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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大纲及进度表 

 
时间：(2017 年 1-6 月)      学季：成人主日学第二十二、二十三季          地点：教会 
 
教师：高路                                           科目：创世纪 
 
课程目标： 
 
 
 
 
 
课程大纲： 
 
 
 
 
 
 
 
 
 
 
 
 
 
 
 
 
 
 
 
 
 
 
 
 
 
 

 

1) 了解创世纪在圣经中的地位和意义。 
2) 了解创世纪的主题，主线，重点。清楚上帝创造的意义，和普世救恩的预备。 
3) 解决有关来源的重要问题，明白上帝创造的旨意，和最终导向的目标。 

 

                   一， 创世纪上： 
          第一课：绪论 
          第二课：上帝创造天地和男女，赋予使命成为美好（创 1-2 章） 
          第三课：人类誖逆犯罪落死亡，虽蒙救恩却陷罪恶（创 3-4 章） 
          第四课：赛特后裔蒙恩却陷罪，尽灭绝惟挪亚得救（创 5-7 章） 
          第五课：挪亚全家蒙恩脱洪水，迦南犯罪落入咒诅（创 8-9 章） 
          第六课：挪亚后裔誖逆遭赶散，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创 10-12 章） 
          第七课：亚伯拉罕与罗得分开，得麦基洗德的祝福（创 13-14 章） 
          第八课：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听撒莱生以实马里（创 15-16 章） 
          第九课：亚伯拉罕行割礼立约，神应许撒拉生以撒（创 17-18 章） 
          第十课：神灭淫乱城解救罗得，亚伯拉罕得神保守（创 19-20 章） 
          第十一课：以撒降生夏甲被驱逐，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创 21-22 章） 
          第十二课：亚伯拉罕埋葬撒拉，为以撒娶妻子利百加（创 23-24 章） 
                  二，创世纪下： 
          第一课：亚伯拉罕被葬，以扫卖长子、以撒住迦南（创 25-26 章） 
          第二课：雅各骗取祝福，蒙神显现祝福去哈兰逃避（创 27-28 章） 
          第三课：雅各遭遇拉班，服侍二十年娶利亚和拉结（创 29-30 章） 
          第四课：雅各逃离拉班蒙神保守，迎以扫与神摔跤（创 31-32 章） 
          第五课：雅各安抚以扫住示剑，底拿受辱众兄屠城（创 33-34 章） 
          第六课：神指示雅各去伯特利，以撒去世以东兴起（创 35-36 章） 
          第七课：约瑟遭兄嫉妒卖去埃及，犹大与他玛生后（创 37-38 章） 
          第八课：约瑟拒诱惑蒙冤坐牢，蒙神保守为官解梦（创 39-40 章） 
          第九课：约瑟为法老解梦作宰相，对求粮兄长设计（创 41-42 章） 
          第十课：约瑟试验兄长相认，法老容接全家下埃及（创 43-45 章） 
          第十一课：雅各家埃及避饥荒，雅各为约瑟双子祝福（创 46-48 章） 
          第十二课：雅各死前为众子祝福，约瑟留遗嘱去迦南（创 49-50 章） 
 



课本：圣经 
参考：Matthew Henry Commentary; 丁道尔圣经注释；戴维鲍森，John MacArthur。 
 
绪论： 
 

1) 学习圣经的目的：约 17:17-19 节，徒 20:29-32，提后 3:14-17 节 
2) 学习圣经的方法：徒 17:11 节，林前 14:29 节，约一 2:27 节 

 
1, 创世纪，及在圣经中的地位： 
 

1) 创世纪作者：摩西。 
2) 万物和人类的源头，人类存在的意义。 
3) 上帝的创造和人类的犯罪，人类得到救赎的应许。 
4) 上帝推动救赎，实现救恩的预备，实现万国的救恩。 

 
3, 创世纪的主题与主线： 
 

1) 主题：救恩的起头 
2) 主线： 

(1) 上帝的美好创造。 
(2) 亚当的犯罪，救恩的应许。 
(3) 人类在罪中的堕落，上帝公义的审判，救恩的继续。 
(4) 拣选亚伯拉罕设立信心之父，实现救恩真理根基的预备。 
(5) 拣选雅各的后裔设立选民的群体，实现拯救选民的预备，为救主预备。 

 
4, 特点：宣告性启示 
 

1) 启示创造的源头，三位一体的神是创造万物的源头。 
2) 启示救恩的源头，三位一体的神在创造中预设了基督的救恩。 
3) 启示建立选民的群体，预备敬虔的百姓，预备救主的降临。 

