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会幕、圣殿和宫殿 

 

第二课 

人类的历史 

在创世记的开头，神告诉我们世界、宇宙和其间的一

切是怎样开始的。所描述的事件对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说不

仅十分重要，而且有深刻的意义。这些事件对全人类有深

远的影响。  

这一课讨论的是创世记 1—11 章的内容。在这些章节

里，我们将认识圣经中的一些重要的人物：亚当、夏娃、

撒但、挪亚、闪和亚伯拉罕。我们还将读到人类历史上的

一些至关重大的事件，如：人的被造与人的堕落，洪水毁

灭有罪的人类，神拣选敬虔的家庭并通过他们来实现祂对

人类的计划。  

在学习这一课时，你会找到许多关于世界起源和我们

是属神的子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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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创世记的起源  

创世之神  

有关创世记的事件  

神的杰作——人  

人类的大悲剧  

堕落与它的咒诅  

后裔与毁灭  

重新开始  

课文目标  

学完本课后你应能够：  

 描述创造、堕落和洪水等事件并解释其意义。  

 找出亚伯拉罕的祖先并说明亚伯拉罕为何如此重要。 

 重视创世记，因为它是神的话语，关系到世界的起源

及人类历史的开端。  

学习要领  

1. 阅读创世记 1—11 章。  



人类的历史 33 

 

2. 学习本课各个部分，回答问题并核对答案。特别注意

其中的地图和图表。完成自测题并核对答案。  

关键词：  

祭坛  关键  起源  

文明（教导）  地理学的  救赎  

誓言  肥沃的新月形地带   

课文进程  

          创世记中的起源  

目标 1 找出创世记中记载的各样事物的起源。  

创世是希腊语中表示起头或起源的意思。它用作圣经

中第一卷书的标题非常恰当，因为创世记告诉我们除无始

无终的神本身之外一切事物都有个开始。它关系到一切存

在的起源，满足了人类对于过去和世界起源的好奇心。作

为基督徒，我们认定创世记是第一也是唯一关于神创造宇

宙的过程和目的真实记录。神对人的进一步启示都是建立

在这些事件和真理的基础之上的。例如，新约圣经中有

17 卷书引用创世记经文共计 60 多处。  

1 将左边一栏的经文与其所描绘的起源（右边）相搭配。 

1）家庭  

2）地上的万族  

3）世界  

4）文明  

.. ..a 创世记 1:1-25 

....b 创世记 1:26-31 

....c 创世记 3:1-7 

....d 创世记 3:8-24 

....e 创世记 4:1-15 5）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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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罪  .. ..f 创世记 4:16—9:29 

....g 创世记 10—11 7）救赎  

创世之神  

目标 2 指出神在创世记中启示的真理。  

创世记 1:1 说“起初…神”，神是谁呢？在创世记中，

祂启示自己是创造（物）之神，是永恒的存在，无始无终。

祂创造了万物，祂却存在于万物之外。树是神的创造物，

然而神却不是一棵树。神造了太阳，但太阳也不是神。  

2 选择以下正确的表述。  

a) 创世记告诉我们神的起源。  

b) 被造物是与神分离的。  

c) 创世记显明神为造物主。  

有关创世记的事件  

目标 3 了解创世记关于造物的描述的重要性。  

在创世记第一章中“创造”这个词出现了三次（创世

记 1:1，27）。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原意是“从无到有”。神

从无到有地创造了整个世界这一事实证明了祂的全能。懂

得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在理解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件事上迈

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圣经教导我们只有凭信心才能理解是

神创造了世界万物。希伯来书 11:3 这样说：“我们因着信，

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着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

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相信神的话是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和他的基督徒生活

的基础。没有这样的信念是不可能得神喜悦的（希伯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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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倚靠神的话语，而不是倚

