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生命河靈糧堂裝備課程『創世記』                     劉梅蕾師母  
 

課程進度表 

日期 內容 進度 

1. 1/9 第一講 創世記全貌（聖約、聖殿、聖戰）  

2. 1/16 第二講 (ㄧ) 族長前時期（上古時期） 

           神的創造、人的墮落：亞當 
創 1-5 

3. 1/23 第三講 洪水與巴別塔: 挪亞之約與邦國的分散 創 6-11 

4. 1/30 第四講 (二) 族長時時期   

           亞伯拉罕的信心歷程 

創 12-22 

5. 2/6 第五講 (三) 族長時時期 

           應許之子以撒 

創 21-27 

6. 2/13 第六講 (四) 族長時時期 

           由雅各到以色列 

創 28-36 

7. 2/20 第七講 (五) 族長時時期 

       約瑟的彩衣、囚衣、細麻衣 

創 37-41 

8. 2/27 第八講 約瑟與 12支派的創傷醫治與命定 創 42-50 

 

創世記的大綱及分段: 

  1. 起源: 世界的起源          1:1-25 

     人(男人/女人) 的起源      1:26-2:25 

  罪的起源                 3:1-7 

     救贖應許的起源           3:8-24  

     家庭生活的起源           4:1-15 

     文化的起源               4:16-9:29 

     邦國的起源              10:1-11:32  

     選民的起源              12:1-50:26 

 

   2. 分段:  

A. 族長前時期                  1-11 章 

a) 四大事件: 創造，墮落，洪水，巴別 
b) 人物: 亞當，挪亞 

B. 蒙揀選的族長時期           12-50 章 

人物: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 

 

 



 

第一課：創世記全貌 

 

創世記在原文即”開始”之意，講論一切的起源。 包括世界，人類，地上萬國。

由神與人與選民的立約，聖殿的觀念，以及聖戰預言的始源，進而明白神的心意

與揀選。並且也由此書中探討家族的關係與醫治，看見自己的角色與價值。 

 

作者: 本書沒有寫明作者，但在猶太人的傳統中，將創世記與摩西所寫的律法 

      書，稱為摩西五經，因此一般認為此書的作者為摩西(約 5:46)。 

 

創世記與摩西五經à國度的預備à揀選一族 

 (路 24:44, 約 5:46, 出 17:14, 出 34:27, 民 33:2, 申 31:9, 24)  

 

創世記：   開始    萬物的起源 神的主權－創世與揀選 

出埃及記： 出去    做神的子民 神的能力－救贖與釋放 

利未記：   分別    如何親近神 神的聖潔－分別與成聖 

民數記：   漂流    曠野的歷程 神的管教－公義與慈愛－新舊的轉換 

申命記：   重述    重申命令   神的信實－重申舊命入應許之福 

 

創世記中的基督:  

 “女人的後裔”        (創 3:15; 賽 7:14; 太 1:23; 加 4:4) 

 “大祭司” –麥基洗德 (創 14:17-20; 來 6-7, 19) 

 “被獻為祭的獨生子”  (創 22) 

 “細羅—賜平安者”    (創 49:10)  

 

創世記中聖靈的工作: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創 1:2) 

  神的氣息(靈)吹在亞當的鼻孔裡(創 2:6) 

  神的靈在約瑟裡頭(創 41:38) 

 

創世記中的聖父聖子與聖靈 

父神是計劃者，聖子是執行者(說)，聖靈是成全者，三位一體之神按照  

“我們”的形像來造人。所以並非有人稱舊約是父神的時代，新約是聖子的 

時代，耶穌升天後是聖靈的時代，其實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神是在各書 

中出現 

 

 

 



創世記中顯示基督的人物 

亞當(羅 5:14,22)                                         基督 

首先的人（林前15:45,47） 死裡復活初熟的果子（林前15:20,23） 

有靈(血氣)的活人出於地（創2：7,林前 15:47） 叫人活的靈出於天（林前15:45,47） 

是神的兒子（路3:38） 神的兒子（約3:16-17） 

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豫像 (羅 5:14) 末後的亞當(林前 15:45) 

一人的過犯, 眾人都死了（羅5:16-18） 

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林前15:22） 

一人的義行, 眾人被稱義得生命（羅5:18,21） 

在基督裏眾人都要復活（林前15:22） 

 

挪亞                                                          基督 

挪亞的日子（太 24:37,路 17:26） 人子降臨 的日子（太 24:37,路 17:26） 

洪水不知不覺來了（太 24:39） 日子時辰 不知道（太 24:36） 

 

麥基洗德                                                    基督 

撒冷王（創 14:18-20,來 7:1-2） 平安王--和平之君（賽 9:6） 

仁義王（來 7:1-2） 聖潔公義（使徒 3:14） 

至高神的祭司（來 7:1） 非屬肉體的祭司（來 7:11-17） 

帶酒和餅為亞伯拉罕祝福（創 14:19-20） 酒和餅祝福亞伯拉罕屬靈的後裔（林前

11:23-25,加 3:13-14） 

 

以撒                                                         基督 

應許之子（創 21:1-2） 應許之子(加 3:16) 

獨生的兒子（創 22:2） 獨生的兒子(約 3:16-17) 

獻上為祭（創 22:2,來 11:17） 獻自己為祭（來 9:28,10:10） 

  

約瑟                                                          基督 

是牧人（創 37:2） 是牧人（約 10:11） 

父的愛子（創 37:3） 父的愛子（太 3:17） 

被忌妒被恨（創 37: 被忌妒被恨(太 27:18, 約 19:15) 