 
5, 思考问题： 
 

1) 创世纪是介绍创造的科学书卷吗？ 
2) 创世纪中人类的犯罪是上帝创造的失败吗？ 
3) 救恩的设立是补救措施吗？ 
4) 大洪水毁灭人类，在救恩的历史中有何意义？ 
5) 巴别塔事件对于非犹太人的外邦人，特别是中国人有何意义？ 
6) 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与万国的救恩有何关系？ 
7) 以色列民族的产生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吗？与万国的救恩有何关系？ 

 
 



第二课：上帝创造天地和男女，赋予使命成为美好（创 1-2 章） 
 
内容概述： 
 
        上帝起初造天堂，也造大地；起初地是空虚混沌，上帝用光分开，分开空气上下的

水，并造各样的植物、动物，成为美好。上帝造自己的形像造人，要他们生养众多，并且

与亚当用善恶树为凭证立约，为男人造了女人为妻，设立婚约成为美好。 
 
内容大纲： 
 
1)上帝创造天、地，赋予地光与暗、空气与水，并且植物、太阳月亮（创 1:1-19） 
2)上帝创造动物，照自己的形像造人，赐给治理全地的权柄，是好的（创 1:20-31） 
3)上帝第七天安息，定为圣日；尘土造人，赋予灵魂，赐果子为食物（创 2:1-9） 
4)上帝赐河流给伊甸园，赐宝物给人；用不可吃善恶树果子与人立约（创 2:10-17） 
5)上帝为男人造女人帮助他，使男人管理牲畜，并立男女圣洁的婚约（创 2:18-25）          
 
思考问题： 
 
1) 上帝创造地，为何起初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为何有日月前也称一日？ 
2) 神说要造我们的形像造人，是怎样的形像？人犯罪以后是否还有？ 
3) 上帝要人生养众多，治理这地；为何在伊甸园里面没有发生？ 
4) 上帝造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赐给果子；为何又造了生命树和善恶树？ 
5) 上帝叫亚当管理看守伊甸园，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为自己作工吗？ 
6) 亚当夏娃犯罪前赤身相对没有感到羞耻，是因为还没有羞耻心吗？ 
 
 
本课总结： 
 
        创世纪一二章是介绍上帝的创造，表达的重点是上帝乃万物的源头，起初所造的人是

好的，是按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并且上帝与亚当立约，以善恶树的果子为记号。上帝也为

男人造了女人，设立一男一女的婚约，使他的独居不好变为好。          
 
应用回响： 
 
1) 上帝按照他所说的（                 ）创造，上帝按照他所说的（               ）创造。 
2) 神的形像是神（                ）的本性，神的形像是神（                                 ）的本性。 
3) 上帝造男女是为了繁衍后代，上帝造男女是为了完成（              ）。 
4) 上帝赐人自己的形像是与人立约，上帝赐人自己的形像是要人（                 ）。 
5) 上帝造人赋予作工的（                   ），上帝造人赋予作工的（                  ）。 
6) 感到羞耻是因为人类（                   ），感到羞耻是因为人类（                  ）。 

 
 



第三课：人类誖逆犯罪落死亡，虽蒙救恩却陷罪恶（创 3-4 章） 
 
内容概述： 
 
        夏娃在伊甸园中受到蛇的诱惑犯罪，也使亚当犯罪，他们用树叶遮盖自己赤身裸体的

羞耻；上帝对蛇发出咒诅的审判，对人进行惩治，也赐下将来的救恩。该隐因为嫉妒杀死

亚伯，被上帝惩罚、也得恩典，繁衍后裔；赛特代替亚伯，延续敬虔的后裔。          
 
内容大纲： 
 
1) 蛇诱惑夏娃吃善恶树的果子，夏娃吃了、并给亚当也吃，陷入羞耻（创 3:1-7） 
2) 亚当夏娃躲避耶和华，神质问违约，亚当推责给夏娃，夏娃推给蛇（创 3:8-13） 
3) 上帝宣告对蛇的审判，对人的惩治、因犯罪付出代价，和将来救赎（创 3:14-24） 
4) 亚当夏娃生出该隐和亚伯，该隐因嫉妒杀死亚伯，受到上帝的审判（创 4:1-16） 
5) 该隐繁衍后代，立人的名，逞人的威；赛特出生，承续上帝的救恩（创 4:17-26） 
 