靠人类脆弱残缺的知识。  

知道神创造了天地万物，比了解创造发生的确切时间

地点重要得多。创世记的作者并没有列出这些事件发生的

时间表，也没有暗示特定的日期，也没有告诉我们人类

初的住所——伊甸园的确切地理位置，这些细节都没有涉

及。然而，核心的真理却十分清楚：神从无到有创造了世

界万物，并且祂的创造目的明确、计划周密、秩序井然。

这一真理是圣经逐渐展开的神的其他启示和预言的基础

和背景。  

3 创世记关于创造的描述其重要性在于它阐明了：  

a) 神创造世界的日期。  

b) 神用祂的话语创造了世界。  

c) 伊甸园的详细地理特征。  

神的杰作——人  

目标 4 阐述神造人的本意。  

创世记的 初几章在记述了天地的起源后，马上描述

了造人的过程。人显然是神的整个创造中 重要的部分。

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在关于神旨意的启示中，人是

中心。  

人被赋予掌管受造之物的责任和权力。神的旨意是要

人管理受造之物（创世记 1:26，  28）。祂把人放在伊甸

的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人不同于其它动物，从创世记 2：

18-23 节叙述的事件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区别。神从

亚当自身造了夏娃，从此，亚当有了理想的配偶。神的创

造是多么的完美！在人的管理之下，动物世界和植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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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和谐，因此，神十分满意。  

4 阅读创世记 2:10-14。在下面的地图中找出圣经中提

到的河流。注意阴影区域就是肥沃的新月形地带，之

所以有这个美称，是因该地区形如新月，又适于耕作。

许多研究历史的人，包括非基督徒，均相信生命起源

于此。判断以下正确的表述。  

a) 亚拉腊山位于肥沃的新月形地带的北面。  

b) 创世记 2:10-14 中提到的河流只有一条靠近新月

形地带。  

c) 一些非基督徒相信生命起源于肥沃的新月形地

带。  

 

神要人管理万有，但祂也希望他们与祂建立亲密的关

系。受造的世界虽然有秩序，但是在人里面也蕴藏着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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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他的意志。开始人选择与他的创造者保持亲密

的关系。创世记 3:8 指出的，神与祂的两个人类朋友有着

亲密的关系。那时一定是美妙无比！但要与神建立真实、

长久的关系，必须由人自愿作出选择才行。  

神给了人选择的自由，祂没有把人造成木偶，全无自

己的旨意或欲望。神希望人爱衪，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

为人选择如此去行。神要人爱祂，因为他们作了这样的选

择。其它的受造物——星辰、太阳、树木——是没有选择

的自由的，只能按照设计运动。但是，神要人自由地选择

顺服祂的意志并以此为乐。  

5 在笔记本上写下神造人的两个重要目的，各写一个短

句来描述。  

          人类的大悲剧  

堕落与它的咒诅  

目标 5 认识并解释堕落的含义和结果。  

亚当与夏娃违抗神的命令（创世记 3:1-7），这在基督

教的教义中叫做堕落。我们已经知道神造人的本意就是要

人与衪相交。人正是从这样高的地位上堕落的。  

创世记第 3 章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住在伊甸园里，

他们有完全的自由去选择。但是，那里还有一个角色的存

在，那就是——撒但。他也是为了一个很高的目的而被造

的。然而，他反叛了神，从他的位置上堕落了（路加福音

10:18）。他的目的就是使神的计划落空，把人拉入他的反

叛之列。他引诱亚当和夏娃用他们的自由意志来反抗神的

意志。具体说来，就是神关于园子当中一棵树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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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阅读创世记 2:8-17。在笔记本上回答以下问题。  

a) 圣经是怎样描述那棵树的 ? 

b) 神关于那棵树的命令是什么？  

这个独一无二的试验涉及到实实在在的树和果子，对

此你不要感到奇怪。神常常用简单的日常物品试验我们是

否顺服。撒但变成一条蛇来到夏娃面前。当时，蛇无疑是

非常美丽的动物。亚当和夏娃都没有通过试验，这次失败

和背叛导致了人与神关系的 根本的改变。这是人类历史

上 大的悲剧，因此圣经反复提到这个事件（参见罗马书

5:12，18-19）。  

7 阅读创世记 3:1-24。以 1-6 来表示下列事件发生的顺

序。  

.. ..a  夏娃听了撒但的话不服从神的命令。  

.. ..b  神给了亚当和夏娃关于那棵树的命令。  

.. ..c  亚当和夏娃被赶出园去。  

.. ..d  亚当吃了禁果。  

.. ..e  亚当和夏娃想遮蔽自己的身体。  

.. ..f  神做衣服给亚当和夏娃穿。  

让我们仔细看看亚当和夏娃犯罪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的行为似乎代表着新约中启示出来的一种模式。这个

