
A’ 挪亞和他的三個兒子(9:18-19) 

 
 
 



創世記大綱(9:1-17)- 神與挪亞立約 

神賜福並吩咐挪亞(9:1-7) 

1. 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9:1,7) 

2. 走獸飛鳥都懼怕人 

3. 動物可成為食物 

 不可吃帶血的(9:4) 

4. 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內容 創世記第一章
的創造 

洪水後的再創造 

人與動物
的關係 

人管理動物
(1:28) 

動物害怕人(9:2) 

可吃的 
食物 

植物 
(1:29-30) 

動物和不帶血的
肉(9:3-4) 

 
神的形象 

人按著神的 
形象被造 
(1:26-27) 

凡殺害按著神的
形象被造的人必

被殺(9:5-6) 

Exploring the Old Testament, Vol. 1  by G. Wenham 



不可吃血/生命在血中 
 在你們一切的住處，脂油和血都不可吃；這要成為你們世世

代代永遠的定例。(申3:17) 
 在你們一切的住處，無論是雀鳥的血是野獸的血，你們都不

可吃。 無論是誰吃血，那人必從民中翦除。(申7:26-27)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們中間的外人，若吃甚麼血，

我必向那吃血的人變臉，把他從民中翦除。 因為活物的生命
是在血中。我把這血賜給你們，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命贖罪；
因血裡有生命，所以能贖罪。因此，我對以色列人說：你們都
不可吃血；寄居在你們中間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
或是寄居在他們中間的外人，若打獵得了可吃的禽獸，必放出
牠的血來，用土掩蓋。論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
我對以色列人說：無論甚麼活物的血，你們都不可吃，因為一
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翦除(申17:10-
14) 

 
 



不可吃血/生命在血中 

 你們不可吃帶血的物(利19:26) 

 然而，在你各城裡都可以照耶和華－你神所賜
你的福分，隨心所欲宰牲吃肉；無論潔淨人不
潔淨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與鹿一般。 只是
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樣(申
12:15-16) 

 只是你要心意堅定，不可吃血，因為血是生命；
不可將血與肉同吃。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
如同倒水一樣。 不可吃血。這樣，你行耶和華
眼中看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孫就可以得福。
(申12:23-25) 



創世記大綱(9:1-17)- 神與挪亞立約 

神與挪亞立約(9:8-17) 

對象： 

1. 挪亞的兒子們 

2. 挪亞的兒子們的後裔 

3. 從方舟出來的活物-飛鳥牲畜走獸  

內容: 

1. 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滅絕 

 神單方面立的約.沒有人需要遵守的命令 

2. 立約的記號-虹 

 永約(9:16) 

 

 

 



創世記大綱(9:18-29)- 挪亞和他的兒子們 
挪亞咒詛和祝福後代(9:18-27) 

a. 挪亞醉酒（9:20-21）- 第一次提到”酒” 
 聖經中多處經文說不可醉酒(羅13:13, 林前6:10) 

b. 含見到挪亞的赤身(9:22)-對父親不敬 
c. 閃雅弗用衣服給他蓋上(9:23) 
d. 挪亞的咒詛(9:24-25) 

 迦南當受咒詛,必給他弟兄作奴僕的僕人。（創10:15-
19中記載迦南的後代是被以色列征服的國家。） 

 有學者認為此處不是咒詛，乃是預言。就如同在創世
記49章中所記載的雅各對他後代的預言 

e. 挪亞的祝福 (9:26-27) 
又說：耶和華－閃的神是應當稱頌的！願迦南作閃的奴僕。
願神使雅弗擴張，使他住在閃的帳棚裡；又願迦南作他的
奴僕。 

 



創世記大綱(9:18-29)- 挪亞和他的兒子們 

挪亞壽終(9:28-29) 

挪亞五百歲生了閃、含、雅弗。(5:32) 

 挪亞六百歲時 洪水泛濫在地上(6:6) 

洪水以後，挪亞又活了三百五十年。挪亞

共活了九百五十歲就死了(9:28-29) 

 



創世記大綱：挪亞兒子的後代（10:1 – 11:9）  

1. 引言:挪亞三子(10:1) 

2. 雅弗的後代(10:2-5) 

3. 含的後代(10:6-20) 

 寧錄(10:8-12) 

4. 閃的後代(10:21-31) 

5. 結束挪亞三子的宗族(10:32) 

6. 巴別塔和城(11:1-9) 
--------------------------------------------------------------------------------------------------------------------------------------------------------------------------------- 

1. 這裏的記載與一般的家譜不同 

2. 這裏的記載了七十個國，沒包括所有的國。 

3. 不能確定其中有些國、民族的領土以及他們現在的名
稱。原因如下：國家改名，民族遷徙，外族通婚，語
言的變化 

 



