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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寻溯生節的源头——刚世

本课目的

从世界受造的过程看到神的属性，明白神与人的关系，以至看清 

自己生命的目标。

破冰问题

1 .你还是小孩时，有没有问过你是如何生出来的？为什么很多小孩 

都会这样问？

2 .你认为创世记中有关创造的记载是历史事实吗？为什么？ 

背景导言

请参阅"五经”导言。(见第1页)

一直以来，人类都渴望寻找生命的根源。究竟人从哪里来呢？是 

进化而来，还是神所创造呢？圣经的第一卷书是创世记，而创世记第 

一及二章，正是记载了神创造世界的过程。有人误以为基督教圣经 

中的创世记是为回应进化论而有的，其实，有关"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的人类进化假设(要留心，进化论只是基于一个假设而引申出来的 

一个理论)，是在19世纪才有的。所以，创世记的记载并非要解答进 

化论。

创世记是摩西五经(Pentateuch)中的第一部分。创世记在希伯来 

文圣经是以全书的第一个字作书名(音be-re-sit')-是“起初”的意 

思。英文名字Genesis是参照希腊文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而来，意 

即“来源”或“开始”。从应用的角度看，开始，不单是指"宇宙的 

开始”，亦可以指“救恩的开始”、“神子民历史的开始”，更可以 

是指“人认识神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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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播映(14:00)
请学员观看本课影片，观看前先看影片溫习填充题目，以便观看 

影片时留意内容重点。

影片温习

请学员观看本课影片时、或看完后填充答题。

1 .人有一个共同愿望去探索生命的来源。

2 .摩西写创世记是为了抗衡多神的宗教和鼓励以色列人顺服独一 

的真神°

3 .创一3-31，六日创造的过程可分成两部分，先是立定领域，然 

后是填满天地。

4 .创造的重点：是结束混乱无序的状况、显示神的智慧和独一性 ， 

更是说明了神的能力。

讲义提要 

一•创世记写作目的

1 .创世记是要帮助我们回答：

(1)我们从哪里来(来源)

(2)我现在做什么(意义)

(3)我将来去哪里(终极)

2 .排除不同文化体系创世神话。

3 .告诉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就好似进入耶和华神创造的伊甸美 

景。

二•创世的过程

1 .比较创世的过程与以色列人出埃及过旷野的经历。

2 .六日的创造：

(1)立定界线与领域

第一日 光、暗

第二日 空气中的水

第三日 陆地、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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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满整个天地的内容

第四日 日、月、星辰

第五日 鱼、鸟

第六日 动物、人类 

三-世界创造与人类的关系

1 .神当日有能力创造，今日同样有能力拯救。

2 .神创造后的安息，同样让以色列民可进入应许之地得享安息 。

3 .神不但创造人类，更为人预备了合适的环境、食物、工作、配 

偶。

四•认识创造的神

1 .神的话语表示出祂是有位格、有智慧、又满有能力的神。

2 .创造表示出神自发、主动的恩典。

3 .独一的真神在一切受造物之上，包括人手所造的偶像。

4 .创造说明了人的地位特殊：拥有神的形像，能够与神沟通，能够 

管理整个宇宙。人可以在与神特殊的关系里，找到人生的意义、 

价值和归宿。

五•总结

创世是救赎的基础，耶和华神的创造与拯救，不仅是对以色列 

民，而是对全人类都具有丰富意义。

经文学习

创二 4-25
先读一遍经文，然后一起讨论下面的问题

1 .你认为人在生命中有什么必需品？

答：（这一条是分享问题，没有指定答案。）

2 .神为亚当在伊甸园中预备了什么？

答：适合居住的环境（花草树木、河流）、有果子及菜蔬作食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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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里工作，并为他预备了配偶。（请参阅参考资料“二”部分）

3 .神为亚当所预备的事物，反映神哪些方面的特性？

答：（1）神是恩典的神，祂为人预备生命中的必需品。

（2）神是权能的神，祂单用说话，就安排了宇宙万物的位置；又与 

人分享这分权柄，设立人在园里修理看守和为鸟兽命名。

（3）神是丰富完美的神，祂的创造不但奇妙精密，更有息息不断的 

繁殖力。

（4）神是有秩序的神，祂的创造有条有理，层次有序。

4 .这一段对神的称呼跟创一1至二3有什么不同？目的何在？

答:本段幵始-对神的称呼由“神”变为“耶和华神”（Yahweh 
Elohim），强调神与人类之间特殊而密切的关系。后来神与以色 

列民立约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个名字。另一个讲法是，"神"代 

表"公义”的属性，而"耶和华”代表“怜悯”的属性。（请阅参 

考资料“三”部分）

5 .亚当在伊甸园中有什么限制？你认为这样限制是否太苛刻？

答：（先让学员分享他们的感受。）

其实，16及17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先是神的赐予（可以随意吃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然后是神的禁令（不可以吃分另!］善恶树上的 

