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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七: 创 4:1-15 组长版 

 

敬拜时间: 15-20 min. 

诗歌: 3-4 ⾸首  

祷告:  为⼩小组聚会 

 

前⾔言: 15-20 min 

破冰问题：分享⽩白雪公主故事中魔鏡与后母的故事, 奌出被拒者產⽣生負靣情绪时的⼼心情和回

应.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创世记 4:1 – 4:15 

背景介绍:  

创世记 1-11 章的⽂文字架构是故事与族谱相间排列. 创 4-5 章是⼈人类墮落之后的第⼆二个故事, 这

故事像伊甸园故事⼀一样有三部分: (1)引发事件(2)⾏行动(3)后果. 

 

第七课只查 4:1-15, 第⼋八课续査 4:16-5:32. 今天的故事可名之为第⼀一宗谋杀案. 从始祖的犯罪开

始促成⼀一连串的悲剧：该隐开始了“兄弟之间的残杀”，罪的发展从神与⼈人的关系发展成了伦

理上的问题.  

 

经⽂文讨论: 

 (可分最多四組討論下列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討論 3 或 4 ⼤大題, 45 分鈡後合組報告與討論; 若

不分組則可⽤用 60 分鈡把下列⼤大題全部⼀一起討論, 省去合組時間, 由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

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參考). (观察, 解释和应⽤用的问题，

顺序可调整，答案仅提供思路, 开始前可简单的回顾下前⼀一章的内容，也可⽤用提问的⽅方式让⼩小

组的成员回答.) 

 

1. 4:2-5a(a)該隐和亚伯的职业是什么? 他们供献给耶和华的又是什么? (b)耶和華神看中的是什

么? 看不中的是什么？(c) 是供物出了问题还是供献者出了问题? (參希伯來書⼗〸十⼀一章 4，約翰壹

書三 12, 撤上 15:22,23, 摩 5:21-24; 詩 5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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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 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

⽣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  

(b) “神看中亞伯(其⼈人)和他的供物, 卻看不中該隱(其⼈人)和他的供物”.  

(c) 原因有如下的解释: 献祭的⼈人与態度: 根据他们的职业, 地⾥里的出产和⽺羊的脂油都应该是神

所喜悦的, 经⽂文並没有⽀支持亚伯献⽺羊代表基督的⽴立场, 4:4-5a, 希伯來書⼗〸十⼀一章 4，約翰壹書三

12 都注重亚伯和该隐其⼈人本⾝身,  神看中亞伯和他的供物，卻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 並⾮非因

亞伯献流⾎血的祭⽽而該隱只献⼟土產, 理由如下:  

a. 贖罪祭是摩西时代才有的規定, ⽽而且農作物之素祭亦被神所悦納.  

b. v. 4,6 神看中亜伯的供物,  看不中該隐的供物, 都⽤用同⼀一字<minhah>, 在利 2 章, 6:14-23 譯作

素祭, 農作物之祭, 可⾒見泛指⼀一切供物, 包括素祭.  

c. 亜伯之祭亦未提及⾎血.  

d. 种地的農夫徃那裡拿牲畜? 這苛求与神⼀一般性情不符合.  

e. 2:15, 3:17,18 神呌亜当种地, 所以該隠种地不是錯.  

结論: 流⾎血的祭不应是問题所在. 扫罗王献祭却不聼命, 被神厭棄 (撤上 15:22,23). 亞伯憑信⼼心献

头⽣生的⽺羊, 还未知将来有没有其他的⼩小⽺羊, 完全信靠神将来的供应, 正如亚伯拉罕献以撤⼀一样 (

来 11:8), 该隐只随便㧱地⾥里的出产为供物, 没有提及是初熟的果⼦子, 是⽆无伩⼼心不敬畏神的⾏行为, 

所以不被神悦纳. 

2. 从这件事看到神对待该隐是否不公平?(4:7) 

(1) 创世记强调神的主杈(罗 9:11-13, 8). 祂可按⼰己意揀選. 揀選是神的恩典, 墮落后的⼈人类正确的

反应是顺服接受神的安排. 

(2) ⼈人要相信神⾄至终不偏待⼈人, (4:7) 耶和華對該隱說: “你為什麼發怒呢？你為什麼變了臉⾊色呢？

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这反问证明該隱还有机会, 神並⾮非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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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4:5b-7 該隱对供物不蒙悅納有何反应? ⼈人应如何⾯面对不被接納时的情绪? (参猶 11). 试举⽣生

活例⼦子说明. 

