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世記剛要(一)

摩西五經(一)
創世記
(壹)萬有的起源(一~二章)
(一)萬有的受造(1:1-1:31)
(二)人特殊的受造(1:26-2:25)

(貳)人的墮落(三章)

(參)神的恢復(四~五十章)
(一)蒙恩的器皿(個人)(四~十一章)
(1)亞伯....羔羊的救贖(四章)
(2)以諾...-與神同行(五章)
(3)挪亞..位在主裡面(六~十一幸)

(壹)萬有的起源
(一)萬有的受造:藉著神的靈與神的話
1 六日創造的過程
2 創造的原則
a 分開
b 各從其類
(二)人的特殊受造
l 受造之前的預備
2 受造的特殊之處
3 男人受造的過程與目的
4 女人受造的過程與目的
5 受造後的托付
(貳)人的墮落
(一)蛇的誘惑

(二)蒙召的族類(團體);(十二~五十章)
(1)亞伯拉罕….信心的祖宗(十二~廿五章)
(2)以撒...-蒙愛之子(廿一~廿八,卅五章)
(3)雅各-...聖靈的傑作(廿五~四九章)
(三)榮耀的見證----“像主"的約瑟(卅七~五十章)

(肆)總結

(二)人的失敗
(三)神的反應
l 尋回
2 責備與審判
3 拯救

創世記綱要(二)

iii.滿了惡行、被敗壞的世代
b. 神的審判

(參)神的恢復(四~五十章)
蒙恩的器皿(個人)(四 – 十一章)
1.亞伯-羔羊的救贖(四章)
a. 兩種的事奉生命「神看重我們所是，過於我們所做的。」
“耶和華看重了亞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不重該隱和他的
供物。”
b.兩種的事奉源頭與方式：
i.該隱沒有啟示、沒有血:拿地裡的出產為供物
ii. 亞伯有啟示、有血:將羊群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
c.兩種的事奉結果
i.該隱-不蒙神悅納,且殺害弟兄。
ii. 亞伯-蒙神悅納,如羊羔被殺仍默默無聲
2.以諾-與神同行(五章)
a.以諾所處的特殊世代
i 一個極不敬虔的世代(猶 14~16)
ii 一個充滿兇暴、放縱享受的世代(創 4:19-24)
b.「 以諾」的:意義
i 獻身者
ii 教師
c. 以諾與神同行三百年,並且生兒養女(5：22)
d. 以諾與神同行,神就把他取去(5:24)
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經得了神喜悅他的明証
(來 11:5-6)
3.挪亞-住在主裡面(六~十一幸)
a. 挪亞的世代
i 失掉聖別見證的世代-神的兒子們和人的女子結合
ii. “吃喝嫁娶”(路 l7:27)、 “不知不覺”的世代(太 24:39)

i.洪水之前-命造方舟
(1)方舟的意義
(2)挪亞因著信…預備了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救。
(來 ll:7)
ii 洪水降臨-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來到..(6：13)
iii 洪水之後
(1) 洪水的消退
(2) 挪亞築壇獻祭
(3) 神的賜福與立約-以虹為記
c.挪亞的後代
i. 迦南受咒詛
ii. 閃、含、雅弗的分佈
d. 挪亞其人
創世記大綱(三)
(參)神的恢復(四-五十章)
(一) 蒙恩的器皿(個人)(四-十一章)
(二) 蒙召的族類(團體)
1. 亞伯拉罕一信心的祖宗
a 亞伯拉罕的蒙召
i. 蒙召的背景一巴別的混亂
ii 蒙召的經過一「榮耀的神向他顯現」(徒 7：2)
iii. 蒙召的要求一「你要離開本地﹒本族,父家. 往
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12:1)
iv. 蒙召的目的
(1)承受迦南的應許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12:1)

「我要將…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
為業。」(17)
(2)蒙大福的應許
「...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 」
(l2:2)
「論福﹒我必賜大福給你... 」 (22:l7)
(3)建立國度的應許
「...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12:2)
「...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22:17)
(4)成為萬國的祝福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地土的萬族都要因你
得福」 (l2:3)
「... 地土的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
(22:18)
v. 蒙召的行動一「因著信…就遵命出去」(來 11：8)
vi. 蒙召的考驗─「出去的時候，，還不知往那裡去」
(來 11：8)
b 亞伯拉罕蒙召後的生活一帳篷與祭壇的生活
i. 亞伯拉罕信心的腳蹤
(l)示劍
(2)伯特利
(3) 希伯崙
ii. 亞伯拉罕的祭壇生活─四座特別的祭壇
iii. 亞伯拉罕與神之間的特殊關係
(1)神稱亞伯拉罕為朋友
「我所要作的事，豈可瞞著亞伯拉罕…」(18：17)
「…我朋友亞伯拉罕…」(賽 41：8，代下 21：7.雅 2:24)
(2)神向他十次的顯現
(3)亞伯拉罕向神七次特別的禱告
c 亞伯拉罕的考驗

