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讀經 
創世紀（五） 

2016冬季成人主日學課程 

洛麗華人基督教會 

林牧師 01/29/2016 

 



這個難題是什麼？ 

背景資料：1-11章 

• 神創造天地、萬物，神按祂的形像造人。 

• 人的犯罪墮落，被趕出伊甸園。 

• 洪水的審判，挪亞一家八口得救、彩虹的記號。 

• 劫後餘生的人，繼續犯罪，造巴別塔的驕傲。 

• 神使眾人分散到全地，神如何處理這些繼續犯罪的人？ 

這是誰的難題？ 

• 是人的難題，還是神的難題？ 

 

 

 

有一個難題需要解決？ 



對於人不停止的犯罪，神如何處理這個難題？ 

• 神毀滅全地的人，重新來過？ 

• 洪水的審判，已經發生了一次。 

• 結果：彩虹之約；但日光之下，並無新事，人繼續犯
罪。 

• 下一步：從一個小家族開始的救贖，來解決這個難題！ 

貫穿舊約聖經的兩條主線： 

• 猶太人的神是全宇宙的神。 

• 全宇宙的神是猶太人的神。 

• 強調了全宇宙的神與一個小民族猶太人的關係！ 

 

 

 

有一個難題需要解決？ 



從全宇宙的焦點變成對一個家庭的焦點。 

從全宇宙的神變成三個人的神： 

 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從一個難題的角度看救贖，從聖經的焦點看救贖；
不是只從我自己的需要來看救恩；神的救贖不是只
為了滿足個人的需要，而是神如何處理那些不認識
祂、不愛祂、不順服祂、不能停止犯罪的人類。而
且，神又要竭盡一切之力來愛這些人！ 

當明白啟示錄的最終的結局，神說『祂是始、祂是
終』的真正涵義。It’s not about me, but about God. 

 

 

 

創世紀的焦點 



1-11章 

 篇幅短（1/4） 

 涵蓋時間長(數千年？） 

 萬民（萬國） 

• 1-2章  好的創造主 

 神的作為 

 人的關係 

• 3-11章 壞的受造物 

 墮落 

 背離 

創世紀大綱 

12-50章 

 篇幅長（3/4） 

 涵蓋時間短(數百年） 

 少數幾個人（一個家庭） 

• 12-36章  亞伯拉罕的神 

  （vs.羅得） 

 以撒（vs.以實馬利） 

 雅各（vs.以掃） 

• 37-50章  約瑟的神 

 貶為階下囚 

 高昇為宰相 

 



四個人物的故事：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有類似的架構： 

• 亞伯拉罕和侄子羅得的對照關係。 

• 以撒和哥哥以實馬利的關係，長子沒有繼承產業。 

• 雅各和哥哥以掃的關係，長子沒有繼承產業。雅各的眾兒
子，也是長子沒有繼承產業。 

• 告訴我們世上有兩種人，得神產業的人和沒有得神產業的
人。不是照人的方法，而是照神的方法。參考加4:24-31。 

• 神主動親近這個家族，揀選他們，與他們立約，作他們的
神。然而，他們在神眼中，都不是道德完美的人。申7:7。 

• 神到底看上他們的那一點？ 羅9章。  

創世紀12-50章 



有一個常問的問題？ 

• 第十章談人的分散，什麼人住什麼地方，說不同的語言。
10:5節，這些人的後裔將各國的地土、海島分開居住，各
隨各的方言、宗族立國。 

• 然而第十一章1節說，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
樣。9節說，耶和華在那裡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
散在全地上。 

• 如何解釋這個問題？ 

複習-創世紀10、11章 



救贖歷史三循環：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創世紀11-22章的架構如下：注意屬靈經歷帶來信心的成長。 

