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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世 记 简 介  

 

创世记是圣经中的第一卷书，是广为信徒所认识的书卷，但同时亦是备受

误解的书卷。提起创世记，顾名思义，大家可能会以为创世记的内容纯然是有

关创造世界的故事，故此可以用来解答宇宙的起源问题，或者用来证明人的来

历，甚至是用来回应十九世纪才出现的进化论。其实严格来说，创世记除了头

两章之外，其余四十八章都与世界的创造无关。那么，创世记究竟是一卷甚么

书？或者我们可以尝试从创世记的书名入手去了解。 

 

书名由来 

创世记在希伯来文圣经的名字是「在起初」（Bereshith），这源于希伯来

人惯以书卷的头一个字为书名。而创世记的英文名称 Genesis 则是来自希腊文

七十士译本的 Geneseos，这个字所指的是起初、宗谱或历史之源的意思。因此，

根据希伯来或希腊原文，书卷的名称既可以是指宇宙的开始，同时也可以是指

以色列民族历史的开始，或神拯救历史的开始。简言之，创世记是述说人与神

与世界关系之开始的一卷书。 

 

书名结构 

根据历史时序发展，创世记可大致划分为上古史和列祖时期两大部分： 

 

上古史（史前史）（一 1－十一 26） 

提起创世记，相信大家最熟悉的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亚当和夏娃吃禁果、

该隐杀亚伯、挪亚方舟、巴别塔事件等故事。创世记可说是由一组组故事结合

而成，但串连在这些事件背后的是上帝的作为和心意，包括对人类救赎的计划。 

创世记是旧约圣经的第一卷经卷，我们说圣经是一部救恩历史，创世记就

是救恩历史的源头。它记载了神对人不离不弃的爱以及人类罪恶的由来，也告

诉我们人性的败坏和后果。在创世记里，你会看到人对上帝的悖逆，但也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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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选召和世人的蒙恩。 

创世记以神创造宇宙作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掀起了圣经的序幕。创

一 1－二 3的结构非常工整（六日八项工程：带来平定稳妥、秩序和光明）： 

 

天数 创造内容 天数 创造内容 处理的问题 特色 

1 光（一 3） 4 光体（一 14） 黑暗 分光暗 

2 穹苍（一 6） 5 天空飞鸟、水中生物

（一 20） 

渊面 分水（上、下）  

3  a. 旱地与海（一 9） 

 b. 青草、蔬菜、树木

（一 11-12） 

6  a. 地上活物（一 24） 

 b. 人（一 27） 

空虚混沌 分类 

7 安 息 日（二 1-3） 分别为圣日 

 

在六日创造天地的记载中，每一日的创造，都以「神说」开始。神说有就

有，命立就立，神以祂的话语创天造地、开天辟海。差不多每一日都以「神看

着是好的」作结，其中第一至三日与第四至六日的创造是平行对称的（参上表），

神在其中分光暗、分上下和分类，所处理的是黑暗、邪恶1和混乱的问题，从而

拨乱反正，使一切创造物井然有序。到第七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神造物的

工作已经完成了，就在这一日歇了祂一切的工，安息了。祂将这一日的时间分

别出来，定为圣日。 

神在第六日造人之后，随着在一 31 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人和其他受造之物有一个区别，就是人和神有一种特别的关系：人是照着神的

形像造的（一 27）。人可以与神相交，并且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本来按神的

美意，一切所造的原为美好（一至二章），可惜由于人对神的悖逆和败坏，人

神关系受到破坏。从第三章开始，就记载到人类罪恶的由来，罪恶从起初的个

人蔓延至后来的全人类（三至十一章）。 

创世记三至十一章记载了四宗犯罪事件，由个人、家庭，进而蔓延至全世

                                                 
1
 渊面原意为大水，在古代近东世界往往用作邪恶的代表。虽然圣经没有解释为何邪

恶会存在，但从经文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在神创造之时，这些不理想的状况已存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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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犯罪的结果是受到神的审判和惩罚，然而在刑罚中，神对人仍有恩慈，仍

然施恩。 

 

