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天主教聖經學院·聖經普及課程
創世紀大綱
I 創世紀的內容與結構
1. 文學結構
A 根源歷史(1-11)
B 聖祖的故事(12-50)
2. 神學結構
A 主軸
原始傳統：1-11
1:1-2:3

導言

2:4-6:8

洪水前
洪水後

6:9-11:26

聖祖傳統：12-50
11:27-20:17; 25:1-34

亞巴郎

21:1-24:67; 26:1-27:46
28:1-37:1-38:30

依撒格

雅各伯故事

若瑟故事

39:1-50:26
B 許諾

1:28 天主向人許諾把大地交給人治理和管治
8:2

天主向諾厄許諾不再以洪水滅世(天主與諾厄訂立盟約)

15:1-21; 17:1-27 天主向亞巴郎許諾賜予土地和後裔(天主與亞巴郎訂立盟)
(關鍵時刻的許諾：13:14-17; 15:5-15; 17:2-8; 18:10-14; 22:15-18)
3. 神人關係的結構
A 3:1-24
9:1-29

個人受誘惑
團體受誘惑(文明好壞相剋)

B 3:6-50:18 天主召叫亞巴郎回應人的墮落
C

50:19 若瑟故事的結束：顯示以色列人與天主的正確關係

4. 教理結構
A 至上的召叫(亞當)
B 擁抱(亞巴郎)
C 衝突(雅各伯)
D 隱蔽(若瑟)
II 創世紀敘述中的結構元素
A 族譜(2:4; 5:1; 6:9;10:1; 11:10; 11:27; 25:12; 25:27; 36:1[9];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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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格式
名單＋敘述：5:1; 10:1; 11:10; 25:12; 36:1(9)
導言＋重要敘述：2:4; 6:9; 11:27; 25:27; 37:2
族譜在聖祖故事中的功能：界定地區，辨別土地的擁有人、家族和部族(支
派)及成員的名單。
羅特的後裔是摩阿布人和阿孟人

19:1-38

依市瑪耳的後代大概是日後阿拉伯人

25:12-18

B 神的講話：12:1-3; 13:14-17; 26:2-5; 28:10-22; 31:3; 46:1-5a; 50:24-25
天主召叫亞巴郎，透過他照顧以色列民和祝福宇宙及人類，展開

12:1-3

天主對以民的「神聖項目」(詳情見於創、出、肋、戶、申)
28:13-15

上主天主在梯子上說：
「我是上主，你父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

的天主。我要將你所躺的地方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你的後裔要多得如地上
的灰塵；你要向東西南北擴展，地上的萬民都要因你和你的後裔蒙受祝福。
看我與你同在；你不論到那裏，我必護佑你，領你回到此地。」
上主對雅各伯說：
「你回到你的家鄉和你的出生地，我必與你同在。」

31:3

創世紀的編寫

III

是在五書的編輯的框架內：創世紀：世界的根源和民族的根源；出谷紀/戶籍紀：以
色列的歷史；肋未紀：以色列的祭祀；申命紀：以色列的法典。
1. 編輯源起：
A 編下 36:22-23
B 厄上 1:1-4
C 厄上 7:12-26
2. 目的
A 編纂一份波斯帝國核准的猶大省憲法
B 確定以色列人的身分：天主創造、共同聖祖、共同承受天主的土地許諾
IV
A

編寫創世紀的神學意義
根源歷史(1-11)
第一個創造故事：1:1-2:3
1:1

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
這是個整個敘述的標題

1:2

描述前創造(pre-creation)的狀況：混沌、空虛＝無生命；深淵＝死人之
地；黑暗＝人與天主分離(見詠 88:7,13,19)；大水＝混亂；風＝象徵天
主的力量在水面出現，暗示大水不能對天主弔進的生命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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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說：有光!就有了光

1:3

詠 104:2：(上主)身披光明，好像外氅，展開蒼天<好似棚帳
光＝上主的外氅
光＝生命(若 1:4)
天主見光好，就將光與黑暗分開。這可能暗示：混沌、空虛依然存在，

