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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概論-摩西五經 第三堂-創世記中的人物 

一、由創世記的人物認識神的旨意 

(一一一一) 亞伯亞伯亞伯亞伯————————雖然死了仍舊說話雖然死了仍舊說話雖然死了仍舊說話雖然死了仍舊說話 

來 11:4 亞伯因著信獻祭與 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就是 

神指他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 

創 4:1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生了該隱、〔就是得的意思〕

便說、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2 又生了該隱的兄弟亞伯。亞伯是牧羊的．

該隱是種地的。 

創 4:3 有一日、該隱拿地裏的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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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

物．該隱就大大的發怒、變了臉色。 

創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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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23:35 叫世上所流義人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從義人亞伯的血起、直到你們在殿和

壇中間所殺的巴拉加的兒子撒迦利亞的血為止。 

1.  雖然死了仍舊說話——他是一個得著復活憑據的人 

2.  他是第一個看見啟示而以羔羊為他一切的人 

—是他的生命、他的工作、他的人生意義、他的盼望寄託、他追求的目標 

3.  他是第一個因信獻祭的人——更美的祭物 

(1) 他站在墮落罪人的地位，而活在神的神聖光中 

(2) 以羔羊為祭——靠著寶血才能因信得了稱義的見證 

(3) 因著耶穌而來到神面前 

4.  他是第一個因信稱義的人——神驗中了他的祭物 

(1) 羔羊是他的生命，這是何等美麗的羔羊生命——從未說到一句話 

(2) 生活—追求—蒙神悅納—直到該隱起來打他、殺他，沒有留下一點聲音 

5.  他是第一個得神為他作見證的人 

 
(二二二二) 以諾以諾以諾以諾————————與神同行與神同行與神同行與神同行 

創 5:21 以諾活到六十五歲、生了瑪土撒拉。22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 神同行三百

年．並且生兒養女。23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24以諾與 神同行、 神將

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猶 14 亞當的七世孫以諾、曾豫言這些人說、看哪、主帶著他的千萬聖者降臨、 

來 11:5 以諾因著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人也找不著他、因為 神已經把他接去了．

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經得了 神喜悅他的明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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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諾與神同行的原因 

(1) 當以諾在 65歲時，生了一個兒子——那時神給他一個啟示 

    —神的審判在一定的時刻必定臨到這個世界。瑪土撒拉—到他死的時候，那件事必要

發生，969 歲—活得最長得一個人，他死的時候，洪水的審判就來了，毀滅當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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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更看見了主再來的榮耀異象——看哪！主帶著祂千萬聖者降臨 

2.  偉大的與神同行的生命 

(1) 同行三百年生兒養女，就在最真實的生活中與神同行 

(2) 所有屬靈的人一定是一個與神同行的人，但他是第一個見證人 

(3) 長期與神同行——最深的認識，最親密的朋友，最像神的伴侶 

3.  神喜悅他，把他取去——第一個被提的見證人，人也找不著他了 

 
(三三三三) 挪亞挪亞挪亞挪亞————————住在基督裏住在基督裏住在基督裏住在基督裏 

來 11:7 挪亞因著信、既蒙 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豫備了一隻方舟、使

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 

彼後 2:5 神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卻保護了傳義道的

挪亞一家八口． 

創 6:12 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13神就對挪

亞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

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14你要用歌斐木造一隻方舟、分一間一間的造、裏

外抹上松香。15方舟的造法乃是這樣、要長三百肘、寬五十肘、高三十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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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 你和你的妻子、兒子、兒婦、都可以出方舟。17在你那裏凡有血肉的活物、就

是飛鳥、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蟲、都要帶出來、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

大大興旺。18於是挪亞和他的妻子、兒子、兒婦、都出來了。19一切走獸、昆

蟲、飛鳥、和地上所有的動物、各從其類、也都出了方舟。20挪亞為耶和華築

了一座壇、拿各類潔淨的牲畜、飛鳥、獻在壇上為燔祭。 

太 24:37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38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喫喝嫁

