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大家 
請先閱讀Genesis Ch. 1-11 



舊  約  綜  覽 

Most of the notes taken from  
Fort Bend Community Church 



•  圣经作者
–  66卷 (39;27) 
– 约40位
– 君王, 王子, 省长, 先知, 祭司, 文
士, 税吏, 医生, 牧人, 渔夫, 制帐
篷者. 

•  文字
旧约: 

•  希伯莱文/亚兰文
•  希腊文(?)

新约: 

•  希腊文



正典的形成 

•  「正典」一詞在原文的意思是「量度的竿」，後來喻為「標準」，尤其
是真理的準則或模範。 

•  舊約聖經的寫作時間歷經近一千年完成（約主前1400至400年），其成
書大約由至少三十位不同的作者，有一部分書卷作者不詳。 

•  大部分的舊約原文是用希伯來文寫成，少部分是用亞蘭文（如以斯拉、
耶利米、但以理書）。 

•  一本書的成為正典全在乎該書有無神的默示及作者是否有先知（神的代
言人）的資格或條件。 

•  根據猶太遺傳，在以斯拉的時代，猶太人組織大公會，文士以斯拉受權
將舊約的書卷收集及組織起來。這些書卷在完成之後即被當時屬神的
人認定具有神的權威，因此在它們被納入正典前，已有正典的資格了。 

•  正典內容的分類: 律法書，先知書，聖卷。現在通用的聖經分類法是根
據七十士譯本(200 -100 BC)的順序與結構。 



舊約  
39 

先知書  
17 

詩歌智慧書  
5 

歷史書  
17 

摩西五經 
 5 

以色列歷史  
12 

大先知書  
5 

小先知書  
12 

舊約書卷分類 



舊 約 聖 經   --以類別歸納                      

歷史類 訓誨類 預言類 
17 5 17 

律法書 

5 

歷史書 

12 

詩 歌 

2 

智慧書 

3 

先知書 
大先知書 

5 
小先知書 

12 
創世記 
出埃及記 
利未記 
民數記 
申命記 

約書亞記 
士師記 
路得記 
撒母耳記 

(上 下) 
列王記 
(上 下) 
歷代誌 
(上 下) 
以斯拉記 
尼希米記 
以斯帖記 

詩 篇 
雅 歌 

約伯記 
箴 言 
傳道書 

以賽亞書 
耶利米書 
耶利米哀歌 
以西結書 
但以理書 

何西阿書 
約珥書 
阿摩司書 
俄巴底亞書 
約拿書 
彌迦書 
那鴻書 
哈巴谷書 
西番雅書 
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 
瑪拉基書 

*參考陳希曾牧師著作”毗斯迦山” 



上古時期 
創世至巴別塔 

族長時期 
亞伯拉罕至約瑟 
(亞伯拉罕之約) 

摩西時期 
出埃及至進迦南前 

(巴勒斯坦之約) 

4000-2166B.C 2166-1805B.C. 1527-1406B.C. 

摩  西  五  經  :  創  出  利  民  申 
鞏固時期 

約書亞至士師時期 
聯 合 王 國 

掃羅  大衛  所羅門 
(大衛之約) 

分 裂 王 國 
北: 耶羅波安 至 何細亞 
南: 羅波安 至 希西家 

1406-1050B.C. 1050-931B.C. 931-722B.C. 

十 二本歷史書:  書  士  得  撒(上 下)  王(上 下)   代(上 下) 
剩 餘 王 國 

南: 希西家 至  西底家 
(新約) 

被 擄 時 期 
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 

至伯沙撒 

回 歸 時 期 
波斯王古列 
至亞達薛西王 

722-586B.C 606-536B.C. 
586-516B.C. 

536-425B.C. 