模式就是我们以错误的方式去满足神赋予我们的三种正

常欲望：1）占有物质，2）享受物质，3）成就或获取。

约翰一书 2:16 将这种独立于神的意志之外的满足感看作

1）“肉体的情欲”，2）“眼目的情欲”，3）“今生的骄傲”。 

8 将创世记 3:6 中对应着三种欲望的词语分别抄写于相

应的描述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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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占有欲：“肉体的情欲”，  

   …………………………………………………… 

b) 享受欲：“眼目的情欲”，  

   …………………………………………………………… 

c) 成就欲：“今生的骄傲”，  

   …………………………………………………………… 

这样，人类的始祖就加入了撒但对神命令的反叛之

列。随之而来的变化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向自己，而不是

神。他们意识到自己犯罪，躲避神圣洁的面，并用树叶遮

羞 (创世记 3:7)。然而，神却打死了一头野兽，用兽皮缝

衣服给他们穿。  

如神所言，他们的灵性已死，而肉体也受到死亡的威

胁。他们与神相交的关系被斩断了——成了孤儿。亚当和

夏娃背离了神，便受撒但的控制，从神造人本意的高位堕

落入被奴役的深渊。  

9 阅读诗篇 8:4-9 和希伯来书 2:8，判断正误。  

a) 神的目的是派人管理万物。  

b) 现在人是万物的主宰。  

c) 今天全人类都在实现神的目的。  

神审判了这一个堕落行为中的每个成员，蛇受到的审

判 甚（创世记 3:14）。从此，蛇与人类相互仇恨。女人

和男人必受苦、劳作，并面临肉体的死亡。人类被逐出了

伊甸园，以免他们再偷吃生命树的果子，便永远继续罪性

的生命（创世记 3：22-24）。  

当神赋予人选择的自由时，祂知道人都有背善趋恶的

可能性，但祂还是选择了这条路。一些人怀疑神的筹算是

否已经落空，因为他们看到世界充满了罪的恶果。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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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计划是不会落空的（以赛亚书 46:10）。假如神救恩

带来的收获不能大大超过人的反叛造成的损失，祂是不会

创造这个世界的。神知道有人会执意选择拒绝祂的救恩。

这一事实使我们确信那些接受了神的人将会有多么美好

的未来。  

神应许女人的后裔将 终得胜。这是一个关于基督救

赎人类的预言。得胜的基督徒有一天将得尝生命树的果

子！启示录 2:7 告诉我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

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对于选择为神而活、拒绝撒旦引

诱去参与他的背叛的人来说，这是何等恩慈的应许啊！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罗马书 11:33）。神的筹算必不失

败。有那么一天，来自各国各族、说着各种语言的数不清

的人群要一同高唱救恩的赞歌（启示录 7:9-12）。真神永

恒的计划将会成就！  

10 选择以下关于亚当夏娃背离神的后果的正确叙述。  

a) 亚当和夏娃继续与神有亲密相交的关系。  

b) 人类面临肉体死亡。  

c) 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  

d) 神造人的本意失败了。  

e) 亚当和夏娃被禁吃生命树的果子。  

后裔与毁灭  

该隐、亚伯与塞特  

目标 6 说出从该隐、亚伯和塞特的生活中所学到的属灵

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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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和夏娃有三个儿子——该隐、亚伯和塞特，圣经