1. 夫妇犯罪（三 1－24） 

亚当和夏娃想如神一般有智慧，妄想做创造主，因而违背神的吩咐，选择

吃禁果。亚当和夏娃犯罪的结果是受到惩罚，导致人与神、人与人，以及人与

大自然的关系受到破坏（三 14－19）。然而在审判刑罚中，神仍有恩慈，神亲

自用皮子给他们作衣服（三 21），又赐他们儿子（四 1）。 

 

2. 兄弟犯罪（四 1－26） 

该隐杀亚伯，因为他妒忌神悦纳亚伯的奉献而不收纳他的礼物。其实神有

祂的主权，祂有权决定收纳谁的礼物。但该隐不甘心，他不肯接受神的安排，

他身为受造物，却妄想做主宰，他要反过来审判创造主。该隐犯罪，从个人连

累至整个家庭也为罪所困。结果他被神惩罚，要在地上流离飘荡（四 12），不

得再见神的面（四 14、16）。然而在审判刑罚中，神仍有恩慈，神亲自为他立

记号以作保护，免得人遇见他便杀他（四 15）。 

 

3. 全世界都犯罪（六 1－八 22） 

从第六章开始，描写到全世界都犯罪：神的儿子犯罪（六 4），而且人在

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六 5）。犯罪的结果是神要以洪水来

施行毁灭，凡有血气的，无一不死。然而在审判中，神仍有恩慈，神施恩给挪

亚，藉方舟保存挪亚一家和各类禽畜活物。神亲自把方舟的门关上（七 16）；

祂记念挪亚（八 1），又立虹为记，承诺永不再用洪水施行毁灭（九 8－17）。 

 

4. 巴别塔之罪（十一 1－9） 

巴别塔事件是指到各国各族起来，合力背叛神的统治。他们要建巴别塔，

塔顶通天，为要传扬他们的名。可见他们是多么的自高自大，简直是目中无神。

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受到神的审判，神将他们分散全地，并变乱他们的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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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他们一错再错，泥足深陷。然而在审判中，神仍有恩慈，祂亲自订下救赎

大计，选召亚伯拉罕成为万族得福的器皿（十二 1－3）。 

 

列祖时期（族长历史）（十一 27－五十 26） 

在以上的十一章，我们看到人对神的悖逆、犯罪和随之而来神的审判；不

过审判和恩典是交织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会进一步看到神进入历史之中，祂

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与他们立约，为要实践祂的应许，完成祂

的救赎计划（十二 1－3，十七 7－8）。这四位以色列史上的重要人物，我们就

称之为族长。 

 

1.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他听从神的吩咐，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

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他出发的时候，尚未清楚知道神要他去的地方，只是凭

着信心，顺服神的带领，踏出第一步（十二 1－3）。亚伯拉罕亦是一位出色的

领袖，曾带领三百一十八个男丁去救回被掳掠而去的罗得（十四 12－16）。然

而亚伯拉罕亦有人的软弱，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首先，虽然神一而再地应许

过亚伯拉罕，他会有后裔，而且他的后裔会极其繁多（十七 1－8）；然而亚伯

拉罕信心不足，因为撒拉不育，他要以人的方法求子，结果弄至家庭不和，大

伤和气（十六 1－6）。其次，亚伯拉罕因为害怕别人会抢夺他的妻子和杀害自

己，竟然两次巧称妻子撒拉为自己的妹子，结果险些使撒拉成为别人的妻子（十

二 10－19，二十章）。因着神的看顾和保守，亚伯拉罕一一经过这些艰难，以

致信心不断被建立起来，终能以献上以撒成为他属灵的高峰（二十二章）。 

 

2. 以撒 

以撒重蹈父亲亚伯拉罕的覆辙，谎称自己的妻子利百加为妹子，险些使利

百加成为别人的妻子（二十六 1－11）。相对于其余几位族长，以撒为人比较

沉静，经文对他的描绘也不多。然而神祝福以撒，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又叫原本不育的利百加怀孕生子（二十五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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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雅各 

