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甘霖有聲書舊約查經系列 

創世記  
第一講 

創世記簡介 

 
一. 本課前言 

A. 創世記是一本怎樣的書 
1. 是一本經歷千錘百煉考驗的聖經書卷 
2. 是一本神啟示的書卷 
3. 是一本獨特的書卷 
4. 是人類歷史劇的序曲，和劇情提要 

B. 如何讀創世記 
1. 需要人用信心去 

a. 藉著所造之物去研讀 
b. 藉著全部神的啟示去研讀 

2. 需要人透過歷史的角度去研讀 
C. 書名的意義 

1. 字義 
2. 內容正如其名 

D. 創世記的執筆人 
1. 創世記猶太人妥拉的一部份 
2. 妥拉的執筆人是摩西 
3. 摩西是執筆人的聖經證據 
4. 摩西是執筆人的旁證 

E. 創世記的分段和大綱 
1. 神的創造與人的墮落 （一—十一章） 

a. 神的創造 一章—二章 
b. 人的墮落 三章—四章 
c. 神洪水的審判五—九章。 
d. 巴別塔事件和分散語言 十章—十一章；。 

2. 神為全人類預備的將要來的救贖主（十二—五十章 
a. 信心之父亞伯拉罕 十二—二十三章 
b. 被愛的兒子以撒 二十三—二十六章  
c. 被揀選的雅各 二十七—三十六章 
d. 受苦和得榮耀的約瑟 三十七—五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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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甘霖有聲書舊約查經系列 

創世記 
第二講 

第一部 神的創造與人的墮落 （一—十一章） 

一、 天地的來歷 (1)

一 1-5 
本課大綱 

二. 宇宙的來歷（一 1） 
A. 神 
B. 起初 
C. 創造 
D. 天地 

三. 地球的創造（一 2） 
A. 空虛 
B. 混沌 
C. 淵面黑暗 

四. 地球上生物的來歷(一 3—二 25） 
A. 神第一天創造(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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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第三講 

第一部  神的創造與人的墮落 （一—十一章） 

一、 天地的來歷 (2)

一 6-31 

本課大綱 

五.(續) 地球上生物的來歷 (一 3—二 25） 

B. 神第二天的創造 (6-8) 

C. 神第三天的創造 (9-13) 

D. 神第四天的創造 (14-19) 

E. 神第五天的創造 (20-23) 

F. 神第六天的創造（24-31） 

1. 其他生物的被造 

2. 人的被造 

3. 植物、生物於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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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第四講 

第一部 神的創造與人的墮落 （一—十一章） 

一、 天地的來歷 (3) 

二 1-7 

本課大綱 

六.總結神的創造 (1-7) 

A. 神扼要重述自己六天的創造 (1-3) 

1. 天地萬物都造齊了 

2. 就在第七日歇了他一切的工、安息了 

B. 神在扼要重述裡啟示自己的名，和天地的來歷 (4-7) 

1. 創造天地的來歷 

2. 神偉大尊貴的名 

3. 人的價值 

 

甘霖媒體資訊版權所有 
 



5  甘霖有聲書舊約查經系列 

創世記 
第五講 

第一部 神的創造與人的墮落 （一—十一章） 

一、 天地的來歷 (4) 

二 8-25 

二、 人的墮落 (1) 

三 1-24 
本課大綱 

天地的來歷（4） 

七.伊甸園和人 (8-25) 

A. 神為人類所預備居住環境 (8-14） 

B. 那人在伊甸園的情況（15-20） 

1. 重述神給那人的責任(15) 

2. 神向人頒佈的禁令(16-17) 

C. 神為人造一個配偶(18-25) 

1. 神為人造配偶的理由(18) 

2. 神讓那人為其他活物起名(19-20) 

3. 神為那人造配偶的經過(21-23) 

4. 神為人設立婚姻制度(24-24) 

 
人的墮落 (1) 
一. 人在伊甸園裡犯罪(三 1-24) 

A. 蛇引誘人犯罪(1-5) 
1. 蛇的本質(1) 
2. 女人的上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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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第六講 

第一部 神的創造與人的墮落 （一—十一章） 

二、 人的墮落 (2) 

三 14-24 
本課大綱 

人的墮落 (2) 
二. 人在伊甸園裡犯罪(三 1-24) 

B. 人不信神的話遭致失敗(6-24) 
1. 人失敗的開始(6-10) 
2. 神的責問(11-13) 
3. 神的懲罰(14-19) 

a. 神對蛇的刑罰 14-15 
b. 神對女人的懲罰 16 
c. 神對男人的懲罰 17-19 

4. 神的補救 20-21 
5. 神把人逐出伊甸園(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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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第七講 

第一部 神的創造與人的墮落 （一—十一章） 

二、 人的墮落 (4) 
四 1-26 

本課大綱 

人的墮落 (3) 
三. 人在伊甸園外繼續犯罪(四 1-26) 

B. 該隱和亞伯的出生 1-2 
C. 該隱亞伯獻祭 3-7 

1. 神悅納亞伯和他的的祭物 3-5 
2. 該隱向神大大發怒 6-7 

D. 該隱謀殺了亞伯 8 
E. 神審判該隱 9-15 

1. 神質問該隱 9 
2. 神/懲罰該隱 10-12 
3. 該隱向神求饒 13-14 
4. 神網向該隱開一面 15 

F. 該隱的後代 16-24 
1. 該隱離開神的面 16 
2. 該隱的後代 17-23 
3. 拉麥血腥的狂言 24-26 

G. 取代亞伯的後裔。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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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第八講 

第一部 神的創造與人的墮落 （一—十一章） 

三、 神洪水的審判 (1) 
五 1-32 

本課大綱 

神洪水的審判 (1) 

