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创造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约瑟

神创造，撒但破坏，人堕落，耶和华应许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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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破坏 耶和华呼召

亚当、亚伯、以诺、挪亚

亚当：受造族类的祖先

亚伯拉罕：蒙召族类的祖先

创世记总纲



1. 12: 1-5 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吾珥去迦南，给他应许 2.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3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
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
迦南人住在那地。 7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
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2. 13：14-17 罗得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
南北观看。 15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16 我也要使
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17 你起来，
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18
亚伯兰就搬了帐棚，来到希伯仑幔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3. 15：1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
牌，必大大地赏赐你。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
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6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4. 17: 1:7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
面前作完全人， 2 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3 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
4  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5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
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  6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7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



5. 17: 9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10 你们所有的男子，
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15 神又对亚伯
拉罕说，你的妻子撒莱，不可再叫撒莱，她的名要叫撒拉。 16 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
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作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18: 10 

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
在那人后边的帐棚门口也听见了这话。

6. 21: 1-2 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
儿子。 3 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7. 22: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
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7. 25: 5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6 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
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 7 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一百七
十五岁。

以撒

1. 24：



1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2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
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 3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4作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5惟有不作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
算为义。6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 7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
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8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9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

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
10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
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 11 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
叫他作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12又作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
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13因为神应许亚伯
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14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
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15因为律法是惹动忿怒的。（或作叫人受刑的）
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 16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
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17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作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作
多国的父。 18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
的后裔将要如此。19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
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20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
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21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 22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23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24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
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25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
称义。（或作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



希伯仑

西珥山



玛哈念

以东

迦累得

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

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

那里，他带着四百人，正迎

着你来。」

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

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

群、牛群、骆驼分做两队，

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

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

(创32:6-8)



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

给他哥哥以扫：

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

在我前头过去，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创

32:13-16)

山羊 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

绵羊 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

骆驼 母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

牛 母牛40只，公牛10只

驴 母驴20匹，驴驹10匹



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

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

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

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

各在我们后边。』」

因雅各心里说：「我藉着在

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

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

纳我。」

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

雅各在队中住宿。(创

32:19-21)



那人说：「天黎明了，容

我去吧！」

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那人说：「你名叫甚么？」

他说：「我名叫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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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32:26-28)

雅各有胜过神吗？



大腿窝被神摸 人被神破碎

摩西

彼得

我能(前40年) 我不能(中40年) 神能(后40年)

保证不跌倒 三次否认主 被主恢复

人全身力量最强的地方

代表人的天然力量

或天然性情的最强点

自信、骄气被神所挫，

体认自己的天然是与神为敌，

不敢再相信自己，

不再倚靠自己的力量，

转而谦卑倚靠神，

如同野马被驯服一般。



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四百人，他就

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并且叫

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

头，拉结和约瑟在尽后头。

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

哥哥。(创33:1-3)



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

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

（El Bethel 意为：伯特利之

神）；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

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

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

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

那棵树名叫亚伦巴古（意为：

哭泣的橡树）。(创35:7-8)

示剑

伯特利

伊利伊罗伊以色列

(神，以色列的神)

伊勒伯特利

(伯特利之神)



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

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

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

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

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

名叫以色列。(创35:9-10)

示剑

伯特利



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

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

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

又有君王从你而出。

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

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

裔。」(创35:11-12)
示剑

伯特利

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

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

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

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

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

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

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

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

你。」(创28:20-22) 

启示神自己

应许后裔

应许地



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

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

甚是艰难。

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

她说：「不要怕，你又要得

一个儿子了。」

她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

候，就给她儿子起名叫便俄

尼（意为：苦难之子）；他

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

（意为：右手之子）。(创

35:16-18) 

示剑

伯特利

伯利恒 以法他



以撒共活了一百八十岁。

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

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

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

埋葬了。(创35:28-29)

示剑

伯特利

伯利恒

希伯仑 以得台



事件 约瑟 其他儿女

投奔拉班

娶利亚、拉结

流便生

约瑟生 出生

返迦南 6岁 流便12岁

底拿被玷污 (15岁) (流便、西缅、利未、底拿各21,20,19,14岁)

拉结死，便雅悯生 (15岁)

约瑟被卖 17岁 (便雅悯2岁)

以撒死 29岁

约瑟作埃及宰相 30岁

雅各下埃及 39岁 (便雅悯24岁)

流便乱伦 (16岁) (流便22岁)

雅各

77岁

84岁

85岁

91岁

97岁

(106岁)

(106岁)

108岁

120岁

121岁

130岁

(10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