1:4

不過情況已受控制。至於黑暗，天主把光與黑暗分開，稱之為夜，而
光則稱為晝。
第二天和第三天，天主造了空間。第四天天主制定了時間。從第一至第三天
天主的創造工作是分開的工作；第一至第四天，一個適合生物生存、並可
以持續生存的環境已形成。
從第二至第六天，天主以主體的身分，創造：穹蒼、兩大光體、星宿、水中的生物和
空中的飛鳥和各種野獸、牲畜等生物。在第六天天主按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天主按自己的
肖像造了人，造了他們男的和女的。這裏所用的意指創造的希伯來字含有天主分享祂的生
命的涵義。到了第七天，天主造物的工程已完，成就在第七天烋息。天主祝聖了第七天，
定為聖日。這表示在創造完成之後，天主依依然臨在祂的創造之中。
第一個創造故事的三項特點：
「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1:26)
(1) 天主以議決多數創造人：
(2) 天主不是各按其類，而是按祂自己的肖像造人
(3) 天主祝福人(1:28)和第七日(2:3)
天主祝福他們說：
「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
各種在地上爬行的生物」
生育和繁殖不是天主給人的使命而是祝福；治理和管理並不含有用武力的意思。
第二個創造敘述：2:4-25
2:4

直譯：這是天地受造的世代，可能這表示天地受造的各階段：

2:5

最初，地上沒有灌木、沒有生出蔬菜、上主天主還沒有使雨降在地上。

2:7

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鼻孔內吹了一口生氣，使他成
為有靈的生物。

2:8,9,15

天主在伊甸園東部種植了一個園子，種了好看好吃的果樹。生命

樹和知善惡樹在園的中央。天主將人置於園內叫他耕種。
2:19,20

天主用塵土造了和種生物，叫人給牠們起名字，但人沒有找到一個與

他相稱的助手。
2:21,22

天主使人熟睡，取了他一根肋骨，形成了一個女人。

這個創造故事主要表達天主為人造了一個適合生存和居住的環境，又從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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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骨中取出了一個相稱的助手；表示這肋手是與他的關係親密的伴侶，暗示婚
姻關係；暗示創造的最後階段是：人在天主為他造的適合生存的環境中，生育
繁殖克盡天主交給他的責任。

罪：對宇宙和人的損害和破壞(3:1-4:26; 6:1-4)
個人的罪(3:1-13)
上主天主給人下令說：
「園中各種樹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知

2:16-17

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那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
。
－ 要人服從的禁令或法律的用意是為保護人的生命，因為所禁止的行為對人
的生命造成威脅。
－人不服從法律其中一種原因是受不住外在或外在的誘惑(3:4,5,6)
罪的後果：破壞天主在創造界設定的關係和秩序。厄娃違反天主的命令的後果是：破壞人
與天主、人與人、人與大自然的關係。
－ 人所受的懲罰是：被逐出生存條件非常好的伊甸園，此後要在惡劣的環境
生活。
－ 天主為他們做了件皮衣，給他們穿上；暗示天主的仁慈與寛恕仍然留在他們
身上
兄弟之間的爭鬥(4:1-16)
－ 故事的主旨：不在於解釋為甚麼加音的祭獻不被天主接納?
解釋：人不能面對工作或事業失敗的後果
－ 天主對加音殺弟的懲罰非常嚴厲(4:11)流離失所，表示他失去與天主保持的
親密關係(見不到天主的面)，天主依然保護，他給他一個記號，宣佈凡殺他
的人要受七倍的懲罰。
團體的罪：人干犯和破壞天主和宇由的秩序(6:1-8; 11:1-9)
6:1-4

天主的兒子娶人的女兒。天主的兒子指敬畏天主的合特的子孫；人的

女兒是指加音不敬畏天主的子女。
創 9,11 描述人類的文明使人驕傲、迷信甚至崇拜自己的才能。
11:1-9 巴貝耳塔喻意人要和天主比高的意圖。
天主的應對(6-9)
天主處理人的罪惡的第一個選擇：懲罰
6:5-8

