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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第一至二章 

第一章九至三十一节 

现在第三天，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

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

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创世记 1：9－11） 

这几节经文的重点是青草，菜蔬都各从其类。我们从不会对这句话有任何疑意。几千

年来人类都在播种麦子，人们必须先种下一粒麦种，然后才可能看见麦子长出来，因

为菜蔬一定会各从其类。每一粒种子里面都有其独特的小密码，而这个小密码就决定

了他长出同类的菜蔬。这真是奇妙！ 

我们要来看看神这位天才发明家的发明，祂不但创造各种各类的种子，而且让这些种

子能够被传播到其他的地方去。我对这件事情特别有兴趣，我发现神为了让这些种子

能够传播开去，作了特别的设计。 

从松果的种子我们看见，如果他从松树上直接掉下来，就没有办法生存很久。因为这

棵母松树这么大，把地上的养份都吸收掉了。另外，在大树底下不仅缺少阳光，而且

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新的松树成长。 

所以松树的果子必须要离开母松树远一点才有机会成材。怎么办呢？神在松子的种子

上设计了一个小小的翅膀。当松果要枯干的时候它就开始爆裂，里面的松子就自由的

落下来，并借着它像直升机螺旋桨一样的小翅膀，旋转到离松树足够远的地方。当它

最后落地的时候就找到了很适合松子发芽生长的环境，好长成一棵新的松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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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我不知道，一棵松树决定说：「我要种子离开我远些」之前，

已经生长了多久，使它们可让自己的种子长出小翅膀来。 

其他种子比如豆荚，当它枯干时就会爆开，射出爆炸类的种子。另外还有一些种子身

上有一个小钩子，当你或什么动物从这个植物旁边经过的时候，就勾在你的裤子上或

袜子上，搭个順風车。所以当你有什么感觉，在脚踝那里有点刺痛，就弯下腰拔出并

甩掉它。噢，你已以经在为它繁衍后代了。 

还有其他的种子，会分泌出一种快干粘液。你一碰上它的时候就粘上你，可是粘液很

快就干了，它就掉落下来，于是就传播开来。还有一种种子长着带很香甜汁液的果

肉，当你或动物吃了它，它就从粪便中拉出来，这样就把它的种子带到其他地方繁殖

生长。 

种子设计的各种传播方式确实吸引人。一些种子长了一个小小降落伞，它们是在顶部

长出一把小伞，等风一吹过来，它就飘起来。种子就在空中乘风而行，任凭风把它带

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扎根生长。 

再说椰子的种子，就更让人觉得稀奇。它们如今已经遍布了整个南太平洋。椰子种子

的外层有一层防水外壳把自己包起来，当狂风来的时候，就落到水中。水波就载着它

越过海洋，然后把它冲到大洋对岸的海滩上的某处。 

海浪又用很多的沙土把它埋起来。这时种子已经有了足够的水用以生根，到这个根长

强壮了，就可从沙土中吸取养份，渐渐地一棵小小的椰子树就长起来了。长成后，它

会接续越过南太平洋传播繁殖的过程。 

果子包着核，菜蔬结菜种，青草结草种，都各从其类。这是上帝这位发明天才多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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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见证！正如诗篇十九节一至三节所说：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

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诗篇 19：1－3） 

你只要向周围看看，神就会会借着小草，蔬菜，花朵，或树木对你说话。你可以透过

神所创造的大自然，发现神的智慧。例如祂设计了树叶，吸收阳光并将阳光转换成能

量„这就是所谓的光合作用„透过光合作用，让树木和其他生物都得到能量。  

祂的智慧多么的奇妙！当你确实地看见大自然的这一切，你会觉得神真是一位奇妙的

创作天才。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

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

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创世记 1：12－14） 

在这里的「光体」，原文用的字是「Meor」，希伯来文中「光」字是「Or，」。而

「Meor」意思是载光体。所以十四节意思是：神说天上要有载光体。 

「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创世记 1：14） 

我们的时间单位是用太阳和月亮来计算的，一般人都认为地球环绕太阳一圈是一年三

百六十天，这是以往巴比伦所用的年历，其他一些古老的文化，比如：玛亚文化，印

加文化，中国的历法也都是一年三百六十天。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地球绕行太阳的轨道有了一些变化，大家都知道现在地球转一圈

的时间是三百六十五天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我们不太确定是什么原因产生了这

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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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以马在他那本《被撞击的地球》一书里提到他的一个理论，他认为当水星进入太阳