i 蒙召的考驗(見前(11)之(6))
ii.應許之地的考驗
(1)大飢荒一下埃及(12:10-20)
(2)羅得之仗爭地(13:6-18)
「你我不可相爭﹒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不
可相爭﹒因為我們是骨肉﹒遍地不都在你眼
前麼?...」(13:8-9)
(3) 葬撒拉一希伯崙幔利橡樹前麥比拉洞
(23:17)
iii 應許後裔的考驗
(1)生以撒
(i)
兩度撒拉事上的危機
(12:10-20.20:1-15)
(ii) 年紀老邁:「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
信仍有指望 J(羅 4:18)
(2) 養以撒一趕逐以實瑪利 (21:8-14.加
4:29-30)
(3)獻以撒─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22 章﹒來
ll:!7-19)
(4)愛以撒─為以撒尋找配偶(24 章)
d 亞伯拉罕之約
e 亞伯拉罕的年代表
創世記綱要(四)
2 以撒一蒙愛之子
a 應許之子一特別的出生:憑應許而生(廿一章)
i. 出生
(1) 神的應許(l5:1-6.l7:15-21.l8：9-15)
(2) 亞伯拉罕與撒拉的信心(羅 4:17-22.來 l1:11-l2)
ii 斷奶:夏甲與以實瑪利的被逐 (21:8-21.加

4:29-31)
創世記綱要(五)
b.順命之子一特別的順服：存心順服，以致於死 (廿二章)
i.摩利亞山上的甘心被獻
ii.雖有眼見飢荒﹒仍然絕對順服(26:1-5)
「你不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c 蒙愛之子一特別的婚姻:不只父愛他,教會也甘心愛他,歸於祂
i 父的旨意一「那人獨居不好 J –為愛子預備新婦(廿
四章)
ii.聖靈的預備與引領一見證基督﹒吸引並引領教會來
歸基督
iii.教會甘心的歸順基督一叫基督“得了安慰"(24:67)
d 豐富之子一特別的職事:挖井(廿六章)
i 重挖被非利士人填塞之井─屬靈產業與豐盛生命的
恢復
ii. 仍照父的心意稱呼諸井一恢復到起初的水準與純度
iii.新挖的數井─“活水井"(26:19)
(1)埃色一與肉體相爭(羅七章)
(2)西提拿一與肉體為敵(羅 8:7)
(3)利河伯-進入屬靈的寬闊(羅 8:35-39)
(4)別是巴-進入神的永約(約 4:13-l4)
c 得榮之子一特別的福份:承受父一切豐盛的產業與榮耀
i 獨特的福份
「亞伯拉罕將一切所有的﹒都給了以撒﹒J (25:5)
ii 獨特的名份「...從以撒生的,才要成為你的後裔﹒」
(21：12)
［補充］三位對應的人物
(A)亞伯拉罕時期-羅得
(B)以撒時期一以實瑪利
(C)雅各時期一以掃

3 雅各一聖靈的傑作
a 雅各的出生
i 神主宰權柄的揀選(羅 9:11-13)
ii.天生愛"抓"的本性(創 25:26)
b 雅各的詭計
i 雅各計得長子名分(25:27-34)
以紅豆湯騙取長子名分
ii 雅各計奪長子福分［廿七章］
(1) 以撒愛以掃﹒利百加卻愛雅各
(2)利百加施計幫助雅各奪取長子福分
(3)長子特殊的福分(27:27-29))
(4)以掃怨恨,欲殺雅各(27:36-41)
「他名雅各,豈不是正對麼?J
「他從前奪了我長子的名分...現在又奪了我的福分 J
c 雅各的出走
i 父母的打發(27:42-45.28:1-4)
ii 神聖製作的開始
曠野的特殊經歷
(1)十架剝奪經歷─漂流野地,孤單枕石而睡
(2)得見異象一「天梯 J 的異象(28:12.約 l:51)
(3)得蒙應許(28:13-15)
(i)重申對亞伯拉罕與以撒的應許
(ii)「我也與你同在-你無論往哪裡"去”，我必保佑你﹒領
你 “歸回” 這地」
(4)雅各的覺悟(28:16-17)
(i)「耶和華真在這裡,我竟不知道 J
(ii)「這地方何等可畏﹒這不是別的﹒乃是神的殿﹒也是
天的門 J