思考问题： 
 
1) 上帝知道蛇会诱惑夏娃，为何允许牠去诱惑，而没有出手制止？ 
2) 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眼睛得以开了，是不是好事？ 
3) 亚当夏娃犯罪的确来自蛇的诱惑，被上帝惩罚是否造成冤屈？ 
4) 上帝宣告对人赐下救赎，为何还要惩治人类，叫他们受苦？ 
5) 该隐杀死亚伯，因为上帝不喜悦他的祭物，上帝是否对该隐不公？ 
6) 该隐的后裔表现怎样的性情？赛特的后裔和他们有何区别？ 
 
本课总结： 
 
        夏娃亚当被蛇诱惑犯罪，他们因为违背了神的约而陷入罪中，因此被惩治、落入罪的

刑罚；他们也得到了上帝救恩的应许，也要拯救敬虔的后裔。该隐和亚伯代表人类的两条

线，该隐是属血气，在罪中灭亡的；亚伯是属神的，在救恩应许中得救。          
 
应用回响： 
 
1) 人得到了与上帝立约的恩典，人得到了与上帝立约的（                    ）。 
2) 人顺从神的主权可以保持圣洁，人违背神的主权必落入（                    ）。 
3) 人犯罪是因为撒旦的诱惑，人犯罪是因为自己的（                  ）。 
4) 人因为犯罪必须受苦，人（                   ）犯罪必须受苦。 
5) 该隐献祭不是（                ）心中的罪，该隐杀人是（                  ）心中的罪。 
6) 该隐的后裔是跟随人的（                ），赛特的后裔是跟随神的（                     ）。 
 
 
 



第四课：赛特后裔陷罪尽遭灭绝，惟挪亚家得救（创 5-7 章） 
 
内容概述： 
 
        亚当生了赛特，好像自己的形像，并且衍生后代；神的儿子因为爱慕和人的女子美

貌，就任意取来为妻；全地败坏。上帝决定毁灭全地，吩咐义人挪亚造方舟，使他的全家

和上帝挑选的动物得救。地发洪水 150 天，凡鼻孔有气息的活物尽都灭绝。          
 
内容大纲： 
 
1) 亚当生儿子和自己的形像相似、起名赛特，赛特延续后裔，直到挪亚（创 5:1-32） 
2) 赛特的后裔于该隐的后裔联姻，地上的罪恶很大，上帝决定毁灭全地（创 6:1-8） 
3) 义人挪亚生了三个儿子，上帝要毁灭败坏的全地，命令挪亚建造方舟（创 6:9-22） 
4) 挪亚在被上帝称为义人，要解救他的全家，所托付的动物，挪亚遵行（创 7:1-5） 
5) 挪亚家和动物进入方舟，上帝发动洪水，毁灭地上一切有气息的活物（创 7:6-24） 
 
思考问题： 
 
1) 赛特的后裔被特别的记录，而且都有年龄的记录，为何该隐后裔没有？ 
2) 赛特的后裔为何被称为神的儿子？该隐的后裔为何被称为人的女儿？ 
3) 赛特的后裔为何娶该隐后裔的女子为妻？为何以后会发生全地的败坏？ 
4) 上帝命令挪亚建造方舟，预言将要发生的洪水毁灭，挪亚因何会相信？ 
5) 挪亚被上帝称为义人、完全人，是因为他全然公义圣洁，所以得救吗？ 
6) 上帝要挪亚把要存留的动物带入方舟，动物为何可以听挪亚的吩咐？ 
 
本课总结： 
 
        赛特蒙上帝的拣选，并且回应上帝的恩典，产生敬虔的后裔。但是他们并没有守住敬

虔，因为贪恋该隐后裔女子的美貌，破坏分别为圣、和上帝所设立的圣洁婚约，落入了败

坏的里面；以致全地尽都败坏。上帝要发洪水毁灭全地，只留义人挪亚一家。          
 
应用回响： 
 
1) 蒙上帝拣选人的年日才有（               ），蒙上帝拣选人的年日才有（                ）。 
2) 被上帝拣选的是作（              ）之子，被上帝弃绝的是作（                ）之子 
3) 蒙上帝拣选的人会面临（               ），蒙上帝拣选的人会陷入（                ）。 
4) 跟随神的人能知道神的预言，跟随神的人能（                    ）神的预言。 
5) 挪亚被称为义人是因为（              ），挪亚被称为义人是因为（                 ）。 
6) 上帝的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上帝的全能（                  ）宇宙万物。 
 
 
 



