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归源初：
创世记一至十一章

Be Basic: Genesis 1–11
第一章：创世之前





引言

创世记是圣经的基础经卷，圣经其余各卷书都

是以摩西所写的这卷书为基础。 新约圣经对

创世记的引用或提及超过200次，这也说明，

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来说，理解创世记中的信息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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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起源

一、神创造宇宙万

物（创一章）

二、亚当与夏娃

（创二至五章）

1. 伊甸园（创二

章）

2. 堕落（创三章）
3. 堕落的后果

（创四至五章）

三、挪亚及其家庭

（创六1至十一9）

1. 大洪水（创六

至七章）

2. 新土地（创八

章）

3. 神与挪亚立约

（创九章）

4. 宗族与邦国

（创十章）
5. 巴别塔（创

十一1–9）

四、亚伯拉罕与撒拉

（创十一10至二十五11）

希伯来民族的起源

五、以撒与利百加

（创二十五12至

二十八22）

六、雅各及其家庭（创

二十九1至三十八30）

希伯来民族被建立

七、约瑟及其服侍（创

三十九1至五十26）希

伯来民族蒙保护

钥节："起初神⋯⋯"（创一1）



创1：1 起初，神创
造天地。

“创世记”的意思是“起始”，却
并非记述了一切事的起源。



1. 创世之前：神已
经制定好救赎计划

神创造宇宙万物正表明，在

祂心里一定有着一个伟大的

目的。 那么，在创世记一章

1节之前存在的情况是什么样

的呢？ 它能让我们对神和我

们自己有怎样的理解呢？



（1）神存在于
崇高的榮耀中。

神是永恒的，他无始也无
终。因此，他是完全自主
自足的，他的存在或者行
动都不需要任何帮助。神
一无所需：他不需要物质
的宇宙，也不需要人类，
但他却创造了这二者。



（1）神存在于崇高的榮耀中。

• 永生的神（创二十一33）

• "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

"（申三十三27）。

• 神是"从亘古而有"的（哈一12，见三6）

• 保罗称他为"永生的神"（罗十六26;提前一17）



（2）三位一体的神在爱中相交。

创造世界的神却是唯一的真神，没有任何
“神明”能做祂的对手、与祂抗衡。（出十
五1;申六4;王上八60;王下十九15;诗十八
31）。



（2）三位一体的神在
爱中相交。

这位独一的真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

和圣灵（太三16–17，二十八18–20; 约

三34–35，十四16–17; 徒二32–33、

38–39，十36–38; 林前十二1–6; 林后

十三14; 弗一3–14，四1–6; 帖后二

13–14; 多三4–6; 彼前1：1–2）。 这

并不意味着这位独一的神是以三种不同的

形态展现，或者说有三位神;它指的是这

位独一的真神是以三种位格存在，三者在

属性上是相等的，但职能和功用上不同。



正确与否？ "父神啊，感谢你为

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



三位一体的教义

三位一体的教义并没有在旧约中清晰地启示出来，因
为旧约强调的是：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祂是独
一无二的、不是被造的。敬拜邻国的假神，对以色列
人造成极大的诱惑，并造成他们一再陷入罪中，因此，
摩西和先知们不断强调神的合一性和独一性。



三位一体的教义

在创世记中，"我们"（创一26，三22，十一7;赛六8）一
词表明神的三个位格是协商一致、共同工作的;圣经中多
处提到"耶和华的使者"（the angel of the Lord）显现，
这些例子都暗示神的儿子出现在相关的场合（创十六7–
11，二十一17，二十二11、15，二十四7、40，三十一11，
三十二24–30;出三1–4;徒七30– 34;出十四19，二十
三20–26，三十二33至三十三17;书五13;士二1–5，六
11及其后数行）。



（3）三位一体的神计划了救赎工作。

救赎的奇妙计划并不是神事后采取的补救措施，因为神
的百姓在基督里被拣选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弗一4;启
十七8），而且圣父已经将他们赐给圣子，使他们属他
的国度（太二十五34），并且可以分享他的荣耀（约十
七2、6、9、11–12、24）。 圣子的牺牲绝非偶然事件，
而是预定的（徒二23，四27–28），因为从世界被创造
以来，圣子就是被杀的羔羊（启十三8）。



（3）三位一体的神
计划了救赎工作。

在永恒的计划中，神决定创造一个
世界，其中包括按照神的形象创造
人类。 圣父参与了创世大工（创一
1;王下十九15;徒四24），同时参与
创世工作的还有圣子（约一1–3、
10;西一16;来一2）和圣灵（创一2;
诗一〇四30）。 神创造世界，不是
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与
受造物人类分享爱。 人与天使不同，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并愿意回
应神的爱。



（3）三位一体的神计划了救赎工作。

三位一体的神定意让圣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
世人的罪而死，圣子来到世上就是要完成圣父的
旨意（约十17–18;来十7）。 耶稣所讲的话来自
圣父（约十四24），他做的工是由圣父差派（约
五17–21、36;徒二22），圣灵赐给他做工的能力
（徒十38）。 圣子荣耀圣父（约十四13;十七1、
4），而圣灵又荣耀圣子（约十六13–14）。 三
位一体神的三个位格共同做工，来完成神的旨意。