雅各是出名的骗子，充满人性的弱点。他一再欺骗他的哥哥以扫，又用计

骗他的舅舅拉班。然而神仍然愿意使用他，改变他，并给他起名为「以色列」

（三十五 10）。神向雅各重申祂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叫雅各生养众多，

成为多国之父（三十五 11）。 

 

4. 约瑟 

少不更事的约瑟一生经历过被兄长嫉妒、被卖为奴、被性诱惑、被诬陷和

被囚禁等生活上的艰难，然而在一切困苦中，神保守他，并借着他叫雅各家避

过大饥荒（四十五 4－8），得以保存下来，存留性命。换句话说，神使用约瑟，

成就祂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和祝福。 

 

文体特色 

创世记整卷书中有一个钥字，就是「吐勒都」（Toledot），意即「来历」

或「后代」。根据「吐勒都」这个线索，整卷书可分成十一个部分（参二 4，

五 1，六 9，十 1，十一 10，十一 27，二十五 12，二十五 19，三十六 1，三十

六 9，三十七 2）；而每一部分皆包括了出生、族谱及事迹： 

 

1. 一 1－二 3 起初神创造天地 因没有 Toledot一词，只称为序言 

2. 二 4－四 26 天地的吐勒都 伊甸园的故事 

3. 五 1－六 8 亚当的吐勒都 家谱名单（名字及数目） 

4. 六 9－九 29 挪亚的吐勒都 洪水的故事 

5. 十 1－十一 9 闪、含、雅弗的吐勒都 主要是列国名字、巴别塔 

6. 十一 10－26 闪的吐勒都 家谱名单（名字及数目） 

7. 十一 27－二十五 11 他拉的吐勒都 亚伯拉罕的故事 

8. 二十五 12－18 以实玛利的吐勒都 家谱名单（名字及数目） 

9. 二十五 19－三十五 29 以撒的吐勒都 雅各的故事 

10. 三十六 1－8， 

三十六 9－三十七 1 

以扫的吐勒都 两个家谱（名字及数目） 

11. 三十七 2－五十 26 雅各的吐勒都 约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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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的另一个写作特色是突显出「十」和「七」两个数字，譬如在第五

章及第十一章的家谱中皆记载了十代的关系。「七」的数字在洪水故事中出现；

挪亚的七十个子孙；七个丰年七个荒年等等。在圣经中出现的「十」和「七」

这两个数字，常含有「完全」的象征意义，这些都值得我们在研读时留意的。 

此外，创世记的文体基本上是一种散文的形式，常穿插了短诗；其中最长

的散文诗记载在雅各给约瑟的儿子祝福的一段（四十九章）。这种散文诗的文

体表现了民间叙事诗的文学特色，亦具有编撰者对历史的解释，这些都值得我

们在研读时多加注意的。 

 

录音光碟 

本科附有创世记简介录音光碟。鼓励你留心听这些录音，若有需要，可以

重复再听，相信它必定能为你提供适切的指引和帮助。 

 

知识版权 

作为一位基督徒，本院敬请你尊重知识版权，支持基督教文字创作事工。

本研习指引内容，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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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一  

太古历史  

 

圣经一开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美丽奇妙的世界，而促使这世界形成

的是充满创意的主宰  上帝。祂亲手将一个混沌无序的宇宙变为井然有序，

又在其中创造了无数的生命，令这宇宙充满活力；最后，祂创造了人类来享用

这一切的创造，祂将爱浇灌在人的身上。 

然而，罪却破坏了一切。罪使人类不服从上帝、背叛上帝的心意，妄想能

与上帝同等，甚至想僭越于上帝之上统治这个世界。但上帝仍是这个世界的掌

权者，祂在适当的时候介入，采取适当的行动，控制了局面，使人再次看见自

己需要上帝。 

创造、背叛、回转、拯救，这不断循环的历史，不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

生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也不断发生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研读这段太古历史，

能使我们认清上帝创造我们的本意，也提醒我们上帝对人永不止息的爱正期盼

人的回转。 

这个单元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人类的历史。正如每一种文化对宇宙起

源有不同的理解一样，这单元中的故事都似一段段的神话，而作者显然在选取

资料时有不同的解释与编辑，但是皆无损上帝是掌管天地的主宰的信念。在研

读这单元时，请留意在上帝预备祂的选民之前，人类叛逆、上帝拯救的经过。 

 

