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因著信—讀創世記中的人物 

馬利蘭福音教會（MGC），2022年 9月-12月 

 

1. 學習內容和時間安排： 

 日期 內容 帶領同工 

1.  09/09 如何讀聖經人物 何曉彤牧师 

2.  09/16 該隱和亞伯 何曉彤牧师 

3.  09/23 以諾 何曉彤牧师 

4.  09/30 挪亞 簡慧瑩姊妹 

5.  10/07 亞伯拉罕（1） 陳華梅弟兄 

6.  10/14 亞伯拉罕（2） 陳華梅弟兄 

7.  10/21 亞伯拉罕的老僕人 劉效耶姊妹 

8.  10/28 以撒（1） 伍沛長老 

9.  11/04 以撒（2） 伍沛長老 

10. 11/11 雅各（1） 汪青姊妹 

11. 11/18 雅各（2） 汪青姊妹 

12. 11/25 感恩節 

13. 12/02 約瑟（1） 王瑞瑋姊妹 

14. 12/09 約瑟（2） 王瑞瑋姊妹 

15. 12/16 見證分享 

 

2. 學習目的： 

1) 學習如何讀聖經人物 

2) 從創世記的人物身上學習信心成長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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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題經文： 

希伯來書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

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 複習：歸納式讀經法 

1. 三個步驟：觀察、解釋、應用 

2. 觀察：回答的問題是--這段經文在講什麼？ 

3. 解釋：回答的問題是—這段經文是什麼意思？ 

4. 應用：回答的問題是—這段經文對我的意義是什麼？怎麼應用在我

自己的身上？ 

▪ “聰明應用法”（SMART application）： 

i. Specific, 具體 

ii. Measurable, 可測量 

iii. Achievable, 可達到 

iv. Relevant, 切合實際 

v. Time-related,  及時 

 

5. 參考資料： 

i. 周淑慧老師，https://www.tcmbs.com/zh-

TW/%E6%AD%B8%E7%B4%8D%E6%B3%95%E6%9F%A5%E7%B6%93 

ii. Dr. Howard Hendrick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55huHC_0_k 

https://www.tcmbs.com/zh-TW/%E6%AD%B8%E7%B4%8D%E6%B3%95%E6%9F%A5%E7%B6%93
https://www.tcmbs.com/zh-TW/%E6%AD%B8%E7%B4%8D%E6%B3%95%E6%9F%A5%E7%B6%9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55huHC_0_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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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使用“歸納法”讀聖經人物？ 

1. 匯總相關經文 (collecting the related Scripture references) 

 

2. 身世(background) 

a) 姓名(name) 

b) 姓名的含義(meaning of the name) 

c) 年代(birth time) 

d) 出生地(birth place) 

e) 職業 (occupation) 

f) 相關人物(related characters) 

 

3. 經歷(chronicles of life) 

 

 

4. 為人(personality) 

a) 個性(characteristics) 

b) 事奉(service) 

c) 對人(towards man) 

d) 對神(towards God) 

e) 神(或人)對他的評價 (evaluation of God or of man) 

 

5. 默想和應用(medit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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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該隱 

1. 匯總相關經文 (collecting the related Scripture references) 

a. 該隱 

i. 創世記 4章 

ii. 希伯來書 11：4 

iii. 約翰一書 3：12 

iv. 猶大書 11 

 

2. 身世(background) 

a. 姓名(name)：該隱 

b. 姓名的含義(meaning of the name) 

i. 得到的。這個名字帶著亞當和夏娃的盼望，盼望神應許的

“女人的後裔”成就。（創世記 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

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

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ii. 堅定 

 

c. 年代(birth time) 

i. 該隱是亞當和夏娃的第一個兒子。是第一個從媽媽生的人，

也是第一個生在罪中的人。 

ii. 創 4:1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

生了該隱（就是得的意思），便說：「耶和華使我得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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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男子。」2  又生了該隱的兄弟亞伯。亞伯是牧羊的；該

隱是種地的。  

 

d. 出生地(birth place) 

i. 出生在伊甸園之外 

 

e. 職業 (occupation) 

i. 該隱是種地的。 

 

f. 相關人物(related characters) 

i. 父親：亞當 

ii. 母親：夏娃 

iii. 除了兩個兄弟亞伯、塞特之外，還有其他的兄弟姊妹。

（創 5:3  亞當活到一百三十歲，生了一個兒子，形像樣

式和自己相似，就給他起名叫塞特。4  亞當生塞特之後，

又在世八百年，並且生兒養女。） 

iv. 妻子：聖經沒有記下她的名字，應該是他的妹妹 

v. 兒子：以諾  

vi. 家譜： 

創世記 4:17  該隱與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懷孕，生了以諾。

該隱建造了一座城，就按著他兒子的名將那城叫做以諾。

18  以諾生以拿；以拿生米戶雅利；米戶雅利生瑪土撒利；

瑪土撒利生拉麥。19  拉麥娶了兩個妻：一個名叫亞大，一

個名叫洗拉。20  亞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帳棚、牧養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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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的祖師。21  雅八的兄弟名叫猶八；他是一切彈琴吹簫

之人的祖師。22  洗拉又生了土八該隱；他是打造各樣銅鐵

利器的（或作：是銅匠鐵匠的祖師）。土八該隱的妹子是

拿瑪。23  拉麥對他兩個妻子說：亞大、洗拉，聽我的聲音；

拉麥的妻子，細聽我的話語：壯年人傷我，我把他殺了；

少年人損我，我把他害了（或作：我殺壯士卻傷自己，我

害幼童卻損本身）。24  若殺該隱，遭報七倍，殺拉麥，必

遭報七十七倍。  

 