系的时候，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发生了变化。 

现在我不知道对不对，也许很有可能。因为他提供了很多的证据来支援他的理论。无

论如何我们都知道地球上人类所用的「年」是以地球绕太阳一圈来算的，而「月」是

以月亮绕地球一圈来算的。所以它们是用来作记号，为我们定时间，节令，季节等

等。这真是十分有趣。 

如果这是神再造的过程，那么在第四天，神其实并没有造太阳和月亮，祂不过是让它

们恢复到正确的位置，然后再除去覆盖在地球上的云雾等遮拦物。这样人们就看见了

太阳和月亮。 

现在有了晚上和早上，只是阴天的时候天空很阴暗，我们凭肉眼看不见太阳，但仍然

知道是白昼，因为有光线；到了晚上我们也知道是晚上，因为天黑了。有的时候云把

月亮遮住了，我们看不见它了，可还是知道它的存在。 

第四天的时候，神把一些原有的云雾挪去，人们就看得见这两个光体了。如果它们不

是本来就存在的话，而是第四天才被创造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在第四天之前，

神也说有白昼有夜晚。所有这些情形似乎说明“间隔论”是可信的。在第一节中，天

和地己经被造了，随后的经节则是在说明天地的再造。 

现在，迷蒙的云雾层已去掉，太阳，月亮都看得见了，神用它们来定年，月，日，作

时间的记号，大的光体掌管白天，小的光体掌管夜晚。 

我们知道，月亮本身是不会发光的，这和圣经并没有冲突，因为十四节说月亮不过是

一个载光体。从某种意义上看，镜子也算是载光体，就像月亮那样。这和希伯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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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or」是相符的。它指的不是光源。 

「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

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

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

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

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

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

第五日。（创世记 1：15－23） 

在第五天，我们看见动物类的生命被造出来。首先是水中的动物。 

「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创世记 1：20） 

神造出的水中活物多么丰富！依然有各种各样的设计，真是千变万化！我最喜欢在夏

威夷作海底潛水，因为我可以看见各式各样数不清的水中生物。当然还有很多我还没

有看到。水族类生物太丰富了。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想，怎么神造这么多长相奇怪的鱼呢！它们这么千奇百怪，可是神

却加给他们异常华美的色彩！对我来说，非常令人兴奋。神真的不会局限于单一的设

计方案。 

如果你看看周围的人，你就知道神真是不局限于一种设计。没错，我们人类的长相基

本上是一样的，我们都有鼻子，有眼睛，有眉毛等等，还有，至少我们大多数人都有

头发。 

你知道我们都有嘴巴，有牙齿，有下巴，有脸颊，但是我们又长得各不相同！我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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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样的五管，却长得都不一样！这就是神的见证。见证了神的灵巧，神的创造天

才。祂能用一种基本结构创造出无穷的多样性。 

很明显，我们的神喜欢变化多样。连冬天的片片雪花祂都能造得不一样，每一片雪花

都是一个完美的几何图形。每年冬天飘下来成千上万的雪花，竟然没有两片是一样

的。神实在喜欢制造多姿多彩的样式。而且，当你在显微镜下看雪花时，将会发现它

们的几何图形与设计是多么精美绝伦。 

因此，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有些人可能看起来有点相像，但是却又不完全一样。你

知道当你看见双胞胎的时候，你也能凭肉眼把他们区分开。因为在任何两个人之间都

有足够多的不同点。尽管双胞胎从同一个细胞受孕，再分裂成了两个细胞，他们有相

同的染色体和基因成分，却仍然会出现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我对神创造实在好奇，我

非常喜欢看不同的生命形式。 

我喜歡看那些到处飞的昆虫，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虫，不知道它们要飞到哪里去，我

怀疑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要飞到什么地方去，但它们就是会飞。 

它们飞行的样子是不确定的，有的时候它们让人讨厌，有时会落在地上，有时就落在

我正在读的圣经上，我就盯着看它们，想好好的观察它们一下。我会对这些小虫说，

你们这些奇妙的小东西，你们会飞，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我们。它们设计得真是奇

妙，构造真是精巧，可以从我这本书上以变换多样的方式飞走，真是惊人！ 

你也许讨厌苍蝇，可是你必须承认它的设计是何等的精巧！苍蝇的翅膀可以向后展

开，所以不只是盘旋，它几乎可以倒退飞行。它飞的时候可以随时转向不同的方向，

可以突然降落在天花板上再往前走。有时候我在想，它到底要在离天花板多近的地方

才翻身降落在天花板上。你也很好奇，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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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神是何等奇妙！祂的智慧又是何等浩瀚无边！在我们所能看见的生物形态里显

出的创造才能是何等的伟大。在第三天，我們有了基本的动物，植物。 

到第五天，有些更复杂的生物形态便出现了。前面所说的植物需要有根，它们的根当

然很奇妙，每一个植物的根都是一个小小的化学实验室，它们伸入地里吸取植物所需

的化学物质，以滋养这种特定植物。它能分辨不同的化学物质，从土壤中探知该特定

植物所需的化学物质，并从土壤中得到水分和其他养料，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但我们这里看到的更复杂生物却有更强的独立性。它们不需要在地上生根，不需要固

