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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VE「活。道場」創世記導論 (第一課) 

上帝搞邊科？──（創一 1～二 3） 

組長版 

 

課堂形式 

1. 小組查經—增強學員互動學習，經卷主題式研讀聖經 

2. 合組講解—焦點解說經文重心，課堂即時問題解答 

 

課堂大綱： 

第一課 上帝搞邊科？──創世紀導論（創一 1～二 3） 

第二課 未解決！──遠祖的故事（創二 4～十一 26） 

第三課 眾裏尋他──阿伯拉罕的故事（創十一 27～二十五 18） 

第四課 強中自有強中手──以撒與雅各的故事（創二十五 19～三十六 43） 

第五課 奇異恩典──約瑟與猶大的故事（創三十七 1～五十 26） 

 

一、前言 

  創世記讀來趣味盎然，箇中的精義卻未必能輕易察覺。 

  創世記篇幅雖長，但除了幾份族譜，基本上由一連串短篇故事組成。這些短篇故事

裏頭，不乏有血有肉的人物、鎔鍊精警的對話、曲折離奇的情節、出人意表的結局……

一切引人入勝的戲劇元素，幾乎都可以在這些故事中找到。至於其中的主要角色，例如

亞當、夏娃、挪亞、亞伯拉罕、雅各、約瑟等等，不止形象突出，其歷練更蘊含後世種

種人事的原型，無怪乎歷代信徒都喜歡徵引他們的故事，並且以他們為榜樣或鑒戒。 

  不過這些形象鮮明的主要角色，往往會令人過於專注他們所經歷的精采大事，彷彿

每一件大事均可獨立成篇，因而忽略作者有系統地將這些大事與其他不顯眼的素材并合

的用意。創世記並非歌頌大人物的史詩，而是寓教於事的訓誨文章。因此讀者須反覆玩

味經文的言辭和佈局，方能領略其旨趣所在，否則便會錯過或誤解經文的意思。 

已註解 [fs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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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研讀課程，旨在以創世記的主旨為經、各種文學分析為緯，嘗試發掘經文的原

來意義。盼望大家經過一番學習和討論後，對創世記以至神的心意體會更深更廣。 

二、名稱 

  「創世記」一名或許會令讀者誤解，以為整部書是關乎神創造天地的故事。其實創

世的故事僅佔頭兩章的篇幅，餘下四十八章卻是接續創世之後的故事。至於創世記的英

文名稱 Genesis，則源自《七十士譯本》（古希臘文舊約聖經），其含意為誕生、起源。

這個英文書名，較為準確描述這卷書所包含的內容：這是一卷關乎世界、人類和以色列

民族起源的書卷。 

  然而創世記（Genesis）只是後起的名稱，因為創世記起初並非單獨成書，而是五

經（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的第一部。舊約聖經的作者，泛指

五經為「摩西律法書」（王下十四 6）或「律法書」（書一 8）。新約聖經的作者，一般稱

五經為「律法」（路十六 6）。 

  猶太人稱五經為《妥拉》（Torah），一般譯做「律法」，但在希伯來文中，妥拉一詞

還有教導、訓示、指引的意思。這個書名頗為允當，因為五經教導我們怎樣敬虔過活，

並且為其後各經卷立下歷史和神學的根本。 

 

三、作者 

  創世記本身，並無交代作者的名字或身份。不過五經之內倒有數處經文，明言摩西

是部份段落的作者（出十七 14，二十四 4，三十四 27；民三十三 2；申三十一 9、19、

22、24）。其他舊約書卷，也多次提到律法書是摩西所寫的（例如書八 31，二十三 6；

士三 4；王上二 3；王下十四 6，二十一 8；拉六 18；尼十三 1）。至於新約方面，有二

十五處經文將摩西和五經連繫起來（例如太十九 8；可一 44，七 10，十二 26；路五 14，

二十四 4、27；約一 17、45，五 46-47，七 19；使三 22，十三 39，十五 5-21；羅十 5、

19；林前九 9；林後三 15；啓十五 3）。因此，猶太和教會傳統均認為，創世記的作者

是摩西。 

  可是創世記裏面有幾處經文，顯然經過後人編輯。譬如創世記十一章 31 節的「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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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底」、十二章 6 節的「那時迦南人住在那地」、十四章 14 節的「但」、二十二章 14 節

的「直到今日人還說」、三十五 20 節的「雅各在她的墳上立了一統碑，就是拉結的墓碑，

到今日還在」、三十六章 31 節的「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等等，都是編者後期加

上的，幫助當時的讀者明白作者原來的意思。 

  由此推斷，創世記的經文應該是由摩西撰寫，再經後人編輯而成。 

 

四、結構及主旨 

  聖經每一卷書都有主旨。有些聖經作者會明言寫作目的，例如路加一開始便清楚指

出，他所編寫的福音書旨在使人「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路一 4）。不過並非所有

聖經作者，都會如此直截了當，而創世記的作者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我們必須仔細分

析創世記的結構和文學手法，從而推斷其旨趣所在。 

 