A.族譜（他拉），11章24節。 

 B.屬靈經歷—呼召、回應，12章。 

  C.撒拉在埃及，12-13章。 

   D.救羅得、所多瑪、打敗四王，14章 

    E.立約，15-17章。 

   D’救羅得、滅所多瑪，18-19章。 

  C’撒拉與亞比米勒，20-21章。 

 B’屬靈經歷—獻子以撒，22章。（此處的信心與B有何不同） 

A’族譜，拿鶴，22章。 

進度 – 創世紀12-36章 



信心三階段；第一，信心開啟時期，12-14章。 

亞伯蘭之父_____，兄弟_____，_____，侄_____，妻_____。 

原居_____的_____；其父帶領要往_____去，停在_____； 

亞伯蘭___歲時受呼召離開哈蘭（11:27-32；12:4）。 

12:1-3節耶和華神向亞伯蘭顯現，應許：成大國、賜福給你；
呼召：你要離開去得那地。從居有定所到居無定所！ 

12:7節神再應許：把這地賜給你後裔。他卻漸往南地遷移，
因此發生了亞伯蘭因飢荒下埃及，謊稱妻為妹的一段故事。 

13:3節亞伯蘭從南地漸漸往伯特利去。（學到什麼教訓？） 

亞伯蘭與羅得分手的原因，兩人遷移的方向及結果。 

神應許給你的地在哪裡，你就住在那裡，不要善自遷移。 

亞伯拉罕的一生：12-25章 



信心三階段；第一，開啟時期，12-14章。 

13:14-18節神再向亞伯蘭顯現，應許：凡是你眼所看之地，
都賜給你及後裔，後裔要多如海砂。住下來，築壇。神再次
強調12:7節的應許。 

• 信心乃是在經歷神當中成長的。其中『築壇、求告神的名』
是信心成長的根基。你每日在哪裡築壇？ 

14章四王與五王的爭戰，以寡擊眾，勇救羅得。將所得的十
分之一獻給麥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參考希伯來書7章論麥基洗德。位分大的給位分小的祝福；
位分大的收位分小的奉獻十分之一。麥基洗德無父無母、無
生之始、無命之終；代表得奉獻的是『活的』。（來7:8） 

獻上當獻的祭，因為叫人得勝的是耶和華神。（14:19-20） 

亞伯拉罕的一生：12-25章 



第二，信心成熟時期，15-21章。 

15:1-5節神再次重申應許，亞伯蘭的回應『信』，這是經歷
神以後的『信』。參徒7:5節，在這地方， 神並沒有給他
產業，連立足之地也沒有給他；但應許要將這地賜給他和他
的後裔為業；那時他還沒有兒子。注意三個『沒有』。 

15:6-21。神與亞伯蘭立切約，立約雙方必須走過切開動物
的血泊中，表示將來違約者也必流血。神使亞伯蘭睡了，神
走過去了。 

神沒有違約、可是人違約了，應由誰流血來滿足此約呢？ 

新約希伯來書的中心主題在解釋這個問題！ 

亞伯拉罕的一生：12-25章 



第二，信心成熟時期，15-21章。 

16章談『人要幫神的忙』亞伯蘭聽從撒萊的建議（那時他85
歲），與其妾夏甲生了以實瑪利（那時他86歲）。 

新約加拉太書補述此事，4:22-27，按血氣生的，是人的決
定；按應許生的，是神的決定。只有照神的決定，才得神的
應許。這是在聖經裡，一再出現的原則。 

17章，亞伯蘭99歲，神改他的名字為亞伯拉罕，藉著改名字，
立他為多國的父。立割禮為此約的記號，以及90歲的撒拉必
生兒子的應許。 

注意17章的『約』有四個重點：後裔、土地、國度、君王。 

18章神再次重申按應許生兒子之事，及預告毀滅所多瑪城。 

亞伯拉罕的一生：12-25章 



第二，信心成熟時期，15-21章。 

18-19章藉著羅得的故事，與亞伯拉罕的對照。漸漸挪移、
離開神的應許之地，受當地人異教及社會敗壞道德影響的結
果。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20:1節，我們不明白『亞伯拉罕從那裡向南地遷移』的原因；
但是，知道他再次謊稱撒拉為妹。亞伯拉罕可曾想過，若是
他真的因撒拉的美麗而被殺死。神應許從撒拉生的兒子，神
對亞伯拉罕的應許，不就全部成為幻影嗎？ 

21章，亞伯拉罕100歲，撒拉生以撒。 

外邦人亞比米勒在21:22節說的這句話可以為此作為註腳：
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 

亞伯拉罕的一生：12-25章 



第三，信心高峰時期，22-24章。 

22章，這些事以後，神要試驗亞伯拉罕，吩咐他獻以撒為祭。
獻了以撒，還有後代子孫能傳承得應許嗎？但是他學會了！ 

參希伯來書11:17-19節說明亞伯拉罕的信心，是使死人復活
的神。 

22章16節神指著自己起誓，重申祝福。表示極其慎重。此時
是亞伯拉罕的信心達到高峰期。 

23章撒拉127歲去世。埋葬在迦南地幔利前的麥比拉田間的
洞裡。（幔利就是希伯崙）。 

24章亞伯拉罕年紀老邁；25章亞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
土拉，給他生兒育女。亞伯拉罕175歲去世，與撒拉同葬一
個地方。 

 

亞伯拉罕的一生：12-25章 



在第22章，亞伯拉罕獻以撒時，以撒幾歲？ 

• 22:5節的僕人與童子是同一個希伯來文，指男孩、少年、
青少年、僕人。 

• 若是從22-23章按時間順序，撒拉127歲去世，那時以撒37
歲，已經不是小孩了。 

• 重點是在於他對自己要被殺被獻為祭物的心情，以及對父
親和神的信心。以撒知道他是要傳承得應許的後代。 

以撒出生（21:3)，??歲被獻為祭物（結果被羔羊贖回，代
表什麼？）。40歲娶利百加（25:20)。60歲生雙胞胎以掃和
雅各（25:26)。180歲去世（35:28)，由以掃和雅各把他埋
葬了。 

 