天主看見人在地上的罪惡重大，天天思念的無非是邪惡，後悔造了人，

心中很是悲痛。天主從自己的角度看宇宙被人破壞。
6:11-8:12

天主決定以洪水滅世；但保全唯一的義人諾厄，和一些特選的

創世紀 (19 September 2018)

4

香港天主教聖經學院·聖經普及課程
潔淨的生物。
天主處理人的罪惡的第二個選擇：再創造
8:13-9:29

洪水發生後，天主再次後悔，從心裏說：我再不為人的緣故咒

罵大地，因為人心的思念自小就邪惡，我再也不照我所作的打擊一切生物了，
只願大地存在之日，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循環不息。
天主從人類的角度看罪惡，接受了人的本性。因此祂改變自己，決定無條
地愛人，決定再創造。
天主處理人的罪的第三個選擇：盟約
2:16-17; 3:3; 9:8-17

天主祝福人類，並主動和人類及所有生物立約，以彩

虹作為標記，提醒自己對人類的許諾。
天主與人類及宇宙的關係：
洪水前：人犯罪，天主心痛後悔，懲罰。
洪水後：人犯罪，天主再創造，立盟約
聖祖的故事(12-50

V

整個聖祖故事，由天主在關鍵的時刻，對各位聖祖的講話聯繫起來：
12:1-3
13:14-17
26:2-5
28:13-15

天主召叫亞巴郎。敘述的目的：亞巴郎是被充軍者的祖先。
對亞巴郎有關土地與後裔的許諾，在他與羅特分道揚鑣之後
天主向依撒格重複對巴郎的許諾
雅各伯在貝特耳的神視

31:3 上主對雅各伯說：你回到你的家鄉和你的出生地…
46:1-5a 雅各伯前往埃及之前，天主對雅各伯說：我與你一同下到埃及，也必使你再上來。
1.

亞巴郎(11:27-25:11)
整個有關亞巴郎的敘述是由一些獨立的記述和短篇敘述組成的。其中包括一些最古
老的文本，例如：亞巴郎與羅特的故事(13, 18-19 章)；兩個哈加爾被逐的的版本
(16:1-14; 21:8-20)；一些亞巴郎移居革辣爾的傳統(21:22-34)。
亞巴郎的故事是圍繞着一個核心問題組織起來的：誰是天主許諾的繼承人?
在敘述中有一承繼人的表：羅特(創 13)、厄里厄則(創 15)、依市瑪爾(創 16, 21)。但
他們這些人都在依撒格出生後被刪除了。依撒格承繼了客納罕地(創 21:1-7; 參閱
15:1-6, 17; 18:1-15)。
亞巴郎出生於近南客納罕區域、埃及(12:10-20)和培肋舎特有接觸(創 20-21 章)，也
在赫貝龍和離沙漠不遠的貝爾舎巴住過。
創 14,15 章可能包含一些古老的元素，但從它現在的面貌可知，這是經過一段頗長
的編輯過程，表示這文本相當遲才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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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14 亞巴郎戰勝五王，接受了撒冷王默基瑟德至高者天主的司祭的祝福。
創 15 上主與亞巴郎立約，強調亞巴郎的信德，較接近申命紀的盟約思想，與創 17
章強調天主無條件及主動地與亞巴郎立約的思想不同。