王(上 下) 代(上 下)                                                拉         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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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的信息 

•  神與人的約﹕ 
 亞伯拉罕之約 (創12:2-5; 17:2-8) 
 摩西之約 (出19:5-6;24:6-8) 
 大衛之約 (撒下7:9-16) 

•  神的救贖與彌賽亞的預言。 



約  的  特  質 
立約者: 

神主動的賜予 
*耶和華在異象中  有話對亞伯蘭說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 
  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2:8-9) 

繼承人: 
蒙召之人 

(以色列人 承受救恩之人) 

*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 
           賜那尋求他的人。(來11:6) 
*道德的順服:凡遵守主道的，愛神的心在他裏面實在是完全的，從此我們知道，我 
                       們是在主裏面。(約一2:5) 
*禮儀的順服:舊約的禮儀(如會幕的敬拜等)在新約成就時 許多的儀式便已廢止 但 
                      因信稱義仍是聖裡的記號. 
*你們在他裏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肉體情慾的割 
  禮。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他一同復活，都因信那叫他從死裏復 
  活神的功用。 (西2:11-12) 

生效: 
立約者死亡時 恩慈的賞賜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煙的爐並燒著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當那日，耶和華與 
  亞伯蘭立約(創15:17-18) 
*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太26:28) 
*因為他只一次將自己獻上，就把這事成全了。(來7:27b) 

產業:  
永遠的救恩 神與人的復和 

*土地  後裔  王位  赦罪之恩 
*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神 



伊甸园之约 經文: 創1:28-29; 2:17 
*治理全地 
*敬畏神, 尊主为大 

亚当之約 經文: 创 3:15,19 
*救赎 (林前 15:45;21) (罗5:12,14) 
*代价  

挪亚之 約 經文: 创 9:9-13; 6:18 
*永恒的爱

亞伯拉罕之約 經文: 創12:1-7, 13:13-17 ,15:1-21 ,17:1-14 ,22:15-18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塵沙那樣多 
*你的後裔將要如眾星 
*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 
*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 

舊約中 ”約”共出現285次   於五經中80次   於歷史書70次  
於大小先知書75次   其餘著作60次 



西乃之約 經文: 出 19:4-6; 申 5:1-3 
*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子民 
*十戒

巴勒斯坦之約 經文: 申30:3-5 
*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 
*耶和華你的神必領你進入你列祖所得的地 

大  衛  之  約 經文: 撒下7:11-16 
*耶和華應必為你建立家室 
*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太 1:1; 罗马书 1:3 
新       約 經文: 耶31:31-40 

*律法寫在心上                 *我要作他們神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 
*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 

太 26:28; 路 22:20; 来 8:8 



舊約世界





創世記(一) 早期歷史
1-11 章



創世記簡易分段 

•  四件事 (1-11章)﹕ 
   創造、墮落、洪水、巴別塔。

•  四個人物 (12-50章)﹕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



神 的 創 造 人 類 的 墮 落 

挪 亞 的 方 舟 巴 別 塔 下 的 分 散 

 上    古 
    時   期 



六日創造的平行對照結構(1:1-31) 
混    沌 

日期 / 創造的項目 
空     虛      

日期 / 創造的項目 
第一天  光與暗分別 第四天  日月星辰管黑夜白晝 
第二天  海洋與天空 第五天  魚類雀鳥充滿海洋天空 
第三天  豐饒的土地 第六天  地上的活物走獸及人類 

 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創1:1-2)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 
       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  



創造 - 宇宙的形成  (1:1-2:25) 

1. 造光，分開光與
暗。

2. 造空氣，分水為
上、下。

3. 分開地和海，造
植物。

4. 造日、月。

5. 造水中的動物、
空中的飛鳥。

6. 造地上的動物、
造人類。

7. 安息日。



創造 – 人的被造 (2:4-25) 

•  2:7 耶和華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
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

•  2:16-17 耶和華　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
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亞當之約)。 