提到了他们的名字。创世记第四章讲述的该隐和亚伯的故

事说明了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人类的生活状况。该隐和亚

伯都向神献祭。神悦纳了亚伯的牲祭，却拒绝该隐所献的

菜蔬。  

在圣经早期历史上，该隐和亚伯的这种奉献是他们的

父母的经历的翻版。正如亚当和夏娃试图通过自己的努

力，用收集到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他们的赤身露体

（遮盖罪），该隐也用自己地里的出产来献给神。而正如

神杀死野兽，用兽皮缝制衣服给亚当和夏娃，亚伯献上牲

畜为祭。神遮盖了亚当夏娃，祂也悦纳了亚伯的供物。通

过这些早期的事件，神清楚地揭示了一个重要原则：罪的

工价乃是死，不是罪人本人死，就是一个替代物的死。  

自亚当和该隐以来，神就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神

已显明祂所应许的救主必为救赎人类罪孽而死。旧约中的

每一次献祭都预表耶稣是神的羔羊 (约翰福音 1:29)，预表

着耶稣将为除罪而受死。  

该隐和亚伯代表两类人的不同态度。一类人认为不需

要救主，他们认为有自己的善行就够了；另一类人知道如

不接受神为赎他们的罪所提供的献祭，相信祂的救恩，他

们就将沉沦。  

11 神悦纳了亚伯的献祭，却拒绝了该隐的供物。请用自

己的话写下这件事启示给我们的属灵原则。  

自从神警告该隐罪将控制他，他便表现出对神故意悖

逆的态度（创世记 4:7）。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创世记 4：

8），因此被逐出神所在之地（创世记 4:14）。创世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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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 记述了该隐及其后裔的历史。他们开始建房筑城、

打造工具、牧养牲畜了，这便是文明的开端。这几节经文

所描述的事件活动是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发生的。逐

渐发展起来的文明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该隐的一个后

代，拉麦（创世记 4:23-24）的夸口说明了这一点。  

当该隐和他的子孙建设文明的同时，亚当和夏娃又有

了一个儿子。在他出生时，夏娃说，“神又给了我一个儿

子来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创世记 4:25）”。亚伯

是个虔诚的人，假如他活着，他的后裔之一有可能会成为

神应许的救主，但是他被杀了。我们可以看出这是撒但破

坏这种可能性的企图。现在神给了亚当和夏娃另一个儿子

塞特，神将通过塞特来实现祂的应许。有趣的是，在塞特

的儿子以挪士在世时期，人们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创

世记 4:26）。  

为使神的救赎计划得以实施，必须有一个人类宗族使

救主得从其出。神只有成为人的样式，才能献上祂自己的

生命作赎价，从而恢复人类与祂之间破裂了的关系。塞特

证明他配作为这个未来救主的宗族的头。我们可以沿着从

他开始的这条线追溯到基督。  

12 在神恢复人与祂的关系的计划中，塞特的重要作用在

于，他  

a) 没有经历死亡。  

b) 将成为基督在世上的祖先。  

c) 可以赎人类的罪。  

13 比较创世记 5 章和路加福音 3:36-38。这些章节中提

到耶稣的十一位属世的祖先，从亚当一直到闪。在笔

记本上按顺序写下这些祖先的名字。亚当是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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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是第十一位。  

洪水  

目标 7 认识关于洪水的真实描述。  

在你列出的耶稣属世祖先的名单中有一位叫以诺。注

意创世记 5:21-24 是怎样记述他的生活的，并比较希伯来

书 11:5-6 的内容。以诺不曾经历死亡！他与神有亲密的

关系，他的生命有一个特殊的结局，就是被接去与神同住。 

以诺的孙子名叫拉麦，拉麦的儿子叫挪亚。在挪亚的

时代，不虔不义的行为开始增多，暴力、邪恶、腐败泛滥

无度。神决定毁灭一切邪恶。但挪亚蒙神喜悦。有 120

年之久，神一直通过挪亚警告人类祂要用洪水毁灭世界。

但还是只有挪亚在神的眼前蒙恩，并与神有良好的关系。 

神命令挪亚建造一艘巨大的船（也称为方舟）。挪亚

顺服了，完全按照神给他的比例建造。今天的科学家也承

认当时挪亚所造的方舟能经得起风浪，也装得下所有要存

留的活物。在建造方舟的过程中，挪亚运用了信心，因为

用人的理智无法理解神的话。正如希伯来书 11:7 所说：

他听到“神指示他未见的事。”  

挪亚、他的妻子、三个儿子、儿媳和各样的动物、飞

鸟都遵照神的命令进入方舟。神便发动了洪水，世界受到

了神的审判，祂要毁灭道德败坏的人类。挪亚和他的全家，

以及保留下来的各种鸟兽在方舟里呆了将近一年。后来水

退了，人类又面临一次新的机会。  

14 阅读创世记 6-8 章关于洪水的记述，然后判断正误。  

a) 挪亚凭着信心相信了神的警告。  

b) 神允许挪亚那一代人继续活在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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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挪亚建造方舟的行为表明了他对神的信心。  

