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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八: 4:17-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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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你可以追究的家谱中⽐比较值得提及的⼈人物.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创世记 4:17– 5:32 

背景介绍:  

这段经⽂文记录两个族类的家谱: 该隐的后裔显明了⼈人类⽂文化的犮展. ⽂文化本⾝身并⾮非邪恶，但⼈人

的劣根性将罪企业化，罪成为⼈人类体统的⼀一部分; 神以另⼀一个族类代替亚伯--从塞特的后裔开

始祂的救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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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创世记第 4: 1 和 4:25 中夏娃⽣生該隐和塞特的记載. 反映夏娃⼼心境有什么的不同之処? 

4:1 似乎注重夏娃 “得”了⼀一个男⼦子, 4:25 的重⼼心却是 “神…⋯⽴立了⼀一个⼉儿⼦子”. 前者的中⼼心是夏娃本

⾝身. 后者却是神的主杈,  該隐的族裔敌对神, 塞特的族裔是求告耶和华的⼈人. 

 

2. ⽐比较该隐和亚当/塞特的族谱 (4: 17-22 和 5: 3-29): 第七代是何⼈人? 两个族谱有什么対⽐比? 有什

么显著不同之处? 两个家谱都有什么相同的结束?    

創 4:17-22 与 5:3-29 章两个家譜是有意義的対⽐比; 两者都以第七代的⼦子孙为⾼高潮: 前者从拉麦的

多妻, 流⾎血復仇和狂⾔言为鑑, 后者是以諾, 以他与神同⾏行为範 (创 5: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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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対⽐比: 该隐後代和塞特⼦子孙的希伯来名字亦有对应之処: 七代对⼗〸十代, 除了塞特, 以諾, 挪亚

之外其他名字对⽐比如下: ([該隱 Cain:該南 Kenan]; [以諾 Enoch:以挪⼠士 Enosh]; [以拿 Ired:雅列

Jared]; [⽶米⼾戶雅利 Mehujael:瑪勒列 Mahalalel]; [瑪⼟土撒拉 Methushael:瑪⼟土撒拉 Methuselah]; [拉

⿆麥 Lamech:拉⿆麥 Lamech]). 該隐族譜不記年代, 表⽰示⼈人离棄神的⽇日⼦子不被記念. 塞特(代替亜伯) 

的族譜有年代, 表⽰示⼈人活在神⾯面前得享长寿.直到⼈人罪⼤大恶极,只得活到⼀一百⼆二⼗〸十歲(创 6:3).  

 
 

3. 亚当的族谱中那三个⼈人有較详细的记录? 为什么? (5: 3-29) 

塞特, 以諾, 挪亜三⼈人都有較詳细突出⽽而且正⾯面的描述.  説明此三⼈人是特殊例外. 塞特的意思是

“安置”“命名”和“制定”, 与神 “叫” ⼈人的后裔与蛇为仇（创 3:15) 同原⽂文, 求告耶和华（创 4：26), 

以諾与神同⾏行（创 5：22，24), 挪亚是在劳苦咒詛中⽗父神的安慰(创 5:29). 

 

4. 两个族谱中最后⼀一代有⼏几个后裔? 分别代表什么?(4:19-22; 4:32) 

两个家谱都以⼀一个⽗父亲⽣生三个⼉儿⼦子來结束, 最後⼀一代同有代表性: 拉⿆麥三後代代表三种不同的

專業⼈人材; 挪亜三後代代表三个主要⼈人种. 

 

5. ⽐比较 4:15 与 4:23-24, 我们如何解释拉麦的咒歌? (参太 18:22) 

4:15: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 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

杀他. 4:23b-24: 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 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 若杀该隐，遭报七倍. 杀

該隐族譜:                                              塞特族譜: 
1           亜当                                     1           亜当(130+900=930) 
2           該隱(Cain)  g 2 塞特 (Seth) (105+807=912) 
3 以諾(Enoch)   3 以挪士 (Enosh) (90+815=905) 
4 以拿(Ired)   4 該南 (Kenan) (70+840=910) 
5 米戶雅利(Mehujael)  5 瑪勒列 (Mahalalel)(65+830=895) 
6 瑪土撒拉(Methushael) 6 雅列 (Jared) (162+800=962) 
7 拉麥(Lamech)  g 7 以諾 (Enoch) (65+300=365) 
 三子:                           8  瑪土撒拉 (Methuselah) (187+782=969) 
 雅八                9  拉麥 (Lamech) ( 182+595=777) 
 犹八  g            10  挪亞 (Noah) (500+450=950) 
 土八該隐                                            三子: 闪, 含, 雅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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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麦，必遭报七⼗〸十七倍. 拉麦妄⽤用神给祖宗该隐的恩典, 作为他誇楊⾃自⼰己家族⾼高级⽂文化的进步, 