一. 亞當的後代 1-32 
A. 引言 

1. 1-2 後代的意義 
2. 神在基督裡接納我們到神的家譜裡 

B. 家譜 4-32 
1. 亞當 3-5—第一個死亡的人 
2. 塞特-6-8— 

a. 他有亞當的形像和樣式 
b. 祂是替代被該隱謀殺的亞伯 

3. 以挪士 9-11—有長時間教育下一代的機會 
4. 該南 12-14—在行工藝技巧 
5. 瑪勒列 15-17— 
6. 雅列 18-20 
7. 以諾 21-24—與主同行，未見死 
8. 瑪土撒拉 25-27—死時，送達神洪水的審判 
9. 拉麥 28-30 
10. 挪亞 31-32—傳揚神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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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第九講 

第一部 神的創造與人的墮落 （一—十一章） 

三、 神洪水的審判 (1) 

六 1-22 

本課大綱 

神洪水的審判 (1) 

二.神第一次說話—神的失望 1-4 

A. 洪水審判的起因 

B. 神第一次說話 

1. 神的靈離開人 

2. 人的壽命減短 

C. 人本有的形貌 

三.神第二次說話—神的審判 5-12 

A. 神看見人的罪惡很大 

B. 神內心憂傷後悔造人 

C. 神第二次說話，決心進行一次全面的毀滅 

D. 義人挪亞被保存 

四.神第三次說話—神預備拯救 12-22 

A. 神宣告審判的決心 

B. 神吩咐挪亞造 

1. 方舟要拯救挪亞一家 

2. 方舟的建造細節 

3. 方舟的乘客 

4. 方舟中要預備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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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第十講 

第一部 神的創造與人的墮落 （一—十一章） 

三、 神洪水的審判 (2) 

七 1-24 
本課大綱 

神洪水的審判 (2) 

一. 神第四次說話—神指示挪亞進方舟 七 1-5。 
A. 進方舟 

1. 「我神見你們是義人」 
2. 對畜類和飛鳥的安排 
3. 挪亞始終順服神 

B. 洪水泛濫之時 6-12 
1. 正是瑪土撒拉死時 
2. 正如「神」的吩咐 
3. 一連 40 天的大水 

C. 洪水泛濫之日 13-16 
1. 凡神要都人畜都聽從神進了方舟 
2. 神就把他們關在方舟裡 

D. 洪水泛濫之浩大 17-24 
1. 「洪水泛濫」40 天方舟漂起 
2. 「水勢浩大」方舟在水上漂流 
3. 「水勢在地上極其浩大」全世界都被淹沒 
4. 「水勢浩大」全世界淹在水裡 15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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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第十一講 

第一部 神的創造與人的墮落 （一—十一章） 

三、 神洪水的審判 (4) 
八 1-22 

四、 神賜福與挪亞（1） 
九 1-7 

本課大綱 

神洪水的審判 (4) 

二. 神第五次說話—神指示挪亞一家出方舟八 15-19 

A. 神記念挪亞 

B. 神關閉了水淵和天上的雨庫 

C. 神使方舟停在乾地 

D. 神吩咐挪亞一家出方舟 

三. 神第六次說話—神宣告不再用水毀滅世界 20-22 

A. 挪亞築壇向神獻祭 

B. 神悅納燔祭 

C. 神應許不再用同樣的方式毀滅 

 

神賜福與挪亞 九 1-19 

一. 神對挪亞的賜福和吩咐 1-7 

A. 神重申生養眾多的命令 

B. 神賜福挪亞和他的家 

C. 神先不人和獸之間的關係 

D. 神頒佈不可吃血的禁令 

E. 神頒佈不可流人血的禁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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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第十二講 

第一部 神的創造與人的墮落 （一—十一章） 

四、 神賜福與挪亞(2) 

九 8-19 

本課大綱 

神賜福與挪亞 九 1-19 

二. 神與挪亞立約 8-17 

A. 立約的對象與內容 

B. 立約的記號 

三. 人類分散全地 18-19 
 

五、 挪亞和他犯了罪的兒子 

九 20-29 

挪亞和他犯了罪的兒子 九 20-29 

一. 挪亞醉酒 

A. 挪亞作起農戶來 

B. 挪亞醉酒和醉酒的影響 

二. 挪亞酒醒 

A. 挪亞咒詛含的兒子迦南 

B. 挪亞祝福閃，和雅弗 

C. 挪亞壽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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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第十三講 

第一部 神的創造與人的墮落 （一—十一章） 

六、 挪亞的兒子們 

十 1-十 32 

本課大綱 

四. 引言 1 

五. 雅弗的後代 2-5 

六. 含的後代 3-20 

A. 含的兒子們 3 

B. 古實的後代 4-14 

C. 迦南的後代 15-20 

七. 閃的後代 21-30 

A. 閃的兒子們 21-22 

B. 亞蘭的後代 23-25 

C. 約坦的後代 26-30 

八. 結語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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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第十四講 

第一部 神的創造與人的墮落 （一—十一章） 

七、 巴別塔事件和分散語言 

十一 1-十一 32 

本課大綱 

九. 神阻止人類驕傲自大的計劃 1-9 

A. 人類有同樣的語言 1 

B. 人類想要停止遷移 2 

C. 人類自己的籌算 3 

D. 人類說「我們要」-4 

E. 神的介入 5 

F. 神說「看哪」 6 

G. 神阻止人的籌算 7 

H. 神迫使人類去分散 8 

I. 神變亂人類的語言 9 

十. 神開始祂揀選和拯救的計劃 10-32 

A. 從閃到亞伯拉罕 10-26 

B. 他拉和他的後代 27-28 

1. 他拉和他的兒子們  

2. 他拉的媳婦 

3. 他拉的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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