第五课：挪亚全家蒙恩脱洪水，迦南犯罪落入咒诅（创 8-9 章） 
 
内容概述： 
 
        大洪水结束，挪亚献祭蒙神喜悦，上帝用彩虹与人立约，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祝福

挪亚和他的儿子们，繁衍后裔、遍满全地。挪亚做酒喝醉、赤身裸体，含看见出去告知闪

和雅弗，他们用衣服遮盖父亲，含的后裔受到挪亚的咒诅。          
 
内容大纲： 
 
1) 上帝叫洪水在地上渐落，挪亚放乌鸦和鸽子去，确定地上的水退去（创 8:1-12） 
2) 上帝吩咐挪亚放出动物，挪亚献祭给神，神喜悦、并应许不再毁灭（创 8:13-22） 
3) 上帝指示挪亚及儿子，生养众多，动物可作食物，不可吃血、杀人（创 9:1-7） 
4) 上帝与挪亚及后裔立约，不再毁灭有血肉的，设立天上彩虹为记号（创 9:8-17） 
5) 挪亚喝醉赤身，含看见不予遮盖反告知兄长们，挪亚咒诅含的后裔（创 9:18-27） 
 
思考问题： 
 
1) 上帝告诉挪亚何时发洪水，为何没告诉何时结束？还需要放乌鸦鸽子确认？ 
2) 挪亚出方舟的第一件事是献祭给神，是因为挪亚可以幸存，人类得以延续吗？ 
3) 上帝与挪亚的后裔立约不可吃血，不可杀人，这样就可以成为义人吗？ 
4) 挪亚在神眼中看为义人，为何还会喝醉，以至于赤身露体？ 
5) 挪亚为义人，为何他的后代不都是义人？是挪亚教养无方吗？ 
6) 是含对挪亚不敬，得罪了父亲，挪亚为何要咒诅迦南的后裔？ 
 
本课总结： 
 
        上帝施行洪水的审判，再一次祝福地上人、挪亚的后裔，要他们繁衍众多，并以彩虹

立约；人需要珍惜神的恩典，敬畏神、等待基督的救恩。但是含在父亲的软弱上显出自己

的罪，使自己的后裔、在誖逆的继续中落入咒诅；闪、雅弗守住敬虔，福泽后裔。           
 
应用回响： 
 
1) 神会直接告诉人是建立信心，神不直接告诉人是（                ）信心。 
2) 挪亚献祭表达得救的感恩，挪亚献祭表达（                 ）的延续。 
3) 上帝与人立约是悦纳义人，上帝与人立约是（                ）义人。 
4) 挪亚是被神（              ）的义人，挪亚是需要（                           ）的义人。 
5) 挪亚是义人延续的传承，挪亚是（               ）誖逆的见证。 
6) 誖逆会使自己离开救恩，誖逆会使后裔（                ）救恩。 
 
 
 



第六课：挪亚后裔悖逆遭赶散，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创 10-12 章） 
 
内容概述： 
 
        亚伯兰蒙神呼召去迦南地，途中跟随父家住在哈兰；父亲去世后再蒙呼召去到迦南

地，侄儿罗得随从他。在伯特利筑坛，后又迁去南地、遭遇饥荒；又逃去埃及躲避饥荒，

撒莱却被法老取去受辱；上帝降灾与法老，被送回到迦南地。          
 
内容大纲： 
 
1) 挪亚的儿子闪、雅弗、含，各有自己的后裔，各成邦国散居在各地（创 10:1-32） 
2) 地上众人为了高举人的名，建造巴别塔，被神变乱口音分散到各地（创 11:1-9） 
3) 闪的后裔他拉生亚伯兰，亚波兰娶撒莱，从吾耳去迦南途中住哈兰（创 11:10-32） 
4) 上帝在哈兰呼召亚伯兰要赐恩给他，他带罗得去迦南地，为神筑坛（创 12:1-9） 
5) 亚伯兰去埃及逃避饥荒，撒莱被法老取去，上帝拯救亚伯兰回迦南（创 12:10-20） 
 
思考问题： 
 
1) 挪亚儿子们繁衍后裔，他们是当今世界所有人的祖先吗？ 
2) 地上的人建造巴别塔，为了避免分散，是一个保持联合的良好动机吗？ 
3) 亚伯兰被神呼召去迦南，为何途中停居在哈兰？是因为不听从神吗？ 
4) 亚伯兰回应神的呼召去了迦南地，并且筑坛；为何又去了南地？ 
5) 亚伯兰为逃离饥荒去了埃及，撒莱却在法老手上受辱，神为何允许？ 
6) 神降灾于法老，法老还回撒莱，并给许多财物，去埃及是否值得？ 
 