創 12:1-3
一向以來都認創 12:1-4a 是最古老的文本。現代學者根據文本分析，發現這段經文
是屬於充軍期或後充軍期的，現在學者對文本有不同的解讀：
12:1-3 最初是一個獨立的文本被加插於此，其實是干擾了亞巴郎的父親特辣黑家族
移民的時間表(11:31)，在 2:5 中見到他們的行程繼續進行，向着目的地客納罕地出
發。可見 12:1-3 這個上主的神諭，主要不是要表示，亞巴郎受召前往一個不知名的
地方；而是旨在顯示：亞巴郎是一個被充軍的民族的祖先。那些被充軍的猶太人(大;
部分是王族、政府精英、經師、長老和司祭家)從被反充軍之地回到耶路撒冷，要使
仍留守故土的、他們的同胞，接受他們從波斯王居魯士所得的授權是合法的。
12:1-4a 藉加插祖先亞巴郎服從上主的命令，給予亞巴郎的移民，一個神學的解釋。
因此，充軍者被視為亞巴郎的精神嗣子，因為他們也和亞巴郎一樣，回應了上主的
召叫，從巴比倫回來。這是以色列子民，不斷從自己的傳統中，尋找生活與希望的
例子。
12:1-3 上接創 1-11 章，表示：至此天主依然照顧宇宙，照顧以色列子民和賜給他們
的土地。
12:1-3 除了顯示上主向亞巴郎的許諾和對亞巴郎及世界的祝福之外，更要藉天主召
的召叫，給予以色列人一紙出生證明書。
2.

依撒格(25:12-26:35)
依撒格的故事主要見於創 26 章。這是一個獨立的文本。被編於兩個文本：創 25:27-34
與 創 27 之間。創 25:27-34 是豆羮片段，創 27 章是雅各伯盜取長子的名分和祝福
的片段。是有關依撒格的兩個兒子厄撒烏和雅和伯衝突的故事。
創 26 章記述一連串在革辣爾區發生的民族衝突事件。顯示以民的祖先定居客納罕也
不是易事。
革辣爾是亞巴郎向阿彼默肋客訛稱妻子撒辣是他妹妹的地方。同樣的事件，也在同
一地方，也發生在依撒格身上。重複這個敘述，可能要顯示兩位聖祖的關係。同時
也顯示，以色列這個民族的形成和延續，一直有天主的手在背後工作。
創 24 章有關依撒格的婚姻。祖先的婚姻的意義，可見於厄上 9-10 章。厄斯德拉堅
持，以民必須和異族妻子解除婚約。以色列的男女，不得與當地人民：客納罕人、
希威人、培黎齊人、耶步斯人通婚，以保持這個民族的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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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撒格在創世紀的功能，就是使他的後裔，擁有土地的權利合法化。依撒格是唯一
一個生於許地的聖祖。他一生住在許地，死後也長埋在此。這止是上主明確阻止他
前往埃及的原因。26:2-5 天主向依撒格重申祂對亞巴郎的許諾：土地和無數後裔。
整個依撒格故事旨在顯示：亞巴郎的天主和以依撒格的天主的連繫性和延續性。

3.

雅各伯(25:19-36:43)
雅各伯敘述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在納入創世紀之前，這也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單元。
雅各伯敘述的原始核心與亞巴郎故事並不相連；當故事在 33,35 章結束時也見不到
若瑟故事的伏筆。
雅各伯故事的組織，比亞巴郎故事更嚴密，讀者很容易辨認故事中的幾個單元：兩
個雅各伯與扼撒烏競爭的單元(25:27-34「這可能是較遲的編輯的敘述單元」
；
27:1-45)、貝特耳的神視(28:10-12)、雅各伯與舅父/岳父拉班的衝突(29:1-32:1)；重
返客納罕地(32-33; 35:1-8,16-20)
貝特耳神中較古老的部分：28:10-12,16-19。整個神視(28:10-22)包括天主向雅各伯顯
示自己是「你父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
，強調聖祖之間的延續性，也包括土
地和數不清的後裔的許諾。新加入的元素是：
「要領你回此地」
。暗示以色列人將來
要出離埃及，重返客納罕的事件。這正是猶太人被從充軍之地重返耶路撒冷的預示。
這段敘述一項重要的功能是表示他們的祖先正是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
32:23-33 培尼耳事件和雅各伯與厄撒烏重逄(32:4-22,33:1-17)事件都是較古老的文
本。雅各伯精心安排與哥哥重逄的步驟：先是派三隊送禮的僕人前行，雅各伯「看
見厄撒烏帶了四百人前來，遂將孩子分別交與肋阿辣黑耳和兩個婢女；將兩個婢女
和她們的孩子放在最前面，其次是肋阿和她的孩子，最後是辣黑和若瑟。他自己走
在他們前面，七次伏地叩拜，直到來到哥哥前。」雅各伯一如他旳名字，狡滑和精
於計算。但是天主接受了他的本性，向他顯示自己的仁慈，感動厄撒烏寛恕了他。
天主從開始就選定了他作為他選民的始祖，叫人直接面對祂的旨意深不可測。
創 34 是一個獨立的敘述，有它自己的歷史，插在創 33 與 35 之間，是一個大離題。
學者認為它的作用可能是天主命令雅各伯離開舎根，居住在貝特耳的原因(35:1)，強
調聖祖不應與移居的希威人融合。這也顯示雅各伯一生的生活，都是由天主特別照
顧，因為天主選定了他成為以色列這個民族的祖先。
創世紀的編排，使人見到雅各伯的一生好像在兜圈子：從客納罕開始，下到埃及，
最後又回到客納罕。

