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田中的秧田(創世記 1-3 章)

梁家聲編

由創世記認識神的旨意
一、神的創造
(一) 起初與太初
創 1:1
約 1:1

起初 神創造天地。
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

(二) 原初創造變成荒涼
1. 撒但墮落被摔在地上
賽 14:12 明亮之星、早晨之子阿、你何竟從天墜落‧你這攻敗列國的、何竟被砍
倒在地上。13 你心裏曾說、我要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 神眾
星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北方的極處、14 我要昇到高雲之上‧
我要與至上者同等。
啟 12:9 大龍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
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2. 地變成空虛混沌．淵面黑暗
創 1:2

地是(變成)空虛混沌．淵面黑暗．

(神原初的創造因撒但魔鬼被摔在地上而變為荒涼，所有原始生物都被毀滅。這些
事的年日究有多久，是我們所不知道的。)

(三) 神的復造
1. 神復造的憑藉：
(1)神的靈(1:2 節下)
創 1:2

神的靈運行(「伏印」、「覆卵」)在水面上。

(2)神的話─「神說」(1:3，6，9，14，20，24，26 節)
創 1:3
詩 33:9

神說、要有光、就有了光。
因為他說有、就有‧命立、就立。

2. 第一日的復造──分別光暗(1:3~5)
3. 第二日的復造──分別上下，造出穹蒼(1:6~8)
4. 第三日的復造──分別水地，造出植物(1:9~13)
5. 第四日的復造──派置天上的日、月、星等光體(1:14~19)
6. 第五日的復造──造出水中和空中各樣動物(1:20~23)
7. 第六日的復造──造出地上各樣動物和人(1:24~31)
創 1:31
詩 19:1
啟 4:11

神看著一切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六日。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諸天述說 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我們的主、我們的 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了萬
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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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神創造的經過
1. 第七日神歇下創造之工安息了(2:1~3)
創 2:2

路 6:5

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了他一切的工、安息
了。3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 神歇了他一切創造的
工、就安息了。
又對他們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2. 重述神創造天地的經過(2:4~6)
3. 重述神創造人的經過：
(1)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2:7)
創 2:7

耶和華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了有靈的
活人、名叫亞當。

(2) 神將人安置在伊甸園裏(2:8~15)
創 2:8

耶和華 神在東方的伊甸立了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裏。9 耶
和華 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來、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
食物．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和分別善惡的樹。10 有河從伊甸流出來滋
潤那園子、從那裏分為四道。11 第一道名叫比遜、就是環繞哈腓拉全地
的．在那裏有金子、12 並且那地的金子是好的．在那裏又有珍珠和紅瑪
瑙。

(3) 神吩咐人不可吃分別善惡樹上的果子(2:16~17)
創 2:16

耶和華 神吩咐他說、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喫．17 只是分
別善惡樹上的果子、你不可喫、因為你喫的日子必定死。

二、人的受造與墮落
(一) 神造人的目的
1. 是為神自己的榮耀：
賽 43:7

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作成、所造
作的。

2. 與神相像並替神掌權：
創 1:26
創 1:27

神說、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理海裏
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切昆蟲。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女。

(1) 要照著我們(神)的形像 – 裡面的相像
(2) 要按著我們(神)的樣式 – 外面的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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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旨意在人身上的完成：
(1) 羔羊的婚筵(生命像主)
啟 19:7

我們要歡喜快樂、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了、新婦也自
己豫備好了。8 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行
的義。9 天使吩咐我說、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了。又
對我說、這是 神真實的話。

(2) 千年的國度(同主掌權)
啟 20:6

在頭一次復活有分的、有福了、聖潔了．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
柄．他們必作 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年。

(二) 神為亞當造一個配偶(2:18~25)
1. 那人獨居不好－為亞當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創 2:18

耶和華

神說、那人獨居不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2. 取亞當的一條肋骨造成夏娃－由基督的復活生命產生教會
創 2:21

耶和華 神使他沉睡、他就睡了．於是取下他的一條肋骨、又把肉合起
來。22 耶和華 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肋骨、造成一個女人、領他到那
人跟前。

3. 基督和教會極大的奧祕
創 2:23

弗 5:24
弗 5:29
弗 5:31

那人說、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他為女人、因為他是從男
人身上取出來的。24 因此、人要離開父母、與妻子連合、二人成為一
體。25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露體、並不羞恥。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25 你們作丈夫的、要
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從來沒有人恨惡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30
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有古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
為這個緣故、人要離開父母、與妻子連合、二人成為一體。32 這是極大
的奧祕、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說的。

(三) 神旨意在人身上的失落
1. 蛇向女人引誘(3:1~5)
創 3:1
創 3:2
創 3:4

耶和華 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切的活物更狡猾。蛇對女人說、
神豈是真說、不許你們喫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麼。
女人對蛇說、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喫．3 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
子、 神曾說、你們不可喫、也不可摸、免得你們死。
蛇對女人說、你們不一定死、5 因為 神知道、你們喫的日子眼睛就明
亮了、你們便如 神能知道善惡。

2. 二人吃了分別善惡樹上的果子(3:6)
創 3:6

於是女人見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
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來喫了．又給他丈夫、他丈夫也喫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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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人違背神吩咐的後果：
(1) 眼睛立即明亮，知道自己是赤身露體(3:7)
創 3:7

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亮了、纔知道自己是赤身露體、便拿無花果樹的葉
子、為自己編作裙子。

(2) 躲避神的面(3:8~13)
創 3:8

天起了涼風、耶和華 神在園中行走。那人和他妻子聽見 神的聲音、
就藏在園裏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 神的面。9 耶和華 神呼喚那人、
對他說、你在那裏。10 他說、我在園中聽見你的聲音、我就害怕、因為
我赤身露體．我便藏了。

(3) 神對蛇的判決(3:14~15)
創 3:14 耶和華 神對蛇說、你既作了這事、就必受咒詛、比一切的牲畜野獸更
甚、你必用肚子行走、終身喫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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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神對女人的判決(3:16)
創 3:16

又對女人說、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女必多受苦楚．你
必戀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

(5) 神對男人的判決(3:17~19)
創 3:17

又對亞當說、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喫了我所吩咐你不可喫的那樹上的果
子、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勞苦、纔能從地裏得喫的。18 地
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來你也要喫田間的菜蔬。19 你必汗流滿面纔得糊
口、直到你歸了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
土。

(6) 判決中的恩典(3:20~21)
創 3:21

耶和華

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給他們穿。

(7) 被趕出伊甸園(3:22~24)
創 3:22

耶和華 神說、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惡．現在恐怕他伸手又
摘生命樹的果子喫、就永遠活著．23 耶和華 神便打發他出伊甸園去、
耕種他所自出之土。24 於是把他趕出去了．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路
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燄的劍、要把守生命樹的道路。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