•  2:22 耶和華　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
人，領他到那人跟前。 

•  2:24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
體。



                                 神奇妙創造的特質 
a.  是”神說”,不是”神話””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 

(創1:1-3) 
b.  有晚上，有早晨 (1:3, 8, 13, 19, 23,31) 
    *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 
      這是頭一日。(創1:5) 
c.  事就這樣成了(1:7,9,11,1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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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1:24) 
d.  神看為美好且祝福(1:10, 18, 21, 22, 25, 31) 
     *事就這樣成了。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六日。(創1:30b-31) 
e.  各從其類 (1:11, 12, 21x2, 24,25) 
     * 於是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各從其類；(創1:12) 



神的話語 夏娃的詮釋 蛇的挑釁 
*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園 
 中各樣樹上的果子， 
 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 
 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 
 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 
 死！」(2:16-17) 
*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 
 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 
 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 
 物。(2:9a)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 
 並不羞恥。(2:25) 

*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 
  子，我們可以吃，惟有園當中 
  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 
『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 
  得你們死。』」(3:3)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 
  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 
  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 
 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3:6) 
*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 
  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 
  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 
  子。(3:7) 

*蛇對女人說：「神豈 
   是真說，不許你們 
   吃園中所有樹上的 
   果子嗎？」(3:1b) 
*蛇對女人說：「你們 
   不一定死；因為神 
   知道，你們吃的日 
   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們便如神能知 
   道善惡。」(3:4-5) 



人的墮落 (3:1-6:10)  

•  3:1 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
上的果子麼? 

•  3:7 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
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

•  3:14-15 耶和華　神對蛇說：你既作了這事，就必受咒
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
吃土。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
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
傷他的腳跟。 (伊甸之約) 

•  該隱殺害亞伯。



*有一日，該隱拿地裏的出產為供物
獻給耶和華，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
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耶和華看中
了亞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 
該隱和他的供物，該隱就大大地發
怒，變了臉色。(4:3-5) 

*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話；二人正在  
 田間。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把 
 他殺了。耶和華對該隱說：「你兄 
 弟亞伯在哪裏？」他說：「我不知 
 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 
 (4:9-10) 

*耶和華對他說：「凡殺該隱的，必  
 遭報七倍！」耶和華就給該隱立一 
 個記號，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他。 
 (4:15) 



挪亞與方舟

•  5:32 挪亞五百歲生了閃、含、雅弗。
•  6:5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
思想的盡都是惡。

•  6:9 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
全人，挪亞與　神同行。 

•  6:18 我卻要與你立約，你同你的妻，與
兒子、兒婦，都要進入方舟。



 中國字的奇妙

船 = 舟 + 八口
義 = 羊 + 我



450 英呎 (137 米) 長, 75英呎 (23米) 寬, 45英呎 (14米) 高

方舟的尺寸



挪亞與方舟

•  方舟的排水量相當於43,000噸，有三層，容
納了約176,000種生物。

•  7:11-12 當挪亞六百歲，二月十七日那一天，
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天上的窗戶，也
敞開了。 四十晝夜降大雨在地上。

•  挪亞一家在方舟內共377天。



Replica of Noah’s Ark in Schagen, 
Netherlands (1/2 long, 1/3 wide) 



 The  Woodpecker Might have to go!  





洪水 (神對人的審判)  



洪水之後，立虹為記



  你要用歌斐木造一隻方舟，分一間  
  一間地造，裏外抹上松香。方舟的 
  造法乃是 :這樣：要長三百肘，寬 
  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邊要留 
  透光處，高一肘；方舟的門要開在 
  旁邊；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層。  
  (創6:14-16) 

當挪亞六百歲，二月十七
日那一天，大淵的泉源都
裂開了，天上的窗戶也敞
開了，四十晝夜降大雨在
地上。(創7:11-12) 