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39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

臨也要這樣。 

1.  挪亞的日子與人子的日子 

(1) 偉大的見證人——挪亞 

—作見證、傳義道的人；與屬靈生命有關—住在基督裏；與迎接、預備主的再來有關 

(2) 挪亞的時代 

—是人竭力追求物質享受的時代—又吃又喝；又買又賣；又耕種又蓋造—是一個商業行為

高度發達的時代；又娶又嫁——看起來十分正常平安穩妥的時代；是一個罪惡掌權的

時代, 神審判臨到 

2.  造方舟又傳義道 

(1) 造方舟——極力追求建立屬靈的神聖生命——「住在基督裏」 

(2) 傳義道——極力向沉淪的罪人傳福音 

3.  「住在基督裏」的見證人 

(1) 透光處——看見天、看見光、看見主，而與主交通，吸取主的豐盛 

(2) 住在主裏面——改變我們的生命 

(3) 勝過世界、死亡與審判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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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優越的生命和優越的記號——烏鴉與鴿子 

(1) 烏鴉的生命—到處可以找到死亡, 停留在世界裏 

創 8:7 放出一隻烏鴉去、那烏鴉飛來飛去、直到地上的水都乾了。 

(2) 鴿子的生命 

—找不著落腳之地—這世界到處是死亡, 找不到停留安息的地方, 必定回到主裏面；叼著

一個新擰下來的橄欖葉子—聖靈的記號與新生命的記號 

創 8:8 他又放出一隻鴿子去、要看看水從地上退了沒有。9 但遍地上都是水、鴿子找

不著落腳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亞那裏、挪亞伸手把鴿子接進方舟來。 

5. 美麗的虹的記號——神是信實的記號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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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把虹

放在雲彩中、這就可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了。 

 

二、由創世記的列祖認識神的旨意（十二至五十章） 

(一一一一) 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信心的見證人信心的見證人信心的見證人信心的見證人 

(一) 第一個看見異象而蒙召的人 

來 11:8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

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裏去。9 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

住帳棚、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10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

城、就是 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1. 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 

 (1) 榮耀的神向他顯現—他已從這一個世界和世界一切事物中出去了 

 (2) 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他屬靈生命開始的第一步，成為他一生的目標 

 (3) 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裏去—只有一個固定的方向——屬天家鄉 

2. 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 

 (1) 第一個客旅寄居者—在這世界為客旅——往榮耀目標的行走者 

 (2) 第一個住帳棚的人—不在地上扎根，隨時可以遵命行動；客旅的記號 

 (3) 第一個築祭壇的人—絕對屬於神、滿足神、榮耀神——從十架到聖城的路 

3. 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看見神獨一的異象，終極的目的 
 

(二) 因信稱義 

創 15:5 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能數得過來麼．又對他說、

你的後裔將要如此。6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 

羅 4:3 經上說甚麼呢．說、『亞伯拉罕信 神、這就算為他的義。』4 作工的得工

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5 惟有不作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 神、他的

信就算為義。 

羅 4:16 所以人得為後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屬乎恩．叫應許定然歸給一切後裔．不但歸

給那屬乎律法的、也歸給那效法亞伯拉罕之信的。17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

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 神、他在主面前作我們世人的父．如經上所記、『我

已經立你作多國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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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信獻以撒 (創 22:1-18) 

創 22:1 這些事以後、神要試驗亞伯拉罕、就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裏。2
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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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論到這兒子曾有話說、『從以撒生的纔要稱為你的

後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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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 以撒以撒以撒以撒————承受的生命承受的生命承受的生命承受的生命 

加 3:16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 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

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來 11:20 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 

1. 承受神兒子的永遠生命 
 (1) 從天上生，這一個生命已經承受了天上一切福分 

 (2) 神生命一切豐滿都在這一個永遠生命裏面 

 (3) 歡笑、喜樂滿溢 

2. 承受父家一切產業——代表以撒的經歷 

創 21:10 就對亞伯拉罕說、你把這使女、和他兒子趕出去、因為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