果子）。神并没有解释祂订立这赐予的原因，这显示出重点并不在 

于“为什么”，乃在于人应该明白神的主权，并顺服（听从）神的命 

令'因祂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Elohim）。再说，神容让他随意吃园 

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但却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因 

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可见动机是出于爱，我们不应只看限制的 

外表。例如，父母对年少子女的限制多，是出于爱与保护。（若时 

间许可，可讲解参考资料"二2”的部分）

6 .神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预备、委派或限制？你怎样回应？

答：（这一条是分享问题，没有指定答案；重点是帮助学员思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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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生活中與我們同行。）

7 .试从个人经历中分享神给你的供应，并分享那事件如何增加你对 

神的认识。

答：（这一条是分享问题，没有指定答案。） 

身体力行

1 .从耶和华神创造生命的过程中，你对神属性的认识是什么？这对 

你明白自己生命的目标有什么帮助？你明白神为什么要创造你？

2 .圣经中有很多神的命令，你认为这些命令有多重要？是否认为已 

经过时？是否会不断求问神为什么要遵守这些命令？还是你甘心 

顺服遵守这些命令呢？

3 .你是否愿意按神创造人（你）的本意，在生活上尽自己的本分呢？

你愿意在哪一方面更努力呢？你如何厘定具体步骤以达到你的目 

标？

（请学员预备在下一堂课分享自己身体力行的见证。） 

背诵金句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 

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一20 ） 

参考资料 

 -认识“训诲书”

1.名称

（1） “五经” （Pentateuch）：从创世记至申命记是一卷书，共有 

五部分。

⑵“训诲书” （Torah）:中文圣经一般译作“律法书”，意思 

是指“一卷采用教导意味的叙述，来教导、指引，或发出指 

令的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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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训诲书”的特色

（参黃仪章：《创造、立约与复和》，天道书楼）

（1）—体性

•在希伯来文圣经中，"训诲书”是一卷书而非五卷书。

• 出埃及记、利未记及民数记都是以“w”（音’waw，即

“和”或“and”的意思）这个字作幵始，显示出五经的一体 

性。

• 申命记中提到"训诲书"时都是以单数自称：The Book of 
the Torah （申廿九20，卅一26）
• 圣经中不同书卷的作者都以"训诲书"为一卷书。（书一8 ； 

王下十四6 ；代下廿五4 ；拉六18 ；尼八1）
- 耶稣自己引用出六6时，并没有指是出埃及记，而是指摩西 

的书 The Book of Moses。（可十二26）
• "训诲书"五卷的内容是记述以色列民族的起源及预备进入 

应许地的经过，前后互相呼应的。

（2）体裁：“律法Law”与“训诲Torah”的比较

• “律法”指出什么不应做=消极的逃避

• “训诲”指出什么应该做=积极的生活

3 .“训诲书”的主题

（1）不是律法

（2）乃是神与人的关系

4 ."训诲书”的分段

（参李思敬：《恩怨情仇论旧约》，更新资源）

（1）神子民的应许（创一-出十八）

（2）神子民的形成（出十九-民九）

（3）神子民的考验（民十-申卅四）

二•乐园中的生活

1 .安息

（1）创二15a： "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参创二 

8），“安置” 一字原文有两个意思：

8



-"安息”或“安全”(参创十九16 ；申十二10)。

•"呈献”，特别是指献东西给神(参出十六33-34)。

(2)因此，经文的意思是“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之中，以至人能 

得着安息与安全，并能与神相交”。

2 .敬拜与听从(工作的事奉)

(1)创二15b: “使他修理看守［园子］”。在原文中，［园子］一词 

并没有出现，而是用了一个阴性的代名词，而"伊甸园”中 

的“园”却是一个阳性的字。所以说，这个代名词并不是指 

伊甸园说的。

(2) “修理”在“训诲书”(Torah)中基本上用在"敬拜事奉 

神”的事情上。

(3) “看守”在“训诲书”中基本上是用在“谨守宗教命令及责 

任"(Religious commands and duties)的事情上。

(4)因此，人在伊甸园中主要是敬拜事奉神，并且听从祂的话。

(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在第四章该隐与亚伯懂得敬拜神及 

呈献礼物给神。)

=■神的名字

其实“耶和华神”这个称呼除了在出九30以外，在摩西五经中就 

只在创世记第二、三章出现过。解经家在研究“耶和华神”这个称呼 

在创二、三中的20次使用及在旧约其他地方的16次使用后，归纳出一 

个解释，指出在创一要采用不同的名号，是要显示出神不单是以色列 

的神(Yahweh) ——耶和华，也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Elohim) ——神 

(参出九30 ；撒下七25)。明显的例子是在创二、三中，只有三1-5节女 

人与蛇的对话中没有使用这个称呼。这种在两章圣经中的唯一改变， 

是因为当女人和蛇在对话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未在世上，因而神尚未 

是以色列的神(Yahweh耶和华)，所以不用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号。 

在他们的眼中，神也就是由创一幵始叙述的那一位宇宙万物的创造主 

(Elohim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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