該隱⼤大⼤大犮怒, 変了臉⾊色, 変了臉⾊色(downcast, 4:5b)与悦纳(accepted or uplifted, 4:7), 和恋慕

(mastered 4:7)与制伏(master, 4:7)原⽂文是两个彼此相应的对⽐比. 作者有意⽤用这词𢑥说明該隱的反

抗⼼心态. 对付不受接納时的正当回应是先⾃自我捻討, 是否⾏行得不好⽽而不蒙悅納, ⽽而不是嫉妒他⼈人, 

否则罪就伏在⾨門前引诱我们, 但是我们应该制伏他, 不受罪的约束! 妒嫉是情慾的果⼦子, 圣经中

所有败壞的项⽬目上都有妒嫉. 妒嫉由⽐比較⽽而來, ⼈人類有了社会就有⽐比較, ⼈人应与⾃自⼰己⽐比較⽽而改進, 

無需与⼈人相⽐比⽽而妒嫉. 該隐的事奉動机不是爱神, 是要⾼高抬⾃自⼰己. 该隐的供物完全没有任何献祭

之意，他的⽬目的乃是要获得神的青睐，他对神作好⼈人红了眼（太 20：15） 

 

⽣生活例⼦子可包括如何胜过不受接納或抑郁时的⼼心情. 

 

4. (a) 神有否给該隱第⼆二次机会? (b) 神给該隱什么样警告? 我们如何理解这警告? (4:7,雅 1:14,15)  

4:7 神给該隱警告: “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伏在⾨門前. 他必戀慕你, 你卻

要制他.” 圣経把罪形容成为猛獣, 等待时机来攻击⼈人, 正如彼后 5:8 “狮⼦子遍地遊⾏行找寻可吞吃

的”, 雅 1:14,15 恋慕有被紏绕之意(being mastered), 如洪⽔水猛兽不能收拾, 神要該隱制伏(master, 

4:7)它, 恋慕(mastered 4:7)与制伏(master, 4:7)原⽂文是两个彼此相应的对⽐比. 这话是指未來的⾏行徑, 

不是指献祭, 此時他仍可蒙悦納, 可惜他充⽿耳不听. 

 

5. 該隱採取了什么⾏行动? 事后該隱如何回答神的问責?(4:8,9; 来 11:4,12: 24, 太 23:35)  

4:8 該隱“在⽥田間”, “打他兄弟，把他殺了”(雅 1：15，私慾 →罪 →死): 凶殺; 殺最親近的弟兄, 且

是蓄意謀殺, 把亜伯引到⽥田裡(無⼈人之地)親⼿手殺了他. 背着⼈人作恶, 以为⽆无⼈人知道, 神却看在眼内, 

来 11:4,12: 24, 太 23:35 说亚伯的⾎血仍在说话. 

 

4:9 神说 “你弟兄在那裡?”  該隱回答说, “我不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 欺騙, 推卸責任. 

 

6. (a) 请综合⼀一下該隱犯罪的过程和后果. (b) 是否可以在此见到神在其中的刑罰和恩典 (4:9-16, 

猶 11), (c) 试与亚当夏娃⽐比较 (参 2:15, 3:9, 18, 19, 24,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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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该隐的道路有祸了(猶 11): 妒嫉由⽐比較⽽而來, 该隐容许⾼高抬⾃自⼰己的私慾轄制他, 蓄意謀殺, 把

亜伯引到⽥田裡無⼈人之地親⼿手殺了他, 犯罪后还欺騙神, 推卸責任, 如前美国縂统尼克森⽔水门事件

(Watergate Case) 隐藏罪过的企图.  

(b, c) 

A. 神的質問: v.9a<你的兄弟在那裡?>; ⽐比較亜当,3:9,< 你在那裡?> 

B. 該隱的回應: v.9b<我豈是看守弟兄的嗎?>; ⼈人本是看守伊甸园的 (2:15) 

C. 地的⾒見證: 10, 11<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告. 地開了⼜⼝口，從你⼿手裡接受你兄弟的

⾎血.> ⽾耒 12:24--亜伯的⾎血説話, 是定罪之⾎血, 控訴, 対⽐比耶稣基督赦罪之⾎血. 

D. 該隱的刑罰: 11,12 種地 - 不再效⼒力, 趕逐漂流: 如亚当夏娃被趕逐漂流 (3: 18,19,24) 

E. 神的恩典: 13-15, 犯罪後的困境如亜当⼀一樣: 亜当羞慚⽤用叶⼦子遮⾝身, 該隱怕⼈人遇⾒見便殺他. 神

给他保護記号, 如给亜当⽪皮⼦子作⾐衣服. (3:21), 可惜該隐後裔却以此⾃自誇.(4:24) 

 

合組總結: 15 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示部份,作整体性總結) 

 

分组祷告:  15 min 为查经应⽤用, 组员需要等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