1. 結構分析 

1.1 上下兩部：以內容分部 

  依內容看，創世記明顯分為兩個迥異的部份： 

─人類遠古史（一 1～十一 26；下稱一至十一章） 

─以色列先祖史（十一 27～五十:26；下稱十二至五十章） 

  雖然如此劃分創世記的段落方便省事，但會令人以為一至十一章不過是無關宏旨的

開場白，跟十二至五十章乃至五經的其餘部份無甚關連，或者以為前半部描述人類犯罪

而招致神的審判，後半部則開啓神賜福人類的時代。 

  創世記的鋪排並非如此割裂。舉例說，前半部的結尾顯然為下半部的故事埋下伏筆。

前半部每一段故事都有類似的結構，惟獨最後一段巴別塔故事的結局懸而未決，而閃的

族譜（十一 10-26）每一代都只記一個人的名字，惟獨到了最後一代，卻提及亞伯蘭以

及兩位弟弟的名字。因此，我們若要找出貫穿整部創世記的主旨，就必須另闢蹊徑，以

補這種段落劃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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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十個段落：以「toledoth」句式分段 

  創世記有一個比上述的段落劃分更為嚴密的結構，而這個結構最明顯的特色，就是

一個反覆出現的希伯來文句式：「ɔelleh toledoth …」（其中一處經文的字眼稍有不同，為

方便起見，下文一律稱之為「toledoth」句式）。 

  作者巧妙地運用「toledoth」句式，將創世記劃分為十個段落（「十」這個數目，在

希伯來文化中象徵圓滿）。可惜中文和英文都沒有相應的詞語能完全表達「toledoth」的

含意，所以我們閱讀中文或英文聖經時，便難以察覺這種段落劃分。 

  試根據下列提示的經文章節，找出所有在創世記中出現的「toledoth」句式，然後

在橫線上填寫正確的答案。 【觀察】 

i. （二 4）創造天地的  來歷  。 

ii. （五 1）亞當的  後代  記在下面。 

iii. （六 9）挪亞的  後代  記在下面。 

iv. （十 1 上）挪亞的兒子 閃  、含、  雅弗  的  後代  記在下面。 

v. （十一 10）閃的  後代  記在下面。 

vi. （十一 27）  他拉  的後代記在下面。 

vii. （二十五 13）以實瑪利  兒子們  的名字，按着他們的家譜，記在下面。 

viii. （二十五 19）亞伯拉罕的兒子  以撒  的  後代  。 

ix. （三十六 1）以掃就是  以東  ，他的  後代  記在下面。 

  （三十六 9）以掃是  西珥山  裏以東人的始祖，他的  後代  記在下面。 

x. （三十七 2）以下記載的是雅各一家的事蹟。《現代中文譯本》 

總結以上所得，希伯來名詞「toledoth」有以下四種含意： 

 來歷 、 後代 、 他們的家譜  、 一家的事蹟  。 

  由此可見，「後裔」、「傳宗接代」是創世記作者非常關注的課題。「toledoth」句式

以及緊隨其後的族譜，並非如一般人想像般僅僅用來點綴文章，而是貫通各個不同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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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進而破解創世記主旨的關鍵。 

  另一方面，這個結構顯示一至十一章絕非可有可無的開場白。假如我們細心觀察，

便會發現一至十一章和十二至五十章各自有五個「toledoth」句式，令前後兩部份形成

對稱的結構，可見作者有意將以色列先祖的故事和人類遠祖的故事比照。換句話說，人

類遠祖故事所包含的觀念和主題，乃是解釋以先列先祖故事的關鍵。譬如神應許將迦南

地賜給亞伯拉罕一事，恰好呼應神起初為亞當預備伊甸園作居所。 

  還有兩點值得留意。第一，「toledoth」句式首先在創世記二章 4 節出現，而一 1～

二 3 的創世故事則自成一章，並不屬於任何一個「toledoth」段落。第二，第一個「toledoth」

段落裏面，記載另一則着眼點不同的創世故事。有人認為一 1～二 3 是從天地萬物（宏

觀）的角度敍述創世的故事，而二 4-25 則從人類（微觀）的角度描寫創世的故事。這

種說法或有其可取之處，卻忽略了一 1～二 3 在書卷結構上還有提綱挈領的作用。 

 

2. 主旨 

  創世記的序言（一 1～二 3），從表面看只是一則創世故事，其實內裏蘊含全書的要

旨。作者不斷重複一些關鍵的字句，以展現神的兩個形象，從而引申到創世記的主旨。 

 

2.1 試根據下列提示的經文章節，在橫線上填寫正確的答案。 【觀察】 

第一日（一 3） － 

第二日（一 6-7）  神 說：「諸水之間要有 空氣 ，將水分為上下。」神就造

出空氣，將空氣以下的水、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了。 事就這樣成

了 

   。 

第三日（一 9） 

 

   （一 11） 

 神 說：「天下的 水 要聚在一起，使 旱地 露出來。」 

  事就這樣成了  。 

 神 說：「地要發生 青草 和結種子的 菜疏 ，並結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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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樹木 ，各從其類，果子都包着 核 。」  事就這樣成

