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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Pentateuch)的基本特徵

v  說明了世界和其中萬物的起源。 

v  說明了罪的根源和後果。 

v  說明了一個蒙揀選的民族，並上帝藉這民族救贖世人的故事。 

v  它用律法描繪出理想地社會面貌。時間涵蓋了2700年 

v  猶太稱五經為”妥拉”，英文翻譯叫律法。可稱為教誨的書。 

v  被接納為正典的時間是在主前第五世紀，大概是以斯拉時期。 



五經作者與成書時間

v  作者:猶太傳統說法是摩西，但磨西死後的事?(申34:1-12) 

v  有關創造的記錄，顯示作者熟悉古近東及埃及文獻 

v  先祖生平的記述應是從口傳的家族史編輯而來，從這些記述顯示編

者對於主前2000~1000年近東各地風俗文化時分熟悉。 

v  出埃及過程，特別是地理，宗教規範，法律，會幕設計等，這些材

料絕非出自等閒之輩。 

v  所以五經的核心材料源自受過埃及皇室良好教育的摩西，應屬合理。 

v  經過代代傳承，後來的編者加以補充而成書。（約7:21~23) 

v  大約在被擄歸回的時期成書． 



聖經年代



創世紀神學信息

v 神是造物主(第一章） 

v 人的尊嚴與價值（第二章） 

v 罪的蔓延（3~50章) 

v 神與人立約---神的救贖(3~50章) 

v 從混亂到秩序（1~50) 



創世記段落
v  序言:神的創造 

v  一章:1節~二章3節 

v  太古歷史:人的墮落與神的憐憫 

v  二章4節~十一章26節 

v  族長敘事: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v  十一章1節~三十六章39節 

v  約瑟的故事:和平的使者 

v  三十七章1節~五十章26節 





神的創造(創1:1~2:3)
v  起初:指整個受造世界的起點。 

v  時間在世界受造的時候同時出現，神不被時間度量，神是自
存的神，神是一切萬物的源頭。 

v  創1:2的「空虛」原意「荒涼」，「混沌」原意「無居民」 

v  創世記形容世界起初的樣子，是一個空虛又混沌的地，被幽
暗的海水包覆，沒有秩序，也沒有生命。 

 

六日創造（八個"神說"）的結構
領域/居所 管理者/居住者

第一日　光 第四日　管理曆法的日、月、星辰

第二日　穹蒼 第五日　穹蒼的飛鳥

    水     水域的魚

第三日　旱地 第六日　陸地的動物

    植物     管理萬物的人

（解決無居所、荒蕪的問題）    （解決無管理者/無居住者的問題）



神的創造

v 創1:1~2:3 出現的關鍵字：神說，各從
其類，好的 

v 如果，神所創造的世界是好的，那麼，
原來什麼是不好的？神的創造，主要解
決了什麼問題？（參考以賽亞書24：1
～3） 

v 神吩咐人「治理這地」，人要如何達成
這個使命呢？



神的創造---安息
v  神將什麼賜給人作為食物？人應當如何獲得食物（參創

2:5) 

v  神創造人的時候，就是要工作的。人起初的工作內容，
就是按著神的形象管理這個世界。因此工作本身是神的
旨意，也是一件美好的、有價值與意義的事情。 

v  根據創世記2:1-3，在第七日，神做了什麼？ 

v  神原初創造的世界並非完美的終點，而是一個美好的起
點。人類受造的時候雖然是「好的」，但神還有一個更
大的計畫，就是要他們在按著神的心意實現治理這地的
文化使命之後，帶領他們與整個世界一起進入神自己永
遠安息的榮耀裡。 





太古歷史-人的墮落與神的憐憫 
(2:4~11:26)情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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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嚴與價值
v  神創造人，與創造其他的事物，有什麼不同

之處？ 

v  神賦予人什麼責任？ 

v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
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
蟲。

v  神的形像：就是神的榮耀，就是理性、道德、
語言能力 ，不是動植物。



伊甸之約
v  耶和華  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 、 使他修理看守 。

v  耶和華  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 喫 ．

v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喫 、 因為你喫的日子必 
定死 。

v  神禁止人吃這果子，有什麼可能的理由？

v  保護人免於死亡。神的禁戒乃是告訴人他的界限何在。潘霍

華強調『這界限是神的恩典，因為他是受造存在和自由的基

礎』。

v  在伊甸園有應許，有護庇，沒有貪婪，沒有憂慮，在兩樹之

前『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背約

v  蛇如何引誘女人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

v  女人受到蛇的引誘之後，她看見那分別善惡樹上的
果子，想到的不再是神所警告的死亡審判，而是這
些果子的哪些好處？

v  亞當如何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 

v  人犯罪之後，神分別對那人、那女人，還有蛇，有
什麼樣的審判？(二14~19)

v  神原本量定吃分別善惡樹果子應有的刑罰是死亡
（創2：17），和這裡審判的結果有什麼不同之處？





亞當的家族史
v  該隱的家族---人類的文明（帳篷，音樂，武器，工具） 

v  沒有帶給人類道德與靈性的改變（四19,四23~24) 

v  不順服神的家族 

v  塞特的家族----生兒養女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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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4) 

v  以諾與神同行 

v  順服神的家族



挪亞的家族史--洪水故事
v  罪進入了人類的本質之後，雪球越滾越大．（六1~7) 

v  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

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 

v  神的兒子們---塞特的後代，王室的領袖，墮落的天使 

v  彼後（二4~5),猶(6)似乎支持了第三種說法，但這還是難
解的經文．但不變的是惡已經到了，神無法忍受了。 

v  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與創造第七日
相比） 



挪亞的家族史--洪水故事
v  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挪亞的後代記在下面。

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神
同行。神掌管洪水，特意拯救挪亞． 

v  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拿各類潔淨的牲畜、飛鳥
獻在壇上為燔祭。 耶和華聞那馨香之氣，就心裡說：
我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地（人從小時心裡懷著惡念），
也不再按著我才行的滅各種的活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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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亞眾子的家族史 –列國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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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v  這就是含的後裔，各隨他們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
土、邦國。(10:20) 

v  這就是閃的子孫，各隨他們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
土、邦國。 

v  宗族、語言、地土、邦國而使他們分散在各地 

v  原因？ 



挪亞眾子的家族史 –巴別塔
（11:1~9)

A.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 

B.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裡。 

C.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做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
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 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
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D.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神的心意-遍滿地面）

C’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
既做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 我們下去，
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 

B’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
了。 

A’因為耶和華在那裡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
以那城名叫巴別【就是變亂的意思】。



閃的家族史 
v  閃的後代---生兒養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