导读问题 

1. 「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对天地万物的源起有怎样的意义？ 

2. 上帝造人与造其他生物的目的有何差别？为甚么？ 

3. 上帝给亚当的任务与今日人们的生活有何异同？ 

4. 罪如何进入世界？其原因何在？ 

5. 人因犯罪而需要面对罪的后果是甚么？它对今日有何影响？ 

6. 世界上第一件兄弟阋墙的事件是怎样发生的？ 

7. 该隐与塞特的后裔有何不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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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洪水的起因和我们的生活有甚么关连之处？ 

9. 挪亚的行事为人有甚么值得我们效法之处？ 

10. 从挪亚三子的后代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的甚么罪性？ 

11. 巴别塔事件在人类历史的进展中有怎样的影响力？ 

12. 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作者对上帝有哪些称呼？分别代表了人与上帝

之间怎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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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课 

创造的故事  

（一1－二3） 

 

学习目标 

完成本课后，你会了解： 

1. 上帝创造天地的次序。 

2. 上帝对所造的一切的看法。 

3. 上帝造人及给予人的权利。 

 

课文提要 

「起初神创造天地」，带出了一个极强的信念，上帝是自有永有的。现在

我们眼所见、次序井然的天地，在「起初」的时候是一片混沌与黑暗，上帝定

意不让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祂如风般（祂的灵在原文中有大风的意思）临到

其中，改变了一切，于是次序出现，充满生气和生命。 

「神说，要有……就有了；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的话语成就了一切，从

创造之工已可见到。上帝命令、完成命令、为所造之物命名、分类、赐福，最

后以「神看着是好的」作结论；由这些行动中可看见上帝的慈爱、巧思及天地

间的和谐。创造的目的在最后一项行动中显明出来，祂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祂不仅造男造女，且赋予他们使用、管理一切受造物的权力。上帝给予人最高

的荣耀，但人仍是受造物之一，上帝才是真正的管治者。 

回顾六日的创造，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造物的工作完毕了，

祂就安息了。 

这一课的研习，告诉你宇宙生命的来源，这一切与你有何关系？与你的生

命有何关系？试想想！ 

 

＊请阅读本课经文及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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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天地 

（创世记一章 1－19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章 1节） 

一、神所创造，诸天及地。创一 1原文是说「起初，神创造了诸天和地」，

这一节经文是「独立的」，并非下文的「题目」，乃是一件与下文分开的「独

立事件」。神在起初已创造了诸天和大地，这一节经文包括多少年，有多复杂，

人很难知道。「天是多层的」，犹太人的观念相信天有七层。旧约圣经的「天」

字均为众数，即「诸天」（Heavens），是包括整个宇宙在内。天有若干层并不

重要，诸天和地都是神所创造，才是重要的信仰。这节指出神是创造主，其余

一切皆为被造之物。 

二、神灵工作，运行水面。创造天地时，整个宇宙混乱而又荒凉，像深渊

般黑暗，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运行」一词原文是盘旋的意思。在申三十二

11，这动词描绘母鹰展开双翅柔和地在小鹰之上飞翔。 

三、创造奇功，从无而有。在第一及第二章中，原文有四个不同的「造」

字。 

1. 「创造」（Bara），是属神的创造，只有神才用这个词语，是指新的

创造，以前未造过的。第 1 节的「天地」，21 节海中的「大鱼」和

水族，27节的「人」都是神所创造的。 

2. 「制造」（Asah），是藉已创造的原料来制造的。第 7 节的「空气」

（原文为穹苍），16 节的日、月、星辰，25 节地上的「动物」都是

神所制造的。第 26节的「人」既是创造，也是制造。 

3. 「构造或模造」（Yatsar），指依照一模型而造，人也是神所构造的（二

7），即照着祂自己的形像与样式而造。 

4. 「建造」（Banah），至于女人夏娃乃是神所建造的（二 22），像建

造一所建筑物，强调那艺术美。男人是神用尘土造成，女人是神用男

人的骨所造成。 

四、创造万有，人为冠冕。神的创造，是按着自然的程序，先有光照，后把「上

下水」分开而造空气，再把地球上的水集中在海洋，使大地露出。跟着，地上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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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菜蔬和树木，天上有日月星三光。然后，神创造水中一切生物，包括鱼、虾、