本课总结： 
 
       亚伯兰虽然响应了上帝的呼召，但也经历了跟随神过程中的拦阻；他的父亲和家人贪

爱哈兰地的生活，使他滞留了一段时间；父亲去世后去到迦南地，因为想要去更好的地

方，去了南地；上帝降饥荒又逃去埃及，并且撒莱受辱，最后被神救回迦南地。          
 
应用回响： 
 
1) 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洪水（                 ）的人都是挪亚的后裔。 
2) 人建造巴别塔是要（                  ）作主，人建造巴别塔是不要（神）作主。 
3) 神呼召人会考察（                ）的信心，神呼召人会考虑（                 ）的拦阻。 
4) 蒙召的人会因信心愿意跟从，蒙召的人会因（                 ）陷入软弱。 
5) 信徒的敬虔会使家人受益，信徒的软弱会使家人（                ）。 
6) 属神的人信心软弱会产生损害，属神的人信心软弱会得神（                    ）。 
 
 
 



第七课：亚伯拉罕与罗得分开，得麦基洗德的祝福（创 13-14 章） 
 
内容概述： 
 
        亚伯兰和罗得财物丰富，牧人相争，亚伯兰叫罗得选地分居，他就选了上好的所多玛

平原；亚伯兰留在山地，得上帝祝福。罗得被掳，亚伯兰解救；得胜归来接受麦基洗德的

祝福，并献上十分之一；却拒绝所多玛王的财物。          
 
内容大纲： 
 
1) 亚伯兰和罗得在南地繁盛，渐渐去伯特利，因地容不下，牧人相争（创 13:1-7） 
2) 亚伯兰阻止相争，叫罗得选地；罗得选去所多玛平原，因那地肥沃（创 13:8-13） 
3) 耶和华应许亚伯兰，赐给他所见的一切地、无数后裔，他为神筑坛（创 13:14-18） 
4) 罗得在所住之城被掳，亚伯兰带人解救罗得，杀拜强大的四王联军（创 14:1-16） 
5) 亚波罗得麦基洗德的祝福，奉献十分之一给他；拒绝所多玛的礼物（创 14:17-24） 
 
思考问题： 
 
1) 亚伯兰与罗得都得到神赐的物质丰盛，却为何产生仆人占地之争？ 
2) 亚伯兰带领罗得来迦南，既是长辈、又带来神的祝福，为何给侄儿优先？ 
3) 罗得已经得到了丰富的财物，为何仍要选择更丰富的地方？ 
4) 上帝为何在罗得离开以后才给亚伯兰祝福？是因为他谦让了罗得吗？ 
5) 罗得因为贪图物质选择所多玛、并且遭难，亚伯兰为何仍冒死救他？ 
6) 亚伯兰为何敬重麦基洗德、给他十分之一，却拒绝所多玛王的财物？ 
 
 
本课总结： 
 
        亚伯兰与罗得蒙上帝祝福而物质丰富，人在财物上软弱也显露出来。亚伯兰轻看财

物，叫罗得选地；罗得选上好的所多玛平原，留亚伯兰在山地。上帝看到亚伯兰的心，赐

福给他；而罗得被掳，被亚伯兰解救。亚伯兰看中麦基洗德的祝福，印证信心。          
 
应用回响： 
 
1) 人的敬虔会得到神供应的物质，人的罪性会（               ）神供应的物质。 
2) 亚伯兰得到神赐给的今生丰富，亚伯兰专注神赐给的（                                    ）。 
3) 人会因为神赐的丰富物质蒙恩，人会因为神赐的丰富物质（               ）。 
4) 亚伯兰蒙神赐福是因为信心，亚伯兰蒙神赐福是因为（                 ）。 
5) 亚伯兰解救罗得是因为亲情，亚伯兰解救罗得是因为（                 ）。 
6) 敬重麦基洗德是（              ）属天的祝福，拒绝所多玛是（                ）地上的财富。 
 
 