 

 



寧錄 
古實又生寧錄，他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華面前是個
英勇的獵戶，所以俗語說：「像寧錄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
勇的獵戶。」他國的起頭是巴別、以力、亞甲、甲尼，都
在示拿地。他從那地出來往亞述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
迦拉，和尼尼微、迦拉中間的利鮮，這就是那大城。 
----------------------------------------------------------------------------------------------------------------------------------------------------------------------------------------- 

1. 寧錄是勇士（英雄是勇士的意思） 
2. 他是個英勇的獵戶/君王 
3. 他不停地擴張國土。 
4. 對寧錄的評價： 

a. 此處經文沒有細說。有人解釋“在耶和華面前”是
有耶和華為敵的意思。 

b. 有人認為他是個暴君，為建立王國不斷地征服他國 
c. 巴比倫/亞述成為以色列的敵人。 

 



 

 



第十章的意義 

1. 耶和華神是全地的神。 
 至高者將地業賜給列邦，將世人分開（申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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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17:26) 
2. 世上所有的國家都是一個家族的後代。 
3. 耶和華神關心世上所有的國家 

 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倫人，是在認識我之中的；看
哪，非利士和泰爾並古實人，個個生在那裡。（詩篇
87：4） 

4. 這裏記載的對以色列是個鼓勵，知道他們是神的選民，
迦南是他們的奴僕 

 
         (Warren Wiersbe – Commentary on Genesis) 





巴別塔和城(11:1-9) 

1. 引言(11:1) 

2. 人停在士拿地(11:2) 
 士拿地：美索不達米亞南部，後和巴比倫同義 

 士拿地所包括的區域大概由今日的伊拉克首都巴格達
到波斯灣 

3. 計劃建城和塔(11:3-4) 
 建城的目的是要傳揚他們的名 

 用磚-沒有很多可建房屋的石塊 

4. 神降臨視察(11:5) 

5. 計劃阻止建造(11:6-7) 

6. 人分散在全地(11:8) 

7. 結束(11:9) 巴別-“變亂”的意思 

 



創世記大綱：閃的後代 (11:10-26) 

1. 從閃到亞伯蘭 – 共十代 

2. 與第五章的家譜比較  

 沒有“就死了”的字眼 

 人的壽命變短了 

3. 與第十章閃的家譜不同處 

 第十章的家譜列了閃的5個兒子和約坍的13個

兒子 

 第十一章的家譜只列了閃到他拉, 到亞伯蘭 

4. 顯示神的看顧和應驗他的承諾 
 

 



創世記大綱：他拉的後代 (11:27-25:11) 

                               他拉 

                                   | 

               亞伯蘭    拿鶴     哈蘭 

                                   |              |                       

         密迦 亦迦   羅得 

                                                         



 

 



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們學到的真理 

1. 神是真實存在的神 (1:1) 

2. 我們活在神的創造中(1) 

3. 我們是按著神的形象造的(1:26-27) 

4. 順服神才能得生命(1:16-17) 

5. 婚姻是神創造的(2:24-25, 太19:4-6) 

6. 誘惑人的(蛇,撒旦)的存在是真實的。(3:1) 

7. 罪因著亞當的不順從進入世界(3:1-13,羅5:12) 

8. 我們與神的關係是基於信心(5:21-24, 6:9,來

11:4-7) 

9. 神是不改變的,他也是掌權的。(6:5-8) 

10.萬族的人是從一本而出(10, 徒17:26-27) 
 

 



思考問題 
1. 耶穌說各樣的食物都是潔凈的(可7:19).彼得(徒10)和保

羅(提前4:3-4;西2:16)都證實了這事實. 在耶路撒冷大會
中禁止外邦信徒吃”勒死的牲畜和血”(徒15:20)。我
們可以吃含血的肉嗎？ 

 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林
前10:31) 

2. 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創9:5-6)這樣的律法該怎
樣執行？ 

 經由政府(羅13:1-7) 

 有政府比無政府好(士17:6, 18:1, 19:1; 21:25) 

3. 政府可以有死刑嗎？ 

4. 有人說黑人被當成奴僕的原因是“他們是迦南的後裔，
受到咒詛”。你贊同這樣的看法嗎？ 

 



思考問題 
1. 當你看到弟兄姐妹犯罪時,你會怎么處理？ 

 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
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
引誘。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
基督的律法。（加6:1-2) 

2. 根據聖經的教導，兒女會為父母的罪受罰嗎？ 

3. 神為什么阻止人們建造巴別塔？ 

4. 有人說神作為世界的「始因」或「造物主」，它在創世
之後就不再幹預世界事務，而讓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規律
存在和發展下去。你贊成這個論點嗎？ 

5. 從創世記1-11章，你看見了神的哪些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