了  。 

第四日（一 14-15）  神 說：「天上要有 光體 ，可以分 晝夜 ，作 記號 ，

定節令、日子、年歲，並要發光在 天空 ，普照在 地上 。」 

  事就這樣成了  。 

第五日 － 

第六日（一 24） 

 

   （一 29-30） 

 神 說：「地要生出 活物 來，各從其類； 牲畜 、 

 昆蟲 、 野獸 ，各從其類。」  事就這樣成了  。 

 神 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 菜蔬 ，和一切

樹上所結有核的 果子 ，全賜給你們作 食物 。至於地上的 

 走獸 和空中的 飛鳥 ，並各樣  爬在地上  有生命的

物，我將 青草 賜給牠們作食物。」  事就這樣成了  。 

第七日 － 

 

2.2 試從上列經文，找出重複出現的句式（提示：句式的字眼不一定相連）。 【觀察】 

重複出現的句式：神說……事就這樣成了。                    

 

2.3 按照這個句式的說法，神用甚麼方式創造天地萬物？神創造天地萬物的表現如何？

你會怎樣形容神與天地萬物的關係？ 【觀察｜解釋】 

神籍着自己的說話創造萬物，過程非常順利，沒有遇到半點困難或阻滯，表現出神無所

不能的一面。                                 

神是造物者、天地萬物都是神所造的，因此神對天地萬物有絕對的主權。       

 

2.4 閱讀一 4、10、12、18、21、25，然後找出另一個重複出現的句式。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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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出現的句式：神看着是好的。                        

 

 

 

2.5 神如何看待自己所造的一切？俗語有云：「物似主人形」，神對受造物的評語，展現

神的哪一種特質？ 【解釋】 

神認為自己所造的一切都是完美無瑕。                      

神對天地萬物的評語，展現神美善的一面。                    

 

2.6 上述兩個句式，各自展現神的某個形象。倘若作者只強調其一，而忽略其二，神會

變成甚麼模樣？你認為兩者可以兼備嗎？為甚麼？ 【分享】 

自由分享。（神只有全能和權威的一面，會變得專橫無情？神只有美善的一面，天地萬

物的美好景況便無法持久？擁有絕對主權即是專橫無道，無法以美善待人？抑或我們受

現世的領袖形象（父母、上司、教會長執、社會政治領袖）影響，不再相信權威與美善

能夠並存？）                                 

 

2.7 神造各樣動物和人類，並且為他們下評語之後，做了甚麼事情（一 20-22 上、27-28

上）？這個行動顯示神創造天地萬物的目的何在？ 【觀察｜解釋】 

神造各樣動物和人類，並且為他們下評語之後，便賜福給他們。神賜福給一切受造物，

顯示神希望天地萬物能分享他的美好。                      

 

2.8 假如神要賜福給你，你會聯想到甚麼事情？你認為神的福氣如何臨到人的身上？神

賜福給各樣動物和人類的具體內容又是甚麼（一 22、28）？ 【分享｜觀察】 

自由分享。（坐擁財富？健康長壽？升職加薪？家庭和睦？……）           

自由分享。（從天而降？坐享其成？）                       

神賜福給各樣動物的具體內容：後代繁衍，直到牠們的蹤跡遍布世界每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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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賜福給人類的具體內容：後代繁衍，直到遍滿全地，並且管理大地以及其上的一切動

物。                                     

 

 

2.9 神用甚麼語氣述說賜福的具體內容？陳述？發問？命令？按照這種理解，神賜福的

對象需要付出甚麼東西，才能夠真正領受神的福氣？ 【觀察｜解釋】 

神用命令的語氣，述說賜福的具體內容。                     

按照這種理解，神賜福的對象需要負上相應的責任，才能夠真正領受神的福氣。例如人

要付出精力生育兒女和好好照料世界以及其上的動物。               

 

2.10 創世記的要旨是甚麼？試根據以上學習所得，用一句話來總結。 【解釋】 

神確實想我們享受創造的美好，但我們必須順服神的主權，才能夠領受神賜下的福氣。  

 

五、創世記與五經的主旨 

  如前所述，創世記是五經之首。故此其餘四經均以創世記為本，各自發揮不盡相同

卻彼此關連的主題。以下是其餘四經的主旨： 

出埃及記 根據亞伯拉罕之約，詳述耶和華與亞伯拉罕後裔的關係。 

一至十八章：記載神拯救以色列人（參創 15:12-16 神對亞伯拉罕所說的

預言），使他們脫離埃及人的奴役。 

十九至四十章：解說以色列民族的本質和任務。 

利未記 明示神為立約之民預備種種辦法，使他們在無法遵守所有誡命的情況

下，仍然可以親近祂，並且與祂相交。 

民數記 明示耶和華是信實的神，祂會持守與以色列人所立的約。 

申命記 新一代以色列人即將進入應許地前，重申神與他們祖先所立的約。 

總括而言，五經是一份尚未完全實現的應許之約。神藉着這份應許之約，邀請歷世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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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參與其中，從而享受祂為人類預備的福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