妄⾃自尊⼤大, 殘酷报复要害他的⼈人, 与主耶稣基督的寛恕敌⼈人七⼗〸十个七次成为强烈的对⽐比(太

18:22). 

 

6. 从亚当的族谱 (5: 3-32) 看到⼀一个重复出现的程式是什么? 有何重要性? 

“甲活到…⋯年⽣生了⼄乙,又活了…⋯年就死了, ⼄乙活到…⋯年⽣生了丙, 又活了…⋯年就死了”. 这程式有年㱑

虽然⽐比该隐的后裔⽆无年⽇日不被纪念好, 但是其中的重要性是⼈人虽长寿, 但⽇日⼦子有限, 仍难逃⼀一死! 

  

7. 有⼈人将亚当的族谱年代加起来计算, 認定神创世的时间为 4004BC. 与地质测年法所鑑定的數

⼗〸十亿年历史⼤大相迳庭. 有些怌疑圣经的⼈人就以此攻擊圣经为不合乎科学的神话, 影响很多在教

会成长的年青⼈人离开伩仰. 我们相信神在⼤大⾃自然的启⽰示(罗 1:20)和在圣经中的启⽰示是不会沖突

的, 究竟我们应该怎样了解这些经⽂文? (参太 1, 王下 8:25,王下 12:1,王下 14:1,代上 1:36, 6:3-14 和

拉 7:1-5, 出 6:16-24, 出 12:40, 创 6: 5-6, 11:4, 36: 11-12, 46:16-23, 创 10:15-18, 彼前 3:20, 彼后 2:5). 

很多研究圣经家譜结构学者的结論是家譜並⾮非按年代準確地記載, ⽬目的不是⽤用來推测⼈人类上古

历史年代的⾧長短, 圣经記載家譜的⽬目的是要表達屬灵的神学意義和信息, 从圣经中的家譜我们

可作下列两⽅方⾯面的简单分析: (详情见 http://behold.oc.org/mgz/BH0071-S/#54) 

 

i) 圣经将家譜中不重要的⼈人物刪除, 下列是⼀一些例⼦子: 

 

例 1 

太 1:1 “亚伯拉罕的後裔，⼤大卫的⼦子孙（後裔，⼦子孙：原⽂文作⼉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 在这⾥里

全部亚伯拉罕与⼤大卫,  ⼤大卫与耶稣基督之间的⼈人名被刪除, 只在下⽂文介绍重要的⼈人物. 马太福

⾳音第⼀一章记载耶稣的三个⼗〸十四代的家谱, 从亜伯拉罕⾄至⼤大卫历经⼀一千年, 从⼤大卫⾄至迁到巴⽐比侖

约四百年, 从巴⽐比侖到耶稣时代又经过五百多年. 在这家谱中, 以⼤大卫的希伯來字的數⽬目含义加

來是⼗〸十四, 又将⼤大卫的名字重复, 得到 17 節中所謂的三个⼗〸十四代的家谱. 马太福⾳音中的耶稣家

谱要表达耶穌是弥赛亜, 是⼤大卫的後裔, 是舊約预⾔言的应驗, 祂來是要彰顯神的恩典, 这恩典臨

到⼀一切罪⼈人, 包括⼥女⼈人和外邦⼈人; 这些都是超乎年代的神学意义! 

 

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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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5 章 和 11 章的家譜有平⾏行对称体裁, 两處的家谱都⽤用同樣程式, 同记载了⼗〸十个名字: 亜当到

挪亜共⼗〸十代, 闪到亜伯蘭也是⼗〸十代, 最後⼀一代的挪亜和亜伯蘭都是⼀一个新時代的開始. 