重新开始  

目标 8 认识与挪亚后裔定居的有关事实。  

挪亚筑了祭坛并奉献了许多祭品，从而开始了人类崭

新的文明。神便就祂与人类未来的关系与挪亚立约。神的

行为表明祂审判世界的 终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祂将会恢

复人类与祂的相交关系。  

15 阅读创世记第 9 章并回答下列问题。  

a) 神的应许是什么？（参见创世记 9:8-11）  

b) 神立约的记号是什么？（参见创世记 9:12-17）  

挪亚一家定居之后发生了一件事（创世记 9:20-27），

这件事说明即使是像挪亚这样的义人也会受到诱惑而犯

罪，同时也揭示了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的性格。

含不尊重父亲，而闪和雅弗的行为表示出对父亲的尊敬。

挪亚的诅咒应验在含的儿子迦南身上（创世记 9:25-27

节）。几个世纪之后，迦南族在以色列占领其领土时受到

了严厉的审判。  

创世记 10:1-32 描述了挪亚子孙的定居地。如今，研

究人类历史的科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这个

描述是准确的。这给了我们关于人们怎样居住到世界各地

的唯一充分的解释。以下图表列出了挪亚的三个儿子及其

后代，括号中所列出的是由他们的后代繁衍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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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的后裔以及他们后代繁衍的民族  
 
 
 
 
 
 
 
 

挪亚   
 
 
 
 
 
 

 

雅弗的后裔居住在西班牙以西的黑海和里海等地（创

世记 10:2-5）。很可能希腊和日耳曼民族就是他们的后裔。 

含的三个儿子进入非洲（创世记 10:6-14）。后来他们

向北扩展到示拿和亚述。在那里建了尼尼微、巴别、亚甲

各城。含的第四个儿子迦南，在地中海沿岸定居，从西顿

经基拉尔到迦萨。尽管迦南人是含的后裔，他们所说的语

言却与闪的后裔所说的相似。  

闪的后裔居住在波斯湾以北的地区（ 21-23 节），也

就是闪族。以拦、亚述和亚兰是与闪族有关的地名。  

以下地图表明雅弗、含和闪的后裔的大致居住地。  

闪 
（闪族人） 

含 
（突雷尼人）

雅弗 
（雅利安人）

歌蔑（凯尔特） 
玛各（斯基台人） 
玛代（米提亚人） 
雅完（希腊人） 
土巴 
米设 
提拉（色雷斯人） 

古实（埃塞俄比亚） 
麦西（埃及） 
弗（利比亚） 
迦南（巴勒斯坦） 

以拦（埃兰人） 
亚述（亚述人） 
亚法撒（迦勒底人） 
路德（吕底亚人） 
亚兰（叙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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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神用洪水审判世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 

17 复习图表、地图和关于挪亚后裔居住地的描述。然后

将其每一个儿子与相应的地方和民族搭配，把他们的

名字写在适当的地名（ a-i）和民族 (j-r)前。  

.. ..a 亚甲  .. ..j 亚述人  

.. ..b 非洲  .. ..k 凯尔特人  

.. ..c 亚兰  .. ..l 迦勒底人  

.. ..d 亚述  .. ..m 以栏  

.. ..e 黑海  .. ..n 埃塞俄比亚  

.. ..f 里海  .. ..o 利比亚  

.. ..g 尼尼微  .. ..p 米提亚  

.. ..h 示拿  .. ..q 巴勒斯坦人  

.. ..i 西班牙  .. ..r 斯基提人  

1) 闪  

2) 含的儿子  

3) 雅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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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目标 9 指出亚伯拉罕在旧约学习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原

因。  

圣灵让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到闪族身上（创世记 11：

10-32）。这一章列出了从闪开始到他拉的十代人的家谱。

他拉从吾珥迁移到哈兰定居。亚伯兰（后称亚伯拉罕）就

是这一家的后裔。正如诗篇 19 章所描述的，亚伯拉罕是

依照创世的启示而行之人的典范。神遵守了祂与亚伯拉罕

立的约，带领他由始至终因着信与祂和好（罗马书 1：17）。

亚伯拉罕的后裔 ——自然的和属灵的 ——占据了圣经其

余部分的中心。他们被称为神的子民。  

18 在旧约的学习中，亚伯拉罕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

是因为他的后裔：  

a) 非常之多。  

b) 被称为闪族。  

c) 是神的子民。  

d) 可将家谱追溯到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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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测题  