 耶和華對挪亞說：「你
和你的全家都要進入方舟，
因為在這世代中，我見你
在我面前是義人。凡潔淨
的畜類，你要帶七公七母，
不潔淨的畜類，你要帶一
公一母； 
          空中的飛鳥也要帶七公七母，可以留種，
活在全地上；因為再過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
四十晝夜，把我所造的各種活物，都從地上除
滅。(7:1-4) 



挪亞之約

‧ 9:8 神曉諭挪亞和他的兒子說:  
‧ 9:9 我與你們和你們的後裔立約。 
‧ 9:10 並與你們這裏的一切活物，就是飛鳥、牲畜、走
獸，凡從方舟裏出來的活物立約。 

‧ 9:11 我與你們立約，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滅絕，
也不再有洪水毀壞地了。 

‧ 9:12 神說，我與你們，並你們這裏的各樣活物所立的
永約，是有記號的。

‧  9:13 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可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
了。 

‧ 9:14 我使雲彩蓋地的時候，必有虹現在雲彩中。 



11:1  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 
11:2  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裏。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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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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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 
11:7 我們下去，在那裏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 
11:8 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裏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11:9 因為耶和華在那裏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  
        城名叫巴別.(創11:4-9) 



巴別塔



巴別塔

•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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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9 因為耶和華在那裏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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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人而來的聚集 從神而來的聚集 
事 
工 

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作
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當石
頭，又拿石漆當灰泥 (創11:3) 

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
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 
不再學習戰事 (彌4:3) 

立 
銘 

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頂通天 (創11:4a)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
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
流歸這山 (彌4:1) 

言
語 

為要傳揚我們的名 (創11:4b) 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
必出於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國的民中
施行審判，為遠方強盛的國斷定是非 
(彌4:2b-3a) 

標
竿 

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創11:4c) *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我  
 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  
 (彌4:2a) 
*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  
  樹下，無人驚嚇。(彌4:4) 

結
局 

從人而來的聚集是巴別塔的驕傲 從神而來的聚集是彌賽亞國度的榮耀 



舊約簡介 

9-18-2011 



舊約的信息 

 神與人的約﹕ 
 亞伯拉罕之約 (創12:2-5; 17:2-8) 
 摩西之約 (出19:5-6;24:6-8) 
 大衛之約 (撒下7:9-16) 

 神的救贖與彌賽亞的預言。 



舊約世界



創世記簡易分段 

 四件事 (1-11章)﹕ 
   創造、墮落、洪水、巴別塔。

 四個人物 (12-50章)﹕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



創世記(二) 亞伯拉罕、以撒
12-27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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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之約

  12:1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你要離開本地、本族、
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12:2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
的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12:3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那咒詛你的，
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亞伯拉罕的旅程



信心開啟時期 (Ch.12-14)

 在埃及的失敗 – 因妻子貌美而撒謊。
 與羅得分離所表現的信心

  13:8 亞伯蘭就對羅得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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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弟兄〕

  13:9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麼．請你離開我、你向左、我就向右、
你向右、我就向左。

 羅得被擄。
 拯救羅得 。
 麥基洗德的祝福 (14:17-20)。



麥基洗德

 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14:18)。
 亞伯蘭獻所得的十分之一給他 (14:20)。
 希伯來書 7:1-3 

  7:1 這麥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　神的祭司，本是長遠為
祭司的。他當亞伯拉罕殺敗諸王回來的時候，就迎接他，給他祝福。 

  7:2 亞伯拉罕也將自己所得來的，取十分之一給他。他頭一個名翻
出來，就是仁義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7:3 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乃是與　神的
兒子相似。 

 預表基督。



信心成熟時期 (Ch.15-21)

1.  立約 (15章) – 預言在埃及為奴四百年。
2.  娶夏甲，生以實瑪利 (16章) 
3.  九十九歲那年 (17章)：立約、易名、應許生以撒，行割禮。

–  17:3 亞伯蘭俯伏在地，　神又對他說： 
17:4 我與你立約，你要作多國的父。 
17:5 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
立你作多國的父。 
17:6 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 
17:7 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
要作你和你後裔的　神。 
17:8 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永遠為業。我也必作他們的　神。 