我的兒子以撒、一同承受產業。 

加 4:30 然而經上是怎麼說的呢．是說、『把使女和他兒子趕出去．因為使女的兒子、

不可與自主婦人的兒子一同承受產業。』 

創 25:5 亞伯拉罕將一切所有的都給了以撒。 

3. 承受聖靈活水泉源 

創 26:18 當他父親亞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亞伯拉罕死後塞住了、

以撒就重新挖出來、仍照他父親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 

 (1) 埃色泉源—爭競的泉源 

 (2) 西提拿泉源—為敵的泉源 

 (3) 利河伯泉源—寬闊的泉源 

 (4) 別是巴泉源—立約的泉源 

 (5) 示巴泉源—起誓的泉源 

 

(三三三三) 雅各雅各雅各雅各————雕刻的生命雕刻的生命雕刻的生命雕刻的生命 

來 11:21 雅各因著信、臨死的時候、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各自祝福、扶著杖頭敬拜 神。 

1. 雅各(意即抓住和欺騙)是一個非常摻雜的人 

(1) 天然生命的強勁和屬靈生命的強勁—要長子名分，要屬靈的祝福 

(2) 神在他身上兩條線的工作—對付他的天然生命，滿足他的屬靈生命，在他一生路上，
充滿了啟示和經歷(明顯突出的兩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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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巴旦亞蘭曠野的異象—伯特利(神的家)的偉大啟示 

創 28:10 雅各出了別是巴向哈蘭走去。11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裏住

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石頭、枕在頭下、在那裏躺臥睡了。12夢見一個梯子

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 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13耶和華站

在梯子以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 神、也是以撒的 神、我要將

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創 28:19 他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 神殿的意思〕。 

3. 毗努伊勒的經歷—生命的更換—從雅各變成以色列 

創 32:24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個人來和他摔跤、直到黎明。25那人見自己勝不過他、

就將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窩、正在摔跤的時候就扭了。 

創 32:28 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 神與人較力、都得了

勝。(以色列-在神面前為君王，與神一同治理) 

創 32:30 雅各便給那地方起名叫毘努伊勒。〔就是 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說、我面對面

見了 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4. 神剝奪的手繼續在雅各身上工作 

創 47:9 雅各對法老說、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一百三十歲、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

不及我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 

 
(四四四四) 約瑟約瑟約瑟約瑟————像子并掌權的生命像子并掌權的生命像子并掌權的生命像子并掌權的生命 

創 49:22 約瑟是多結果子的樹枝、是泉旁多結果的枝子、他的枝條探出牆外。23弓箭手

將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24但他的弓仍舊堅硬、他的手健壯敏捷．這是

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25你父親的 神、必幫

助你、那全能者、必將天上所有的福、地裏所藏的福、以及生產乳養的福、都

賜給你。26你父親所祝的福、勝過我祖先所祝的福、如永世的山嶺、至極的邊

界、這些福必降在約瑟的頭上、臨到那與弟兄迥別之人的頂上。 

1. 像子的生命是神手的工作，是神手的傑作 

詩 105:17 在他們以先打發一個人去‧約瑟被賣為奴僕。18人用腳鐐傷他的腳‧他被鐵鍊

捆拘。19耶和華的話試煉他、直等到他所說的應驗了。20王打發人把他解開、

就是治理眾民的、把他釋放‧21立他作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22使他

隨意捆綁他的臣宰、將智慧教導他的長老。 

創 50:20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

就今日的光景． 
 

2. 雅各與約瑟的榮耀結局—為骸骨留下遺命 

來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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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頭是復活的表號，肉身死在地上所預表的世界裏，卻要復活在迦南所預表的榮耀

的基督裏。 

 

作業三：請選一位摩西五經中的人物，在最後一堂課中作心得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