蟹和一切水陆两栖的生物，同日又造空中飞鸟，只在地上活动的家禽及同类动物。

最后一天是使地上生出各种动物、牲畜和昆虫。然后才创造人，为一切创造物的冠

冕。 

五、事就成了，神看是好。「事就这样成了」出现了六次，「神看着是好

的」一语用过七次，最后一次则加重语气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一

31）。如果人不犯罪，这世界便真是「美丽的世界」，动植物都不会对人有害。

时至今日，虽然万物皆被罪所染污，但神所创造与制造的一切仍是好的，只要

往好处看，从光明的一面去默想，万物仍是反映出造物者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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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灵活人 

（创世记一章 20－31节，二章 1－8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二章 7节） 

一、人为受造物冠冕。神创造的第一至第四日，宇宙天体出现，到第五日

与第六日，植物生长，海陆空的动物与人都出现了。人是神最后照着自己的样

式所造的，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冠冕。所谓神的形像与样式，并非指肉眼所能见

的形像，乃是指神的「属性」（爱、诚、圣等）、神的「荣耀」与神的「永存」。

在一切受造之物当中，只有人是这样，因此，人应反映神的美善。而且人有海

陆空所有动物及大地的统治权，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

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一 26）同时神也吩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

地面，以便治理全地（一 28）。 

二、神赐人灵魂与肉身。（1）神用地上的尘土构造人的「体」。（2）祂

将生气吹进那人的鼻孔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能与神交通。人

亦有宗教、羞耻和道德之心。另一方面，人有各样能力，如文字、言语、算术

的技能、变通能力、组织能力；也有感情和知觉，人的七情为「喜、怒、哀、

惧、爱、恶、欲」（中国礼记所言）。 

三、神设伊甸乐园。神为人安排一个园子，让人享受（二 8－9）。这园子

在东方的伊甸。伊甸（Eden）意思是「快乐」，亦指「水源充足的土地」。神

立了那快乐园之后，把那人安置在园中，使他享受各种悦人眼目的树木，也可

享受树上各种果子作食物。 

 

＊请完成第 1课课后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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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耶和华的称谓  

圣经中共有七个耶和华的称谓，在不同的圣经译本中，有不同翻译；译者

可根据读音直译为名字，亦可根据意思译意。 

中文名字 英文名字 名字意思 经文 

耶和华以勒 Jehovah Ireh 耶和华必豫备 创二十二 14 

耶和华拉法 Jehovah Rafa 耶和华是医生 出十五 26 

耶和华尼西 Jehovah Nissi 耶和华是我的旌旗 出十七 15 

（指得胜而言） 

耶和华沙龙 Jehovah Shalom 耶和华是平安或赐平安 士六 24 

耶和华罗以 Jehovah Roi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诗二十三 l 

耶和华齐德根努 Jehovah Tsidkeno 耶和华是我们的义 耶二十三 6 

耶和华深玛 Jehovah Sha-mmah 耶和华在其中 结四十八 35 



创世记 姓名：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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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课课后练习 

 

I. 列举：请列出神六日的创造。 30% 

1.  

2.  

3.  

4.  

5.  

6.  

 

 

II. 排序：请将神创造工作的描述词句，按次序重新正确地排列，将英文字母填在答题栏。 28% 

A. 神说要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 1.  

B. 空气以上及以下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 2.  

C. 神说：「要有光」。 3.  

D.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 4.  

E. 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 5.  

F.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6.  

G. 这些光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 7.  

 

 

III. 问答：  

1. 神在一 27-29给予人的任务是甚么？请分享这对你的意义。 22% 

2. 读完本课，如何加深你对神的认识？ 20%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