 

例 3  

創 4:17-22 与 5:3-29 章两个家譜是有意義的対⽐比. (见第 2-5 题). 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古⼈人記族譜在

乎⽂文字上的⼯工整, 也在乎所要表達的意義, 它往往会跳過很多代⽽而記, 却不交代, 是選擇性的記

載. 

 

若誤⽤用这些家谱中的歲數來連續计算年代的话, 早早就有学者發現会得到下列的结果: 洪⽔水以

前挪亜任何祖先与亜当同时, 亜伯拉罕 58 岁时挪亜才死, 閃⽐比亜伯拉罕遲死 35 年! 但這不应該

是五经作者所要表達的原意, 因为創 6:5,6 説当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

尽都是恶, 耶和华就後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若亚当在挪亜⽗父亲的年代还健在, ⼈人们不可能

忘记創造主, 証明挪亜時代⼈人不可能与亜当同時. (参彼前 3:20, 彼后 2:5) 亚伯拉罕也不可能与挪

亜和闪同時, 因為創 11:4 記載⽐比亜伯拉罕更早時代的⼈人说: “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这些经⽂文暗⽰示亚当到挪亚和挪亚到

亚伯拉罕之间有悠久的时间差距, ⼈人们都忘记了神创造和降洪⽔水的史实. 若如此誤⽤用家谱中的

歲數來解釋圣経, 認為列祖是數代同堂, 承傳信仰, 這就与圣経主題信息背道⽽而馳了. 

 

ii) 圣经中引⽤用” ⽗父亲”, “⼉儿⼦子”, 或”某某⽣生某某”, 是超出字⾯面的意思. 

在创 5 和 11 的家谱中可以看到下列的⽅方程式: “甲活到…⋯年⽣生了⼄乙, 又活了…⋯年, ⼄乙活到…⋯年⽣生

了丙, 又活了…⋯年”: 在这⾥里所⽤用 “⽣生了” ⼀一詞, 往往是有了⼦子孙之意. 悉帕和辟拉为雅各“⽣生了”孙

⼦子(创 46:16-23), 迦南“⽣生了”⼏几个囯家的⼈人( 创 10:15-18).所以“甲活到…⋯年⽣生了⼄乙,又活了…⋯年, ⼄乙

活到…⋯年⽣生了丙, 又活了…⋯年”的意思不⼀一定是⽗父親⽣生兒⼦子. ⽽而可能是⽣生其祖宗的年岁, 又或是

⼀一个朝代的始祖. 

 

8. 亚当的后裔都活到超过 900 亗, 今天的⼈人最多只活到 100 多亗, 这些家谱中的歲數可信嗎?  

家譜亦牽涉到⼈人類寿命的⾧長短, 縱觀圣經的記載有如下的啟⽰示:創五章亞當的族譜記載當代⼈人

類的寿數平均⼤大概 900 多歲; 在洪⽔水以後⼤大致上由 600 多歲漸减到 200 歲; 到了摩西時代, 又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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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 到 70-80 歲, (詩 90); 耶穌時代, ⼀一个世代通常只有 30 到-40 年. 現今医藥衛⽣生進步, ⼈人類寿

歲可到⼋八, 九⼗〸十, 究竟这些數字該如可理解呢? 

 

⾧長壽的原因: 五种解釋法 

     a. 字⾯面解法: ⽣生命樹果効延續, 罪縮短寿命, ⼈人越來越短命. 

     b. <年>代表<⽉月>,平均年齡 80,90 歲, 但创 11:24 拿鶴⽣生他拉不可能 29 ⽉月⽣生⼦子! 

     c. 名字不代表⼀一⼈人, 代表⼀一族, 困難: 以諾⼀一⼈人/族被取? 

     d. 誇⼤大説法, 古⼈人対先祖尊敬, 如中囯⼈人: 王上万万歲, Sumerian 王四万多歲 

     e. 洪⽔水改变地球⽣生態, 洪⽔水前⾧長寿.⽬目前科學家⼰己在实驗室中, 可以把綫⾍虫的⽣生命延⾧長六倍, 

以此類推到⼈人⾝身上, 相當於 720 歲. (详情见 http://behold.oc.org/mgz/BH0071-S/#54) 

                   洪⽔水前: 800-900 歲 

                   洪⽔水後: 200-400 歲 

                   摩西時代: 70-80 歲(詩 90) 

                   耶穌時代: 30-40 歲 

                   現代: 70-9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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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