第八课：上帝与亚伯兰立约，听撒莱生以实玛利（创 15-16 章） 
 
内容概述： 
 
        神应许赐给亚伯兰繁多的后裔，应许由他而出；并且应许赐迦南地给他的后裔为业，

与他立约。撒莱因为十年没有怀孕，叫亚伯兰娶使女夏甲为妾。夏甲怀孕轻看撒莱，被赶

逐出去，又被神的使者救回，叫他顺服，并赐恩给以实玛利。          
 
内容大纲： 
 
1) 神应许赐亚伯兰后裔，亚伯兰无子以为是仆人，神应许必由他而出（创 15:1-6） 
2) 神应许要赐迦南地给亚伯兰为业，吩咐亚伯兰以劈开动物立约为证（创 15:7-11） 
3) 神在日落的时候降惊人的大黑暗，对他说出应许，并以火烧过祭物（创 15:12-21） 
4) 亚伯兰听从撒莱，叫使女夏甲怀孕，夏甲轻看撒莱，被她苦待逃离（创 16:1-6） 
5) 神的使者在旷野向夏甲显现，指示她回去顺服主母，应许以实玛利（创 16:7-16） 
 
思考问题： 
 
1) 神更正亚伯兰以为仆人为后裔，必须由他而生，是因为保持血缘吗？ 
2) 亚伯拉罕因为相信上帝的应许，就被神算为义，是否太过容易称义？ 
3) 神预言亚伯兰的后裔要寄居为奴四百年，对已经死去的他有何意义？ 
4) 上帝要带亚伯拉罕的后裔回迦南地，为何要等亚摩利人罪孽满盈？ 
5) 撒莱要亚伯兰娶使女为妾生子，亚伯兰为何会听从她？ 
6) 夏甲生的以实玛利成为以色列人世代仇敌，神为何容许这事发生？ 
 
本课总结： 
 
        上帝应许亚伯兰的后裔繁多，并确定是从他自己而出的；并且应许迦南地给他的后裔

为业，立约坚固他。但是撒莱十年没有怀孕，因为信心软弱就以为要透过夏甲生子；结果

自己受辱，也要苦待夏甲。上帝怜悯夏甲，也恩待亚伯兰的儿子以实玛利。          
 
应用回响： 
 
1) 亚伯兰的后裔来自他的肉身，亚伯兰的后裔来自他的（                    ）。 
2) 信心需要经历神而得建立，信心需要顺从神而得（                      ）。 
3) 神应许的后裔是肉身的生命，神应许的后裔是（                  ）的生命。 
4) 亚摩利的罪孽是灭亡的工价，亚摩利的罪孽是选民的（                     ）。 
5) 神拖延时间是为了建立信心，神拖延时间为了（                   ）信心。 
6) 人的错误会产生恶果，神的全能会产生（                       ）。 
 
 
 



第九课：亚伯拉罕行割礼立约，神应许撒拉生以撒（创 17-18 章） 
 
内容概述： 
 
        上帝向亚伯兰显现，改名为亚伯拉罕，立割礼的约；撒莱改名为撒拉，应许生以撒，

责备她的不信。上帝要毁灭所多玛，亚伯拉罕六次求情到十个义人，上帝应允。          
 
内容大纲： 
 
1) 亚伯兰九十九岁神显现，要他作完全人、多国的父，改名亚伯拉罕（创 17:1-8） 
2) 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守割礼的约，无论家里生的、银子买的都要（创 17:9-14） 
3) 神改撒莱为撒拉，要生儿子以撒，顾念以实玛利，亚伯拉罕都遵行（创 17:15-27） 
4) 神向亚伯拉罕和撒拉显现，应许撒拉明年生儿子，责备撒拉的不信（创 18:1-15） 
5) 神要灭绝罪恶的所多玛城，并告诉亚伯拉罕，他六次为所多玛求情（创 18:16-33） 
 
思考问题： 
 
1) 上帝应许亚伯兰作多国的父，为何还要为他改名叫亚伯拉罕？ 
2) 亚伯拉罕已经蒙神悦纳，是一个义人，为何还要他作完全人？ 
3) 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受割礼是永远的约，为何外邦信徒可以不要？ 
4) 亚伯拉罕听见撒拉生儿子的应许嬉笑，是对神的应许感到不可能吗？ 
5) 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为何有三位？后来的两位为何又叫作天使？ 
6) 所多玛淫乱、罪大恶极，亚伯拉罕为何还为这样的城多次求情？ 
7) 上帝答应会因为有十个义人不灭所多玛，是义人能免罪人的恶吗？ 
 
本课总结：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作多国的父，要作完全人作救恩的见证，并成就对万人的永恒救