4.  天使來訪 (18章) – 亞伯拉罕為所多瑪祈求。
5.  滅所多瑪、蛾摩拉 (19章) – 羅得的兩個女兒從他生了兒子，即摩

押與亞捫的始祖。

6.  與亞比米勒 (20章) – 一過二犯。
7.  生以撒，逐夏甲、以實瑪利 (21章)。



亞伯拉罕的旅程



信心高峯時期 (Ch.22-25)

1.  最大的試驗 — 獻以撒 (22章) 
希伯來書 11:17-19 
  11:17 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
獻上；這便是那歡喜領受應許的，將自己獨生的
兒子獻上。 
11:18 論到這兒子曾有話說：『從以撒生的才要
稱為你的後裔．』  
11:19 他以為　神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他也彷
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 

2.  撒拉卒 (23章) -亞伯拉罕138歲。
3.  為以撒娶妻 (24章) 
4.  娶基土拉、壽終 (175歲) (25:1-11) 



亞伯拉罕獻以撒



亞伯拉罕的後代

 從夏甲所生的以實瑪利的子孫住在北阿拉伯。
 從基土拉所生的六子成為六個阿拉伯的族長，
散住在巴勒斯坦的南部和東部。

 從撒拉所生的以撒的兒子以掃是以東人的祖先，
雅各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神七次向亞伯拉罕的顯現 
  12:1，哈蘭，蒙召和應許，順服的試驗 
  12:7，示劍，繼續蒙召和應許，順服的試驗 
  13:14，伯特利，繼續蒙召和應許，價值觀的試驗 
  15:1，希伯崙，再次領受應許，愛心和得地的試驗 
  17:1，希伯崙，割禮之約，後裔的試驗 
  18:1，幔利，再次領受後裔的應許，代求的試驗 
  22:1，別是巴，獻以撒，最嚴厲的信心試驗 



亞伯拉罕 — 信心之父

  創世記 15:6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羅馬書 4:3  
  經上說甚麼呢？說：『亞伯拉罕信　神，這就算為他的
義。』  

  加拉太書 3:6-9 
  3:6正如『亞伯拉罕信　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3:7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3:8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
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  
3:9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

  雅各書 2:23 
  這就應驗經上所說：『亞伯拉罕信　神，這就算為他的
義。』他又得稱為　神的朋友。



我们… 

 在我们的成长中，有长久等待，常存盼望的
经历？ 



以撒的生平
(25-27章) 

  四十歲娶利百加
  24:67以撒便領利百加進了他母親撒拉的帳棚，娶
了他為妻，並且愛他。以撒自從他母親不在了，
這才得了安慰。 

  六十歲，以掃、雅各生 (25:19-26) - 在腹中彼此
相爭。

  以掃賣長子的名份 (25:27-34) 
  25:31 雅各說：你今日把長子的名分賣給我吧。 

25:32 以掃說：我將要死、這長子的名分於我有甚麼益
處呢。 
25:33 雅各說：你今日對我起誓吧。以掃就對他起了誓，
把長子的名分賣給雅各。 
25:34 於是雅各將餅和紅豆湯給了以掃，以掃吃了喝了，
便起來走了，這就是以掃輕看了他長子的名分。 



以撒的生平
(25-27章) 

 與父親亞伯拉罕犯同樣的錯 (26:6-22) 
 神的祝福與他同在 (26:23-33) 
 雅各欺父，得到祝福

  27:27 他就上前與父親親嘴，他父親一聞他衣服
上的香氣，就給他祝福，說：我兒的香氣如同
耶和華賜福之田地的香氣一樣。 
27:28 願　神賜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
並許多五穀新酒。 
27:29 願多民事奉你，多國跪拜你，願你作你
弟兄的主，你母親的兒子向你跪拜，。凡咒詛
你的，願他受咒詛，為你祝福的，願他蒙福。 