4.

若瑟(37:1-50:26)
若瑟的故事是創世紀中最有它自己內在的連貫性的故事。它與雅各伯的故事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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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很自然的。不過這裏的雅各伯(37-50 章)與年輕的雅和伯很不同，現在他是體弱
而且偏愛兒子的老人。
若瑟並不列於以色列祖先的名單內。他的故事也和三位祖先很不同，沒有充滿以色
列人的神學信念。
故事顯示，即使最小的弟弟也可有所作為。以色列人流落在許地之外，也會受到天
主的照顧。
故事暗示在許地之外的以色列人，可以參與他們所在地的領導工作，成為當地的政
治領袖。若瑟是舊約中非常另類的人物。故事中的若，瑟正是厄上、下所敘述從波
斯重返耶路撒冷和猶，大重建聖殿的猶太人精英：舎市巴匝、則魯巴貝耳、乃赫米
雅、厄斯德拉等人的夫子自道。
從現在所見的創 37-50 章編排，可以見到若瑟敘述的多個不同的編輯層：
從 37 章可以見到故事從北方移到南方的過程。若瑟是源於北方的人物。敘述最古老
的部分：是勒烏本的版本(37:21-22,28-29)，敘述勒烏本說服其他的弟兄把若瑟投入
枯井中，當他回到井邊正想法救若瑟時，發現若瑟不知所踪。
猶大版本(37:25-28,36)敘述猶說服弟兄，以二十塊銀錢賣給依市瑪耳人，他們把他帶
到埃及去。這是較遲的版本，被帶到南方之後，在猶大王國時期被加插到從北方帶
來的故事中。作者在這一章中加插了猶大的參與，幾乎重寫了 42-45 章，使猶大成
為整個故事的重要連接元素。
從現在所見的 37 章中，猶大的三項重要的行動是：1)說服其他的弟兄同意售賣若瑟
(37:26-27)。2)說服雅各伯讓本雅明到埃及去(43:3-14)；在不知情之下，說服若瑟讓
他代替那個潛在的犧牲品：本雅明留下。使若瑟最終讓自己被兄長認，出並與他們
修和。在 37 章猶大是提議售賣若瑟的那個現在他自動獻身，成了受傷害的家庭修和
的工具。如果猶大的轉變是文本在南方修訂的後果，那麼這種態度正配合當北國淪
陷後，南國猶大所扮演的角色。
總結聖祖的故事：
亞巴郎：這位聖祖的生命是向許地出發，是探險的一生。
雅各伯：這位以色列人的始祖，他的生命是一個兜圈子的生命。
46:1-5 記述雅各伯和眾子前往埃及前，天主在神視中對怹說：
「我與你一同下到埃
及，也必使你再上來」
。天主許諾要使雅各伯再上，來暗示以色列不會永遠定居在埃
及；也暗示向以色列許諾的土地就是客納罕地。
若瑟：若瑟的故事源於北方，稍後被帶到南方，再稍後故事被用來加長雅各伯故事
的篇幅。最後故事和雅各伯整個敘述合編，不連接到亞巴郎的敘述中，組成一個有
關以色列民放的祖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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