恩，应许以撒推动救恩。上帝与亚伯拉罕立割礼的约，以肉体的记号实现心耳的割礼，责

备撒拉信心的不足。亚伯拉罕为所多玛求情，展现义人的生命，和多国之父的心。          
 
应用回响： 
 
1) 得到神所赐的名字是得到（                ），得到神所赐的名字是得到（                  ）。 
2) 蒙神悦纳是被神（                       ）的人，蒙神悦纳是被神（                        ）的人。 
3) 神所设立的割礼是肉身的割礼，神所设立的割礼是（                  ）的割礼。 
4) 基督徒清楚知道人的不能，基督徒清楚知道神的（                     ）。 
5) 天使是为上帝（                  ）的使者，天使是为上帝（                   ）的使者。 
6) 义人的生命是自己追求圣洁，义人的生命是（                    ）祈求恩典。 
7) 罪人可以因义人认识有罪，罪人可以因义人认识（                     ）。 
 
 



第十课：神灭淫乱城解救罗得，亚伯拉罕得神保守（创 19-20 章） 
 
内容概述： 
 
        天使进入所多玛，罗得接待他们，众人要攻击他们；天使救罗得全家离开，神降火毁

灭，罗得女儿从父得子。亚伯拉罕遭遇亚比米勒，因害怕失去撒拉，上帝出手解救。           
 
内容大纲： 
 
1) 两个天使到所多玛得到罗得接待，众人欲攻击天使，并威胁罗得（创 19:1-11） 
2) 天使将罗得和妻子女儿救出所多玛，神降火焚城，其妻回头丧命（创 19:12-29） 
3) 罗得女儿将他灌醉，要透过他得后代，生出了摩押和亚扪的祖先（创 19:30-38） 
4) 亚伯拉罕在基拉尔称撒拉为妹，被亚比米勒取去，被神警告灭绝（创 20:1-7） 
5) 亚比米勒和众臣仆惧怕，归还撒拉，并送礼物赔罪，神解除惩治（创 20:8-18） 
 
思考问题： 
 
1) 天使进入所多玛，为何罗得可以认出他们的身份不凡？ 
2) 所多玛众人要攻击天使，罗得为何要献出自己的两个女儿？ 
3) 天使告诉罗得耶和华要毁灭这个城，罗得为何会延迟不走？ 
4) 罗得的妻子只是回头看了一眼，为何会变成盐柱而丧命？ 
5) 罗得的女儿为何没有一般的伦理标准，要透过父亲得后代？ 
6) 亚伯拉罕之前软弱称妻子是妹子、被法老取去，这次为何又如此？ 
7) 亚比米勒对神声称自己心正手洁，难道他是和亚伯拉罕一样的义人吗？ 
 
本课总结： 
 
         上帝因怜悯拯救软弱的义人罗得离开所多玛，降火毁灭那个地方，彰显上帝的公

义，洁净那个地方，为将来的选民作预备。亚伯拉罕在基拉尔又陷软弱，撒拉被亚比米勒

王取去；上帝出手警告，撒拉得以归回，为生以撒作预备。          
 
应用回响： 
 
1) 义人可以对罪恶敏感，义人可以对（                      ）敏感。 
2) 义人因为公义会解救人，义人因为软弱会（                      ）人。 
3) 义人因为敬虔被上帝拯救，义人因为软弱被（                                          ）。 
4) 被神的救恩带领会逃离灭亡，被世界的物质吸引会（                     ）灭亡。 
5) 义人在罪恶地方或许能守住底线，义人在罪恶地方难免会（                                 ）。 
6) 走义人的路可以建立信心，走义人的路难免遭遇（                    ）。 
7) 世人会在某件事上显出义，义人是在整个（                     ）上显出义。 
 
 



第十一课：以撒降生夏甲被驱逐，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创 21-22 章） 
 
内容概述： 
 
        撒拉生了以撒，亚伯拉罕为他行割礼；以实玛利戏笑以撒，撒拉要求亚伯拉罕将其逐

出，他忧愁、得神肯定遵行。亚比米勒与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献以撒，经受住了神的

试验，并得到神对他后裔的应许。          
 
内容大纲： 
 
1) 撒拉怀孕、照神说的日期生以撒，亚伯拉罕照神吩咐起名、行割礼（创 21:1-8） 
2) 以实玛利戏笑以撒，撒拉要亚伯拉罕将其赶出，神允许并给予保护（创 21:9-21） 
3) 亚比米勒和军长见亚伯拉罕凡事得神保佑，为保护子孙、与他立约（创 21:22-34） 
4) 神试验亚伯拉罕，要他献以撒为祭，他顺从神，带以撒去摩利亚山（创 22:1-8） 
5) 亚伯拉罕要献以撒为祭，神阻止、并预备公羊，悦纳祝福亚伯拉罕（创 22:9-24） 
 
