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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研讨会 -1 

亚当到挪亚家谱中的救赎史经纶 

(创 5:1-32) 

 

1. 家谱的重要性 

(1)家谱是救赎史的______。 

① se-pe-leu-tol-le-do-teu ( ) 

(创 5:1)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 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  

创世记第5章的家谱，压缩记录了从亚当被造开始，一直到挪亚出生时为止的约____年

的历史。 

② bi-beul-lo-seu-ge-ne-se-o-seu () 

(太 1:1)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马太福音第1章的家谱，压缩记录了从亚伯拉罕开始，到耶稣基督诞生为止的约____年

的历史。 

 

(2)深深地_____家谱，是上帝的命令。 

(申 32:7) “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

长者，他必告诉你。 

希伯来语 ‘bin’( )表示 ①＿＿＿＿＿＿＿＿ ②＿＿＿＿＿＿＿＿的意思。 

我们应该研究真正的家谱，排斥虚假的家谱。 

(提前 1:4)  

也不可听从荒渺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ge-ne-al-lo-gia)； 

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 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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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谱中所记录的事件是救赎史_____中的_____。  

家谱的四大要素为____, _____, _____, _____。 

创世记第5章记录了两大重要的事件。 

① 以诺活到___岁，生了玛土撒拉，________的事件(创 5:21-24) 

(创 5:21) 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玛土撒拉。 

(创 5:22) 以诺生玛土撒拉之后，与 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创 5:23) 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创 5:24) 以诺与 神同行， 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② 拉麦活到____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的事件。 

(创 5:28) 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生了一个儿子，  

(创 5:29) 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

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 

2. 亚当家谱的概要与历史性 

亚当          

       ___岁 + 800年 = 930岁死了 

塞特   

       ___岁 + 807年 = 912岁死了 

以挪士 

       ___岁 + 815年 = 905岁死了 

该南 

       ___岁 + 840年 = 910岁死了 

玛勒列 

       ___岁 + 830年 = 895岁死了 

雅列 

       ___岁 + 800年 = 962岁死了 

以诺  

       ___岁 + 300年 = 共活了365岁(改变升天) 

玛土撒拉 

       ___岁 + 782年 = 969岁死了 

拉麦 

       ___岁 + 595年 = 777岁死了 

挪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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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亚当到以诺的家谱是_______的。 

(犹 1:14)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heb-do-mo-seu-a-po-a-dam-he-no-keu’() 

‘从亚当开始，第___是以诺’的意思。 

 

(2)从以诺到挪亚的家谱是_______的。 

①以诺活到65岁，生了玛土撒拉。 

(创 5:21) 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玛土撒拉。 

②玛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 

(创 5:27) 玛土撒拉共活了九百六十九岁就死了。 

③玛土撒拉去世时是什么时候？ 

玛土撒拉的希伯来语 

‘me-tu-syel-la-heu’( )表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意思。 

④玛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 

拉麦活到182岁，生了挪亚。 

洪水是在挪亚600岁的时候发生的。 

因此玛土撒拉__________岁的时候，世界的终末到来了。 

(创 5:25) 玛土撒拉活到一百八十七岁，生了拉麦。  

(创 5:28) 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生了一个儿子， 

(创 7:6) 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 

 

3. 以诺家谱中所包含的救赎经纶 

(1)以诺不见死的证据  

(来 11:5) 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 神已经把他接

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 神喜悦他的明证。  

(创 5:5) 亚当共活了九百三十岁就死了。 

(创 5:8) 塞特共活了九百一十二岁就死了。  

(创 5:11) 以挪士共活了九百零五岁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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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5:14) 该南共活了九百一十岁就死了。 

(创 5:17) 玛勒列共活了八百九十五岁就死了。  

(创 5:20) 雅列共活了九百六十二岁就死了。  

(创 5:23) 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创 5:27) 玛土撒拉共活了九百六十九岁就死了。  

(创 5:31) 拉麦共活了七百七十七岁就死了。 

 

(2)以诺得到改变的过程  

①彻底的____。 

(创 5:22) 以诺生玛土撒拉之后，与 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创 5:24) 以诺与 神同行， 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同行的秘诀是____的信仰。 

以诺通过__________拥有了终末信仰。  

以诺拥有了对＿＿＿与＿＿＿的终末信仰。 

(犹 1:14)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犹 1:15)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

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  

(犹 1:16) 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

为得便宜谄媚人。” 

犹1:14里“降临”的希腊语是‘leu-ko-ma-i’()的过去形态‘el-den’(

)。以诺的心里已经凭借信心事奉着_____生活并且同行。 

 

②是上帝的_______。  

(创 5:24)的‘取去’的希伯来语‘la-ka-heu’( )表示‘取走、拿走’的意思。该

单词在(王下 2:9-10)中，上帝改变以利亚，接走以利亚的时候使用的单词。 

在终末，上帝也会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让我们得到_____将我们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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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 4:16)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 神的号

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帖前 4:17)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

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林前 15:51)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改变，完全是上帝主权性的恩典。 

 

4. 拉麦家谱中所包含的救赎经纶 

==>亚当的信仰传授  

(1)亚当活到930岁，与九世孙拉麦至少生活了＿＿＿＿年期间_______生

活，向拉麦传授了______。 

(创 5:28) 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生了一个儿子，  

(创 5:29) 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

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  

(创 3:17)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2)信仰传授的方法 

①要______话语才行。 

(申 6:7)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

论。  

①殷勤教训 = 希伯来语> sya-nan ( , 刺、扎)的强调形态 = _______教育 

②谈论 = 希伯来语> da-ba-leu ( , 说)的强调形态 = _______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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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要将话语_____化才行。 

(申 6:8) 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  

(箴 3:3)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版上。 

①系在手上为记号 : 手是____的器官 = 按照话语____! 

(诗 119:133) 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  

(雅 1:22-25)  

(22)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23)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象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24) 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25)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何 14:9)，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

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 

 

② 戴在额上为经文 : 额是_____的器官 = 按照话语____! 

(诗 40:8) 我的 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③要将话语_____才行。 

(申 6:9)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①房屋(家庭) – 将话语扩散到整个_____  

②城门(希伯来语> , sya-a-leu, 村庄或城市的入口大门) – 将话语扩散到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