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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sis 创世记 
ESL Bible Study –September 23, 2020 

Lesson 1 – In the beginning…  起初 

Vocabulary for today: 

1. genesis (noun) /ˈdʒen.ə.sɪs/ – the beginning or origin; the time when something came into existence   

                                                起初；创始；起源 

                           Genesis 《创世记》（《圣经》首卷） 

2. formless (adjective) /ˈfɔːrm.ləs/ – without clear shape or structure    没有形状的；虚渺的 

                经文：Now the earth was formless and empty, 地是空虚混沌 

3. to hover (verb) /ˈhʌv·ər/ – to stay in the air in one place    盘旋；翱翔；徘徊 

               经文：the Spirit of God was hovering over the waters.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Name and Purpose 书名与意图 

创世记是圣经第一本书的书名，是摩西五经的第一卷。希伯来语圣经中，本书以其第一个字命名：“起

初”。“创世记”是一个意思为“起源”的希腊语词汇，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圣经的第一本书给

予我们关于宇宙与人类起源的信息，详细记录了罪的起源及其严重后果这悲惨的一幕。创世记同样记录

了神充满慈爱的工作——解决罪所造成的危害，起始于祂给予人类救主的应许。创世记以最大的篇幅

（第 12章至第 50 章）记录了神的特殊子民以色列人的起源。 

  

这部讲述诸多起源的重要典籍绝非一部通常的古代史，创世记这本书的特定目标在于追溯神的救赎行

动。创世记是神宏伟救赎行动（被称为救赎历史）的第一篇章。了解创世记如何描述神的救赎工作是极

为有趣与有益的，这一切不是通过制定神学的理论，而是通过人的传记。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些人的生

命中通过祂的律法、祂的爱在工作。 

 

Author 作者 

创世记中没有直接提到其作者并不意味着它“佚名”。 

  

圣经没有将创世记作为单独的一本书。最初的希伯来人把创世记及其后面的四本书当作一个整体看待，

将这五本书合称为“摩西律法（Torah）”。“Torah”（通常译为“律法”）意为“指导”、“教

导”。“摩西律法”一般也被称为“摩西五经”。古代犹太人团体常常称摩西五经为完全的律法书。 

 

摩西是圣经前五本书的作者。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beginning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time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existence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clear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shape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structure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sta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air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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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结构 

创世记一书结构独特，摩西规整素材将整本书分为十个部分，每部分以“某某的报告”命名。这十篇报

告就是缩微历史，为我们讲解神最初如何建立信徒之家，十篇报告中的九篇用人名来命名，第一篇讲天

地的创造（2：4）。每一篇报告都没有告诉我们所列人和事的起头，而是后续的历史，永远指向神伟大

的救恩计划。下面是十篇报告的概要。 

  

一、创造天地的报告（2：4－4：26）讲解了当罪恶侵入神的完美创造后所发生的事。 

  

二、亚当的报告（5：1－6：8）追溯了从亚当到挪亚——神应许的那位弥赛亚的祖先。 

  

三、挪亚的报告（6：9－9：29）给出令人敬畏的双重信息。神在降洪水毁灭方舟外一切生物的同时又

充满慈爱地通过挪亚一家保全了弥赛亚的家族谱系。 

  

四、挪亚子孙的报告（10：1－11：9）通过追踪挪亚的三个儿子散布于不同的国家，说不同的语言，

重点强调了人类的统一。 

  

五、闪的报告（11：10－26）给出弥赛亚的祖先，自闪的后裔缩小至亚伯拉罕之父他拉的后裔。 

  

前五篇报告追溯了上古世界神早期的救赎工作，后五篇报告记述了神在众先祖当中的救赎工作。 

  

六、他拉的报告（(11：27－25：11）是长篇报告之一，几乎占整本创世记四分之一的篇幅，记载了人

类背弃福音以后（6：5－7；11：1－9），信实的神如何为这些有罪的被造物拟定一个充满慈爱的新程

序，祂选择他拉家族的亚伯兰作为祂特殊国度以色列国的祖先。神呼召亚伯兰离开偶像崇拜盛行的文

化，教导他完全信靠神的应许，通过这个信心，亚伯兰成为“信徒之父”。 

  

七、以实玛利的报告（25：12－18）是摩西十篇报告中最短的一篇，因为以实玛利（亚伯拉罕与使女

的儿子）的后裔不是被神拣选的的一支，而是旧约历史中神救赎恩典的旁支，这六节经文记载了神如何

保守诺言让以实玛利成为“十二个族长之父”。神信守祂所有的诺言。 

  

八、以撒的报告（(25：19－35：29）记录的是弥赛亚的应许通过亚伯拉罕的后两代人得以传承。 

  

九、以扫的报告（36：1－37：1）也是一篇旁支的报告，首先记录了以扫家族的发展，而后是以色列

的南邻——以东人的发展。 

  

十、雅各的报告（37：2－50：26）是摩西十篇报告的最后一篇也是最长的一篇报告，记录了雅各的十

二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如何成长壮大为七十人的大家庭，一起迁往埃及。 

 

  

我们看到在早期历史中神给人类的恩典，摩西将他的素材分为不对等的两大部分： 

前十一章讲述了创世之初神对人的救赎——先是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以及他们子孙，而后是挪亚一

家。  

后三十九章讲述的是神对众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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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sis 1:1-5 The beginning 起初 

Genesis 1:1-2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2 Now the earth was formless and empty, 

darkness was over the sur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was hovering over the waters. 

创世记 1:1-2  起初，神创造天地。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Genesis 1:3-5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4 God saw that the light was good, and 

he separated the light from the darkness. 5 God called the light “day,” and the darkness he called “night.” And 

there was evening, and there was morning—the first day. 

创世记 1:3-5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4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

“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 Discuss（讨论） 

1.  Can you find a reference to the Trinity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in the first two verses? 

   你可以在前两节经文中找到对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的描述吗？ 

 
 
 

2.  Describe the original world as it was immediately after God created it. Define each of the words Moses uses 

to describe it. 

   描述一下神创造后的最初的原始世界。解释摩西用来描述它的每个词汇。 
 
 
 
 

3.  What did God create on the first day? 

  上帝在第一天创造了什么？ 
 
 
 
 

✓ Apply 应用 

4.  God says that everything he created was good (seven times in this first chapter of Genesis). What does this 

show about him? How is this part of his nature important for us? 

 神说他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创世记第一章中提到了七次）。这显示了神的什么本性？神本性的这一

部分对我们有何重要意义？ 

 
 

 

 

主祷文： 
Our Father in heaven, hallowed be your name, your kingdom come,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n 

heaven.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 Forgive us our sins, as we forgive those who sin against us.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For 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are yours now 

and forever. Am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

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

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