   參 羅馬書 9:11-13



以掃的背逆

 創世記
  26:34 以掃四十歲的時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兒猶滴，
與赫人以倫的女兒巴實抹為妻。 
26:35 他們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裏愁煩。 

  28:8 以掃就曉得他父親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 
28:9 便往以實瑪利那裏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瑪
哈拉為妻。他是亞伯拉罕兒子以實瑪利的女兒，尼拜約
的妹子。

 希伯來書
  12:16 恐怕有淫亂的，有貪戀世俗如以掃的。他因一點
食物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賣了。 
12:17 後來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棄絕，雖然號哭
切求，卻得不著門路，使他父親的心意回轉，這是你們
知道的。



温順的以撒：應許之子

 四位族長中，是記載最平淡的一位，但平淡中，顯
出他的遷就、忍耐與信靠神的美德。

 一生居住在南部的迦南地。
 得年180歲（比亞伯拉罕長壽）。 
 亚伯拉罕：创先性的信心，adventurous faith 
 以撒：忍耐持久的信心，patient, persistent faith 
 雅各：restless 的信心



名字和年齡 
 Abram: exalted father (Gen 17:5) 
 Abraham: father of many (Gen 17:5) 
 Sarah: princess (Gen 17:15) 
  Ishmael: God hears (Gen 16:11) 
  Isaac: he laughs (Gen 21:3) 
 Esau: hairy (Gen 25:25) 
  Jacob: he grasps the heel (figuratively, he 

deceives) (Gen 25:26) 
 Abraham: 2165-1990 B.C.; Isaac: 2065-1885 

B.C.; Jacob: 2005-1858 B.C.; Josef: 
1914-1804 B.C.  





創世記——神的主权——创造历史与救赎  
Ⅰ上古史 (一～十一) 由创造至种族的开始  
四件重要的事实   
创造(1-2章)—神藉自然界的创造显其主权：神永恒的先决权 
堕落(3-5章)—神藉对人类的试验显其主权：神道德的权柄 
洪水(6-9章)—神藉着历史的审判显其主权：神执法的严厉 
巴别(10:1-11:26)—神藉着种族的分布显其主权：神统管的至尊 

Ⅱ 先祖史 (十二～五十) 以色列民族的揀選 
四个重要的人物 
亚伯拉罕(2166-1991B.C.) —神拣选的主权：超自然的呼召 
以撒(2066-1886B.C.) —神拣选的主权：超自然的诞生 
以色列（雅各）(2006-1859B.C.) —神拣选的主权：超自然的看顾 
约瑟(1915-1805B.C.) —神拣选的主权：超自然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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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扫失长子名分 
　　 以扫轻看长子名分（25:29-34）：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
将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二十五27-34）。这就是以扫轻看了
他长子的名分。 

犹太人的长子可得四种福分： 

 得父亲的祝福（参27章）； 

 得着家业的权柄（参撒上20:29）； 

 得双份家产（申21:15-17）； 

 得为全家祭司的尊职（撒上20:29）。  











母 亲 儿 子 名 意 

利 亚 

流 便 看见："耶和华看见" 
西 缅 听见："耶和华听见" 
利 未 联合："我的丈夫必与我联合" 
犹 大 赞美："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辟 拉 
但 伸冤："神伸了我的冤" 

拿弗他利 相争："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 

悉 帕 
迦 得 万幸："万幸" 
亚 设 有福："我是有福的" 

利 亚 
以萨迦 价值："神给了我价值" 
西布伦 同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 

拉 结 

约 瑟 增添："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 

便雅悯 

拉结在临终前给他起名叫便俄尼（“我伤痛的儿
子”之意），但雅各改为便雅悯（"我右手的儿
子"之意）。 









那人说、你的名 
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因 
为你与　神与人 
较力、都得了胜。
(32:28)  