以撒的一生：25-27章 



在第26章，以撒犯其父亞伯拉罕同樣的錯。因飢荒，去基拉
耳，謊稱妻為妹。 

以撒住在基拉耳，蒙神賜福，家業日漸豐盛。因挖水井事，
看見他是有寬宏大量，不與人相爭的人。（作一個不爭氣的
人，做人要Microsoft一點） 

同樣藉由外邦人亞比米勒之口說，26:28節，我們明明地看
見耶和華與你同在。參21:22節。別人是否看見神與你同在？ 

以撒的敗筆： 

• 25:23節生雙胞胎之前，神預言說，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 

• 但以撒愛以掃，明知神的心意，卻仍然執意為假扮長子的
雅各作長子的祝福。27:29節，願你作你兄弟的主。 

• 人不聽神的話，堅持要照自己的方法，決定誰得祝福！ 

以撒的一生：25-27章 



這是一個騙子變王子的故事。『以色列』的意思有兩層，一
是得勝，另一是尊貴的王子。 

在第25章，雅各以一碗紅豆湯騙得以掃的長子名分。 

在第27章，雅各從父親以撒處騙得長子的祝福。 

因此，雅各惹禍上身，逃往巴旦亞蘭，投靠母舅拉班。結果
騙人者，卻被人騙。真是一件很諷刺的事。 

29-31章，雅各喜愛拉結，為她服事拉班7年。但卻被拉班所
騙，與利亞成親。為拉結再服事拉班7年。總共服事拉班20
年。31:41。 

雅各與神相遇。28:10-22神說，我是亞伯拉罕的神、是以撒
的神，要賜福給你：土地、後裔、使萬族得福。雅各的回應：
許願神若與我同在…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神。 

雅各的一生：28-36章 



32章是人生轉捩點。雅各一人離家，現在一大群人帶著成群
牛羊歸回家鄉。有一個難題需要解決，就是他與以掃的仇怨。 

32:9-12節的禱告，展現『抓』的精神。雅各抓住神的話，
是神叫他回家鄉（31:13)；禱告時說，你曾對我說…(32:9)；
求神救他脫離以掃之手；最後結束時再提，你曾說…。 

禱告完畢，雅各繼續發揮他的所長，攻於心計。分隊出發，
自己殿後。用人的方法幫助神，是我們常在做的事！ 

32:22-32，雅各在一個叫做『倒空』的地方，學會倒空自己。
從『善抓』到『能放』，從卑劣到尊貴的人生。 

神改雅各為以色列，從騙子到尊貴的王子。改名字表示神希
望那個人成為名符其實的人，改名代表身份地位的改變。但
是，雅各還未成為那樣的人，直到43:6節，作者不再稱呼雅
各，而稱呼以色列，是有原因的。 

雅各的一生：28-36章 



雅各最大的敵人是誰？ 

• 不是以掃、也不是拉班；而是自己。只有先勝過自己，才
能勝過敵人。（雅搏渡口） 

我們是否從雅各的身上能看見自己的影子？ 

33章雅各的轉變，從躲在後面到走向前，自己面對問題；他
與以掃和好，各歸各城。 

34章因雅各女兒底拿被示劍人玷污，雅各的兒子用詭計殺了
示劍人。雅各對西緬和利未的責備（34:30)，後來反應在對
他們的祝福(49:5他們的刀劍是是殘忍的器具…將來要散住
在以色列地中）。直到亞倫的孫子非尼哈在對付巴力之事，
蒙耶和華神贊許，應許利未人要得平安的地，永遠擔任祭司
職分（民25章）。 

雅各的一生：28-36章 



35章是雅各再一次的人生轉捩點。35:9節，神向雅各顯現，
再次改他的名字為以色列，神重申祝福的應許。 

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 

• 示劍城的大屠殺是一個有可能滅族的危機。（34:30) 

• 在危機中有轉向神的行動： 

1) 35:1，順服神，重回伯特利，築壇獻祭。 

2) 35:2，除去一切外邦神的重要行動。自潔、更換衣服、除
去金耳環。（代表他們以前還是過什麼樣的信仰生活？） 

35:9節，神向雅各顯現，第二次改他的名字為以色列，神重
申祝福的應許。 

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歲（47:28)。 

雅各的一生：28-36章 



四個人物的故事：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 

• 他們的共同點：信心，對神的信心。 

• 如何從創世紀的記載，學習到這一點？ 

亞伯拉罕的信心。 

• 放下一切，離開居有定所的環境，文化經濟較好的地區；
進入居無定所，在迦南地支搭帳篷的生活；沒有產業、沒
有立足之地、沒有後裔。 

• 從將死的身體生出得應許的後裔。 

祝福後裔得產業的信心。 

• 按照他們對神的信心，祝福兒子去得連自己都沒有得到的
產業。希伯來書11章。   

創世紀12-50章 



1. 從創世紀四個人物的學習，因著你對神的信，照神的應許祝
福你的兒女。如同希伯來書11章的那些信心的偉人，11:13
節，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
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
的。你可有這樣的確信？ 

2. 注意屬血氣的人和屬信心的人的對比，看明白祝福的源頭。
因此，我們學會一個功課：用人的方法、還是用神的方法；
用人的巧計去抓、或是學會放手，讓神作祂應許要作的事！
Be Still and know I am God.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詩篇46:10。 

 

問題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