（3）三位一体的神计划了救赎工作。

按照以弗所书一章3至14节的内容，拯救计划是由三位
一体的神完成的：信徒由圣父拣选（弗一3–6），由
圣子买赎（弗一7–12），受了圣灵的印记（弗一13–
14），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颂赞神的荣耀（弗一6、
12、14）。 圣父赐给圣子权柄，就是圣子能够将永生
赐给信主之人，圣父托付给圣子的人（约十七1–3）。
这一切早在神创造世界以前就计划好了，神的三个位
格都参与了对迷失罪人的拯救工作。



2.创世记：
神已经应许
救赎

在各种版本的中英文圣经中，创
世记共有50章，但希伯来原文的
圣经文本并没有分章。 在描述
完神创造天地万物之后（创一1
至二3），摩西列举几个11个
“世代”（generation），这些
“世代”的人物构成了创世记的
故事叙述。



2.创世记：神
已经应许救赎

天与地（创二4至四26）;亚当（创五1
至六8）;挪亚（创六9至九29）;挪亚
的儿子闪、含和亚弗（创十1至十一
9），闪族人的祖先闪得到了突出（创
十一10–26）;亚伯拉罕的父亲 他拉
（创十一27至二十五11）;以实玛利
（创二十五12–18）;以撒（创二十五
19至三十五29）;以扫（创三十六1–
8），也叫以东（创三十六9至三十七
1） ;以及雅各（创三十七2至五十
13）。





2.创世记：神已经应许救赎

创世记一至十一章记录的是
人的失败，但当亚伯拉罕被
神呼召之后，神就开始了新
的篇章。 人的罪招来了神
的诅咒（创三14、17，四
11），但是，神与亚伯拉罕
立下的恩典之约却为全世界
带来了祝福（创十二1–3）。



2.创世记：
神已经应许
救赎

该隐杀害了阿伯，但神却让塞特延
续了属神的血脉。 当地上充满了邪
恶与暴力，因此，神要毁灭人类，
却仍选择挪亚一家来继续他的工作。
神从外邦迦勒底的吾珥呼召亚伯拉
罕，并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
拉一个儿子——以撒，神借着以撒
来实现他未来的救赎计划。 以撒和
利百加生了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
神拣选雅各来建立以色列的12个支
派，并承袭了约中的祝福。



2.创世记：神已经应许
救赎

创世记从头到尾讲的故事就是神
至高无上的主权与拣选的恩典。
这并不意味着，故事中的人物只
是机器人，因为他们也会犯错误，
甚至阻碍神的计划得以实现。
但是，无论人如何抵挡神，他都
有否决权，能够让他自己的旨意
成全。



2.创世记：神已经应许救赎

创世记中开始的故事，后来会在整本圣经中展开，并最终在启示录
中得以成就。读者可以从以下的总结中看到这一点：

创世纪 启示录

起初的天地 新天新地

第1个乐园：被守护的生命树 “乐园之城”；人们可以到生命树那
里

第一场婚姻 最后的婚礼- 羔羊的婚姻

撒旦诱惑夏娃犯罪 撒旦被丢进火湖里

死亡出现 不再有死亡

巴比伦的建立 巴比伦的毁灭

应许救赎主 救赎主掌权为王



3.创世记之后：神成就了救赎 神是逐渐启示其伟大的
救赎计划的。 首先，他
给出一个应许（创三
15），它是圣经中出现
的第一个有关救赎的应
许。 这个应许是关于救
赎主的：救赎主将由女
人所生，战胜撒但，将
救恩带给人类。 应许中
的救赎主是一个人，而
不是天使;他将拯救人类，
而不是堕落的天使（来
二5–18）。



那这位应许中
的救赎主会从

哪里来？

创世记十二1至3节的内容回
答了这个问题：这位救赎主
将是一个犹太人，是亚伯拉
罕的子孙。 透过一个神迹，
亚伯拉罕和撒拉生了以撒，
以撒是雅各的父亲。 而雅
各生了12个儿子，他们建立

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



哪个支派会给世界带
来救赎主呢？

创世记四十九章10节告
诉我们：救赎主将出自犹

大支派。



3.创世记之后：神
成就了救赎

出埃及记记述了，当希伯来民族在埃
及地被苦待时，神怎样将他们塑造成
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以自己的大能将
他们解救出来。 他们本应该承受迦
南地为自己的产业，但却因着不信而
不顺服神，最终在旷野里漂流了40年
（民十三至十四）。 约书亚带领新
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并且
在那里建立了国家。



3.创世记之后：神成就了救赎
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上记载了

士师治理百姓和扫罗王统治

的悲惨时代，之后，神膏立

大卫做王，并借先知拿单预

言，应许中的救赎主将来自

于大卫家（撒下七章）。

这位救赎主不仅是"大卫的

子孙"，还将诞生在大卫之

城——伯利恒（弥五2）。

通过先知以赛亚的预言，神

宣告救赎主会以奇妙的方式

由童贞女所生（赛七14;见

路一26–38）



3.创世记之后：神成就
了救赎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

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

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加

四4–5）天使向牧羊人宣告："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

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路二

11）



第一章创世之前

第二章神言出事成

第三章首先设立的，居于优先位置

第四章这是天父世界——真是如此？

第五章伊甸园里的危险

第六章在舞台的中央——该隐

第七章前景暗淡时，当仰望神

第八章挪亚的信心与挪亚的家人

第九章赐予全新开始的神

第十章颂咏生命，颂咏生命

第十一章故事的其余部分

第十二章当心，神在工作

第十三章回到基础

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