彩衣被剝（創 37:23） 衣服被脫並拈鬮（太 27:28,36） 

被丟在坑裡（創 37:22-24） 被下在坑中（詩 88:4-6,太 26:57-59） 

被兄弟出賣（創 37:5） 被猶大出賣（可 14:43-44） 

無辜下在牢裏與二個犯人同列(創 39:20) 無罪被釘十架旁有兩個強盜（路 23:33） 

不記恨兄弟,反以恩慈相待（創 50:17-21） 父啊！赦免他們（路 23:34） 

從獄中提出升為宰相 復活升天坐在父寶座的右邊 

 

 



     聖約, 聖殿, 聖戰            

 聖約（先知） 聖殿（祭司） 聖戰（君王） 

創造之約 

記號：天時輪轉 

(有晚上,有早晨) 

耶 33:20 

創 1:28(賜福)  

＊生養眾多(家庭) 

＊遍滿地面 

＊治理這地 

伊甸園(創 2:7-8) 

 

 

救贖之約 

亞當的皮衣 

罪與咒詛 

亞當/夏娃（創 3:21） 

 蛇與女人的後裔彼此為仇

（創3:15） 

預表基督在十字架的勝利

（林前15:55-57） 

 

挪亞之約 

（恢復創造之約） 

 

記號:虹 

該隱/亞伯(塞特) 

洪水(神的兒子/人的女子) 

救贖之約（創6:18） 

創 8:20-9:7（出方舟） 

 

 

進方舟（創6:18） 

築壇獻祭(8:20)  

 

亞伯拉罕之約 

記號:割禮 

創 17:9-14 

君王從你而出（創17:6） 

地上萬族因你得福 

（創 17:4） 

神必作他們的神（創17:7） 

築壇獻祭 

（創 12：7-8,13:4,18）  

獻以撒的摩利亞山 

(創 22:2-3)  

 

雅各之約 創 35:10-12 

改名為"以色列 

君王從你而出 

(創 49:1-29) 

生養眾多 

除去外邦神（創35:2） 

築壇獻祭-伯特利(創 35:3) 

 

 

摩西之約  

承襲亞伯拉罕之

約 

記號:律法 

 

(出 6:2-8;19:3-6) 

要表明神的救贖, 作屬神

的子民,祭司的國度,聖潔

的國民, 且藉由律法引我

們到基督那裡. 

 (加 3:19; 24; 4:4-5)  

會幕(約櫃) 

(出25:8,10-22;29:42-45) 

 

出埃及（預表神的救贖, (逾

越節的羊羔)在十字架完成

之拯救,神為祂的子民爭戰, 

耶和華是戰士（出15:3） 

耶和華尼西（出17:15-16） 

耶和華的戰記（民21:14） 

約書亞的立約 

 

與百姓立約（書24:19-27) 築壇獻祭(8:30) 進迦南的爭戰也看見神為

祂子民爭戰的主題. 

(書 10:14,42; 23:3;10)  

士師   神透過士師為以色列爭戰 



 

 聖約（先知） 聖殿（祭司） 聖戰（君王） 

撒母耳   以便以謝（撒上7:12） 

約拿單   撒上14:6 

大衛之約 

 

撒下 7:8-16 

大衛承襲了亞伯拉罕/雅各

之約(君王由你而出),國到

永遠,應許之地也在這時真

正得到實現. 

迎回約櫃（撒下6:17） 

立意建殿(撒 7:2-13) 

 

大衛/哥利亞（撒上

17:47） 

撒下 5:24 

所羅門 重述大衛之約 

(代下 7:14-18) 

在耶路撒冷建聖殿 

（代下 6:4-11,18-21） 

 

列王時代   猶大/以色列國淪亡 

從列王的戰史中看見神

為祂的子民爭戰,

 但當祂子民背逆

時,神就 reverse 聖戰, 

而與祂的子民爭戰, 如

猶太人被擄.  

耶利米  神揀選錫安山蓋造聖所 

（耶 7:12-15;詩 78:60-72） 

 

以西結  榮耀之靈離殿(結 10:19) 

神應許祂的榮光將再回到聖殿

(結 43:1-5)  

 

舊約結束所留下的應許及盼望 

新約 耶 31:31-34 

結 34:23-24 

結43:1-5 亞 14:4,9  

耶穌基督 太 1:1 家譜的含義 

應許的那子孫（加3:16） 

聖約與先知及那先知 

(申 18:15,18;  

約 1:21,25,45;  

徒 3:22-26) 

以馬內利 (太 1:23) 

基督的身體就是這殿 

(約 2:19-21) 

從東門進耶京,表明神榮耀之靈

回來(太 21:1-11,結 10:19) 

 

耶穌拯救者（太1:21） 

成了（約 19:30） 

敗壞魔鬼（來2:14） 

權柄歸耶穌（太28:18） 

教會 加 3:7-8, 3:29 

諸約 （弗 2:12） 

同為後嗣（弗3:6） 

林前 3:16-17 

弗 1:22-23, 2:20-22 

約壹 2:27 

誇勝（林後2:14） 

林後 10:3-5 

弗 6:10-17 

將來的國 神與子民永遠的關係 

（啟 21:3） 

啟 21:3  與主合而為一 

啟 21:22 未見有殿 

         主就那殿 

萬王之王（啟

19:11-16） 

扔入火湖（啟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