1 创世记关于创造的描写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它告

诉我们：  

a) 神从无到有创造了世界。  

b) 创造发生的年代。  

c) 伊甸园的位置。  

2 神要人：  

a) 不负任何责任。  

b) 管理被造物。  

c) 爱神，因为必须这样做  

3 选择以下正确的表述：  

a) 人类的堕落彻底破坏了神的计划。  

b) 撒但告诉夏娃的是事实。  

c) 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只影响他们自己。  

d) 必须杀死一只动物才能赎亚当和夏娃的罪。  

4 神对该隐和亚伯的献祭产生的不同反应表示：  

a) 神不要求人为自己的罪献祭。  

b)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赎罪。  

c) 人不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赎罪。  

5 选择以下关于人类堕落的正确描述：  

a) 亚当和夏娃与被造动物不同。他们犯罪是因为想

要控制其它动物，因此他们不得不离开伊甸园。  

b) 亚当和夏娃听信撒但的话背叛了神，并运用自己

的意志违反了神的命令。  

c) 亚当和夏娃享受过与神的亲密关系 ,但是他们的

兴趣转移到照管园子而不是与神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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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挪亚没有被洪水毁灭，因为他：  

a) 相信神的话。  

b) 是义人的儿子。  

c) 有几个敬虔的子女。  

7 闪的后裔居住在：  

a) 黑海和里海地区。  

b) 北非地区。  

c) 波斯湾以北地区。  

8 将以下事件按发生的时间地点顺序排列。在 先发生

的事件前写 1，在它之后发生的事件前写 2，以此类

推。  

.. ..a  挪亚相信了神的话建造了方舟。  

.. ..b  亚当和夏娃听从了撒但的劝告。  

.. ..c  亚伯被他亲兄弟该隐杀害。  

.. ..d  神创造了天地。  

.. ..e  亚伯拉罕出生。  

.. ..f  神用洪水审判罪孽深重的人类。  

.. ..g  神给予人控制和管理受造物的权利。  

.. ..h  神与人立约并以彩虹为记。  

.. ..i  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  

9 判断下列表述的正误。  

a) 亚伯拉罕属于闪族。  

b) 雅弗是亚伯拉罕的祖先之一。  

c) 今天的信徒都是神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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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10 b) 人类都面临肉体的死亡  

c) 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  

e) 亚当和夏娃被禁止吃生命树的果子  

1 a）   3) 世界  

b）   5) 人类  

c）   6) 罪  

d）   7) 救赎（创世记 3:15 被视为对耶稣基督的预言） 

e)   1) 家庭  

f)    4)文明  

g)   2) 地上的万族  

11 它告诉我们赎罪的唯一办法就是死。人的好行为不被

接受。（你的回答应与此相似）。  

2 a) 错  

b) 对  

c) 对  

12 b) 将成为基督在世上的祖先。  

3 b) 神用衪的话语创造了世界。  

13 1) 亚当    5）玛勒列     9）拉麦  

   2）塞特    6）雅列     10）挪亚  

   3）以挪士   7）以诺     11）闪  

   4）该南    8）玛土撒拉  

4 a) 对  

b) 错  

c) 对  

14 a）对   b）错   c）对  

5 神造人的两个主要目的是： a)人类将管理万物； b)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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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你的回答应与此相似，但顺

序可以变。）  

15 a）  神应许祂不会再用洪水毁灭世界。  

b ）神立约的记号是彩虹。  

6 a）  它被称为能分辨善恶的智慧树。  

B）  神说他们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  

16 神审判世界是为了使人类恢复与祂的关系。  

7 a  2   d  3 
b  1   e  4 
c  6  f  5 

17  a  2) 含的儿子     j  2) 含的儿子  

b  2) 含的儿子     k  3) 雅弗  

c  1) 闪      l  1) 闪  

d  1) 闪       m  1) 闪  

  e  3) 雅弗      n  2) 含的儿子  

f  3) 雅弗      o  2) 含的儿子  

g  2) 含的儿子     p  3) 雅弗  

h  2) 含的儿子     q  2) 含的儿子  

i  3) 雅弗      r  3) 雅弗   

8 我将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a) “那树的果子一定很好吃。”  

b) “那树真好看。”  

c) “变聪明了多好啊。”  

（你的回答应与此相似）。  

18 c)是神的子民。  

9 a）对  

b）错  

c）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