3. 經歷(chronicles of life) 

a. 該隱是長子，生在罪中。 

b. 是種地的，並且拿地裡的出產為供物獻給神。當上帝看不中他和

他的祭物的時候，他就大大地發怒，並且不聽神的警告，在田間

殺死弟弟亞伯，之後又向神撒謊。因此他受到上帝的咒詛。 

c. 如果亞伯知道用動物獻祭，這說明亞當和夏娃把在伊甸園裡所發

生的事情告訴了他們的下一代，也包括該隱，而且該隱應該是在

亞伯之前就知道的。然而，該隱要麼是沒有明白亞當所講的，要

麼他有自己的理解，結果他的獻祭不蒙上帝的悅納，並且他還堅

持己見，不肯悔改。 

d. 受到刑罰之後，他只向上帝求情，卻沒有真正悔改。 

e. 然而，上帝憐憫了他，保護了他免於被別人殺死，繼續給他悔改

的機會。該隱卻離開上帝的面，向東遷移。 

f. 他違背了上帝的旨意，建城居住。並且，用自己兒子的名字為城

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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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他生兒養女。因為他沒有在在兒女面前活出好榜樣，罪在這個家

族中不斷蔓延，並且惡化。 

 

4. 為人(personality) 

a. 個性(characteristics)： 

易怒、嫉妒、無自治，而且自以為是不聽神的話 

 

b. 事奉(service)： 

用自己的方式獻祭給神 

 

c. 對人(towards man)： 

不聽從神（父母）、嫉妒並殺死弟弟；沒有給兒女留下好榜樣。 

 

d. 對神(towards God) 

不明白神的心意，頂撞神，並向神撒謊，也不服神的管教。 

 

e. 神(或人)對他的評價 (evaluation of God or of man) 

 

i. 約翰一書 3:11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

聽見的命令。12  不可像該隱；他是屬那惡者，殺了他的

兄弟。為什麼殺了他呢？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兄弟的行

為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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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雅各書 3:13  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他就當在智

慧的溫柔上顯出他的善行來。14  你們心裡若懷著苦毒的嫉

妒和分爭，就不可自誇，也不可說謊話抵擋真道。15  這樣

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來的，乃是屬地的，屬情慾的，屬鬼魔

的。  

 

iii. 猶大書 1:11  他們有禍了！因為走了該隱的道路，又為利

往巴蘭的錯謬裡直奔，並在可拉的背叛中滅亡了。  

 

 

5. 默想(meditation) 

 

• 該隱都犯了哪些罪？ 

 

1. 殺人。他打了弟兄，並且殺了他（創 4：8） 

2. 撒謊（創 4：9） 

3. 不是帶著信心獻祭給神。 

羅馬書 14:23  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為他吃不是出於信心。

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  

4. 當神不悅納他和他的祭物的時候，他大大地發怒，變了臉色。 

以弗所書 4:26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27  也不可給魔

鬼留地步。  

5. 拒絕神親自的提醒（創 4：6-7） 

6. 不肯悔改（創 4：13-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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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違背神的心意，建了一座城（4：17）。當初上帝的心意：人要生養眾

多，遍滿全地。該隱卻違背上帝的心意，為自己和家庭建城而居。

（創 1: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

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 

該隱持續犯罪，不肯悔改，帶來的後果就是：罪在他的後代中不斷地

蔓延並惡化。他們雖然取得很多的成就，但是因為不認識上帝，就把

榮耀都歸給自己，傳揚自己的名。拉麥是一個非常突出的例子。 

 

思考問題：在我們的心中，哪樣是更重要的：敬畏神還是世上的成功？

我們更盼望自己的兒女成為“有成就的人”呢？還是“認識上帝，敬

畏上帝的人”呢？ 

 

• 該隱都錯過了哪些機會？ 

1. 作為長子，他有比亞伯更多的機會。該隱的身上承擔著亞當和夏娃的

厚望，從他的名字上可以看出來。然而，盼望大，失望也大。在聖經

中有許多這樣的假兒子。以實瑪利是一個，以掃是一個，流便、以色

列國、大衛的哥哥們等等。 

2. 雖然他生在罪中，但是他有機會像亞伯一樣，憑著信心獻祭給上帝，

並因此蒙上帝的悅納。 

3. 神給了該隱多次悔改的機會：藉著亞伯的見證，通過祂親自講話，也

包括在他不肯悔改時降下刑罰來，都是神給他的恩典。 

4. 應用：該隱給我們的鑒戒是--當珍惜神給我們的每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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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用原則：我們從該隱身上學到的鑒戒是--當珍惜神給我們的每個機會。 

請使用“聰明應用法”寫出一條你自己的應用。 

 

“聰明應用法”（SMART application）： 

a. Specific, 具體 

b. Measurable, 可測量 

c. Achievable, 可達到 

d. Relevant, 切合實際 

e. Time-related,  及時 

 

• 舉例： 

• 我當珍惜神給我做父親的機會 

• 每週花 1-2 小時，專門為三個兒女禱告，並記錄自己的禱告和神

的回應 

• 從本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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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隱的漂流 

 

 

畫名: 該隱的漂流，Cain flying before Jehovah’s curse  

畫家: 費爾南德 柯羅蒙 Fernand Cormon (法國)  

完成年份: 1880  

收藏地點: 巴黎奧賽博物館 Musée d’Ors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