(5) 立柱、澆油、向神許願(28:l8-22)
d 投靠拉班［廿九~卅一章］
i.娶妻 (29:1-30)
ii.生子(29:31-30:24))
iii 拉班手下二十年(30:25.31:16)
iv 雅各用策致富 (30:25-43)
v 雅各思歸故土
(1)拉班的氣色不如前(3l :2)
(2)神的顯現與吩咐(3l :13)
「...現今你起來﹒離開這地,回你本地去吧!」
e.雅各離開拉班(31:17-55)一脫離肉體的轄制
i 雅各背逃(3l :17-21)
「雅各起來...就帶著所有的逃跑」
ii 拉班的追趕(31:22-42)
iii 二人立約(31:43-53)
iv 雅各第一次的獻祭(31:54)
f.雅各的歸回
i 基列山的迦累得(31:23-48)一與拉班分離
ii 瑪哈念(32:1-21)一與神的使者相遇
iii 仳努伊勒(32：22-32)一與神摔跤﹒自此腿瘸
iv. 與以掃相會(33:1-15)一「...我見了你的面﹒如同見了
神的面...J
V 疏割 (33:17)一"半路涼亭"的考驗
vi 示劍(33:18-34:3l )一女兒受辱﹒諸子計戮示劍族
vii 伯特利(35:l-l5)一自潔、更衣、除偶像、築祭壇、立石柱
viii 以法他(35:16-20)一拉結生子而死,
ix 以得(35:21-22)一長子流便與妻辟拉同寢
x 希伯崙(35:23.29)一葬以撒、度晚年
g 雅各的晚年 一 十架更深的剝奪
i.喪約瑟 (37:1-36)─

「以色列原來愛約瑟過於愛他的眾子…」
ii 喪西緬(42:36)一「...約瑟沒有了﹒西緬也沒有了...J
iii 喪便雅憫(42:38-43:14)─
「...我若喪了兒子﹒.就喪了吧!J
h 雅各下埃及與約瑟相會(45:26-46:34)
i 雅各一生的重大轉機一得著更深生命
i. 曠野經歷
ii.拉班手下
iii.仳努伊勒
iv.一路歸回的經歷
v 喪拉結
vi 喪約瑟
vii 喪便雅憫
j 晚年的雅各一豐盛生命的流露
i 雙倍的祝福
ii 透亮的靈［四八章］-為以法蓮、瑪拿西祝福
iii 為眾支派的祝福與預言［四九章］
iv 因信留遺命-(49:29-31)-葬於迦南地的麥比拉洞
V 扶著杖頭敬拜神(47:31.49:33)一向死亡誇勝
創世記綱要(六)
(參)神的恢復(四~五十章)
(三) 榮耀的見證─ “像主的約瑟”﹝37-50 章﹞
1 約瑟的生平
a 在家中(37:1-28)-17 歲以前
i 特別蒙父所愛
ii 為弟兄所嫉、所恨、所賣
b 在埃及護衛長波堤乏手下(39:1-20)-17~28 歲
i 受重用(39:4)
ii 被信任(39:6)

iii 神賜福(39:5)
iv 受試探(39:7-12)
v 被誣害下監-(39:13-20)
c 在監中的兩年(39:21-40:23)
i 受重用(39:4)
ii 被信任(39:6)
iii 被賜福(39:5)
iv 為酒政、膳長解夢 (40:l-22)
v 被遺忘(40:23.41:1)
d 在埃及地作宰相(41:1~50:26)-30 歲以後
i.為法老解夢而得高升(41:1-44)
像這樣的人,有神的靈在他裡頭,我們豈能找得著呢?..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聽從你的話...我派你治理埃及全
地,...若沒有你的命令﹒不許人擅自辦事﹒
ii 約瑟智慧的治理(4l:46-57.47:13-26)
(1)七個豐年:“約瑟積蓄五穀甚多﹒如同海邊的沙,無法計
算...不可勝數"(41:49)
(2)七個荒年
(i)當時饑荒遍滿天下﹒天下的饑荒甚大
“甚至...都忘了先前的豐收,全地必被饑荒所滅"(41:30)
(ii)約瑟開了各處的倉....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
到約瑟那裡糴糧
iii 娶妻生子(41:45,4l:50-52)
(1)法老將安城祭司的女兒給他為妻
(2)生二子
(i)瑪拿西-神使我忘了一切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ii)以法蓮-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iv 與弟兄相認[四十二-四十五章]
v 迎父雅各來埃及{四十六章}
vi 約瑟歸葬其父[五十章]

(3)約瑟留遺命(50:22-26)
約瑟叫以色列的子孫起誓說:“...你們要把我的
骸骨從這裡搬上去...”
2. 約瑟的生命
a 作王掌權的生命
i 在凡事上掌權
(l)在個人生命中作王掌權(羅 5:17)
(i) 不在兄弟的惡上有份
(ii) 受試探時
(2)在被賣的事上掌權 (45:5-8.詩 l05:17)
(3)在護衛長手下掌權
(4)在獄中掌權
(5)在埃及全地掌權
ii 掌權的秘訣-几事上順服神-讓神掌權
b 積蓄豐盛的生命
i 有看見-知道全面飢荒將臨及其可怕力量
ii 有準備-在各地全力積蓄充份糧食
iii 有恩典-各地的人都...到約瑟那裡糴糧
c 切實相愛的生命
i.消極上-包容、忍耐與寬恕.
ii 積極上-成全與建立
(1)對其兄弟
(2)對父親雅各
d 因信而活的生命
i.揀選歌珊地(46:31 -47:6)
不願與埃及人同化,失去分別
ii 為骸骨留下遺命(50：20-26)
“約瑟因著信﹒臨終的時候,提到以色列族將來要出埃
及,並為自己的骸骨留下遺命"(來 ll: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