雅各所立的几根石柱──代表他一生的里程碑 
一．在伯特利最先立的石柱(28:18-22)──见证他见到了神，但还
不大认识神，而以自我为中心，和神作买卖式的许愿 

二．在基列山上所立的石柱(31:23，43-49)──见证经历了神的看
顾，承认自己若非神的保护，就不能平安无事 

三．在伯特利再立石柱，又在柱子上奠酒(35:9-15)──见证神不只
是他的神，且是神家(教会)的神；他不再自私，甚至愿意将他
自己也浇奠在其上(参腓2:17) 

四．在往伯利恆的路旁，为拉结立了一根石柱，作为墓碑
(35:16-20)──见证他天然生命的情感、爱好、拣选，到此作
一个结束(因拉结原係他最心爱的妻子) 





约瑟(Joseph)生平 
　　约瑟是雅各与拉结所生，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的名
意是“增添”（30:24），因拉结在雅各在受尽耻辱后她生了约
瑟，希望再增添一个儿子，也希望这个儿子能为家族增添祝福。
后来约瑟果然做了埃及的宰相，救了以色列全家与全埃及的人。  
　　约瑟与哥哥们一起牧羊，后遭兄弟们的嫉恨，十七岁时被
卖到埃及。 约瑟三十岁开始治理埃及全国（41:46），并在埃
及地结婚（41:45），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玛拿西，小
儿子名为以法莲（41:50-52）。 约瑟一生的年岁是一百一十
岁，死在埃及地。约瑟的骸骨在以色列民出埃及时被带出，后
被安葬在示剑。 



约瑟被卖（37:1-36）  
约瑟遭害起因：雅各的偏心，约瑟的天真，兄长的妒嫉。 
1．约瑟在家不受兄长们的欢迎（37:1-44） 
　①雅各过于爱约瑟，为他“作了一件彩衣”。②约瑟的诚实无伪， 

“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 
2．约瑟的两个异梦（37:5-11）  
　①第一个梦：预示当“饥荒遍满天下”（41:56）时，他的哥哥们向
他求粮，“脸伏于地，向他下拜。”（42:6下）     

　②第二个梦：预示约瑟将被高举 ，更表示雅各全家都是有权柄的。 
3．约瑟遭兄长们的阴谋陷害（37:12-28） 
　约瑟心地善良，顺服父命，“去追赶他哥哥们”（17中）。  
　约瑟的哥哥们远远地看见“做梦的来了” 就“同谋要害死他”（18下），
长子流便阻拦，真心“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
亲。”（22下）。四子犹大出点子把约瑟卖掉，保全了约瑟的性
命。当然约瑟的命运是在神的保护和计划中。    

　约瑟被以二十舍客勒银子卖给以实玛利人（25-36），后被转卖给
埃及护卫长波提乏家为奴。 

　雅各遭到儿子们的欺骗（29-35），再食欺骗之果。  







在波提乏家为奴（1-6） 在狱中为囚（21-23） 

耶和华与他同在（2下、3上）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21上、23
中） 

他就百事顺利（2下） 他所作的尽都顺利（23下） 

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4上） 他在司狱眼前蒙恩（21下） 

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
手中（6上） 

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
约瑟的手下（22上） 

波提乏……除了自己所吃的饭，
别的事一概不知（6中） 

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
察（23上） 





















雅各又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47:9中），雅各一生
的道路确实非常坎坷，他的苦表现在七个方面： 

A．为逃避兄长以扫报复，远离父母家园（28:10-17）； 

B．为娶表妹拉结，在舅父家共服侍二十年（参31:41）； 

C．女儿底拿被奸污（34:1-2）；  
D．爱妻拉结早亡故（35:16-20）； 

E．长子流便及四子犹大有意与无意地乱伦（35:22；
38:12-26）； 

F．痛失爱子约瑟（37:29-35）； 

G．终身寄居异乡（28-49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