思考问题： 
 
1) 亚伯拉罕和撒拉能清楚知道神说的日期、儿子的名字，现代信徒是否很难？ 
2) 撒拉要把丈夫的亲生儿子赶走，亚伯拉罕感觉痛苦，上帝却为何允许？ 
3) 亚伯米勒和军长看见亚伯拉罕蒙神祝福就与他立约，他们是因为敬神吗？ 
4) 上帝为何要透过献以撒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上帝不是监察人心的神吗？ 
5) 亚伯拉罕真的要献以撒为祭，是落入宗教的狂热？或者失去基本良知了吗？ 
6) 上帝再次祝福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只是重复以前的话，意义何在？ 
 
本课总结： 
 
        上帝按照所应许的成就，撒拉生了以撒；同时也推进应许的实现，透过以实玛利操练

亚伯拉罕胜过情感的信心，相信神的主权和恩典；透过献以撒操练胜过情感、胜过人眼的

判断，相信神的大能，是真正赐生命的神；从而真正承受神的应许。    
 
应用回响： 
 
1) 神的旨意显明给（                ）的人，神的旨意显明给（                ）的人。 
2) 义人信心失败难免有（                 ），义人信心失败仍有（                        ）。 
3) 世人畏惧神是有关（               ）得失，世人畏惧神是无关（               ）得失。 
4) 上帝对人试炼为了（               ）信心，上帝对人试炼为了（               ）信心。 
5) 真正的信心超越人的（               ），真正的信心超越人的（               ）。 
6) 上帝的应许赐给拣选的人，上帝的应许赐给（                ）的人。 
 
 
 



第十二课：亚伯拉罕埋葬撒拉，为以撒娶妻子利百加（创 23-24 章） 
 
内容概述： 
 
       撒拉死在迦南地，亚伯拉罕买地，把她葬在希伯伦。亚伯拉罕吩咐仆人为以撒娶妻，

不可娶迦南女子，不可带他离开迦南地，要去他的本族去娶。仆人祷告神，遇见利百加，

并且娶回给以撒为妻，以撒满得安慰。          
 
内容大纲： 
 
1) 撒拉一百二十七岁死在迦南地，亚伯拉罕向赫人埋地，脏在希伯伦（创 23:1-20） 
2) 亚伯拉罕要为以撒娶妻，吩咐仆人去本族为他娶妻，要求仆人起誓（创 24:1-9） 
3) 仆人带足财物，祷告耶和华为以撒预备，遇见彼土利的女儿利百加（创 24:10-49） 
4) 彼土利和儿子拉班答应婚事，想多留利百加，仆人坚持得立刻启程（创 24:50-59） 
5) 以撒在南地祷告，看见仆人带利百加回来，娶她为妻，爱她得安慰（创 24:62-67） 
 
思考问题： 
 
1) 撒拉是旧约中惟一被记录寿数的女性，她因何得以如此？ 
2) 赫人本来要送地给亚伯拉罕，他为何要坚持出钱买？是不领情吗？ 
3) 亚伯拉罕要老仆为以撒娶妻，为何吩咐绝对不可以娶迦南女子？ 
4) 仆人透过祷告印证遇见了利百加，这样的方式是否可以通用？ 
5) 拉班要求多留利百加几日，为何仆人坚持尽快回去？ 
6) 以撒是一个喜欢祷告的人，为何有了利百加才得安慰？ 
 
本课总结： 
 
        撒拉死去，她的年日得神的纪念，亚伯拉罕为她哀哭；他带着神的应许把撒拉脏在迦

南地，并且用钱买来。他为以撒娶妻，与迦南人清楚地分别，他的仆人在神的带领下完成

了使命，将利百加带回来；以撒娶她为妻、爱她，也得到妻子来的温柔体贴。         
 
应用回响： 
 
1) 旧约的女性归属丈夫的约，旧约的女性归属（                    ）的约。 
2) 接受世人的馈赠益于暂时，接受世人的（                   ）益于长远。 
3) 分别为圣的原则有传承的需要，分别为圣的原则有（                    ）需要。 
4) 信徒可以求神赐（                 ）为印记，信徒更要求神赐（                    ）为印记。 
5) 遵行神的旨意不可以随便，遵行神的旨意不可以（                   ）。 
6) 信徒在地上有来自神的安慰，信徒在地上有来自（                  ）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