定在地上，可以在地上行动。上帝创造的多样性及其过程实在是太奇妙了！水中充满

了各类的水族；空中也充满了神所造的各样飞鸟。那些鸟的生命本能尤其令人啧啧称

奇。 

我对一种夏威夷小鸟非常着迷，它们每次要交配的时候就飞到阿拉斯加附近的阿流申

群岛去。它们从夏威夷开始飞，一直飞到阿拉斯加，在那里交配完以后，就筑窝下

蛋，再把小鸟孵出来。那个时候冬天差不多快到了。它们不愿意在阿拉斯加过冬，这

谁也不能怪它们。 

也许你还很羡慕它们跑到夏威夷去过冬，它们飞越了几千哩远的大洋，没有带行李，

也不用氧气筒，也不需要罗盘等其他导航设备，它们就这么简单的起飞了。 

他们一直就飞到夏威夷，也许途中会遇到海上风暴，风速最强的时候会达每小时一百

多，两百多英里，把它们吹离原先的航道以外，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它们能找回到原有

的航道继续飞，一直飞到夏威夷，也许你会说它们记得当初飞过的那条路。 

可是它们怎么样辨识曾经走过的路呢？有人说它们的体内具有某种器官可以感应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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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磁场，因此它们不会迷路， 

我不知道它们怎么会有认路的本事，可这些鸟每次都不一定走同样的路线，所以刚才

那个假设并不能成立，你想！那些鸟爸爸，鸟妈妈飞往夏威夷的时候，小鸟还在窝里

还不能飞那么远。因此，鸟爸爸鸟妈妈飞去了夏威夷，小鸟们留在了阿拉斯加！但这

没什么大碍，几个礼拜后，小鸟们会同样直飞夏威夷。想想看，它们此前从未去过那

里呢！ 

是神给了这些小鸟特殊的本能。那就是小鸟的脑袋，不是一个很大的电脑，还要微软

系统！ 

啊！神的智慧，神的智慧！看到神所设计的大自然，让我们多么兴奋啊，这一切都见

证我所事奉的神是一位何等有智慧的神，我实在充满了喜乐，因为我可以事奉祂，我

真高兴我能认识祂，认识这样一位充满荣耀，充满智慧的神。这天，神创造了哺乳动

物，有大鲸鱼，有其他的走兽以及很多驯良的动物，都各从其类。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创世记 1：23）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

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

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祂们管理海里

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

形像造人，乃是照着祂的形像造男造女。（创世记 1：24－27） 

现在我们发现神全部创造的顶点，神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生物，现在祂想要一个人来管

理这一切，所以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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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创世记 1：26）  

「我们」是指三位一体的神，在创世记第一章第一节这个字就已经出现了， 

起初，神„（创世记 1：1） 

在希伯来文里神这个字用的是“以罗欣（Elohim）”这个字，它是一个多数形式，在旧

约其他地方曾被翻译为「众神」，希伯来文里单数的神字是“以利（El）”，双数的

神字是“以拉（Elah）”，“以罗欣（Elohim）”多数的神字。因此，甚至圣经的第一

节就表达了三位一体神的概念。“起初，神„”“以罗欣（Elohim）”神，不是单数的

“以利（El）”神，创造了天地。 

神的灵，就是圣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神说」这个时候神说话了，我们就有了神

的道。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祂造的。（约翰

福音 1：1－3） 

现在，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记 1：26） 

神说「我们」，祂在跟谁说话呢？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这是我们有限的大脑没有办法

理解的。这里是神的三个位格在开会商议，祂自己决定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像和

样式造人。」这样神就照祂三位一体的本性造了人。 

所以你看到，神是至高的三位一体的神，而按着神的形像造的人呢，是次等的三位一

体。至高的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灵，而次等的三位一体的人则是灵，魂，体的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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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着祂的样式造的」。神最大的特点是祂的自主性，按祂的意志，祂的能力，去定

下祂的目的或意愿。人既然是按神的形像和样式造的，他也被造得有自主能力。 

我有自己作决定的权力。我可以选择我所要的是什么，我有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本

领。因为我是按神的形象造的，祂是自由意志的存在者。 

如果神创造了我，给了我选择的能力，却不给我选择的机会，那岂不是没有意义吗？

如果没有任何事物供我选择，那选择能力对我又有什么价值呢？ 

神不但给我们选择的能力，祂也尊重我所做的选择，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样的，如果

我有做选择的自由，但所作的选择却不被尊重，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假如说：「我要

做这个。」神说：「愚蠢的选择，你不能做。」这就不叫自由选择了。祂没有尊重我

的选择，那我也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神按着祂的形像造了我，给了我选择的能

力，祂也必提供给我几个选择的机会，并尊重我所作的选择。 

这就是自由意志的复杂性。神正是照祂的形象造了人。这也是神为什么造了人以后，

接着为人造一个园子居住，并将分别善恶树放进园子当中，然后对人说：「你不可以

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神给了人这样一个选择，因为人被造就有这个能力，除非让人有选择的机会，否则神

给人的自由意志就没有意义了。 

再说，神要尊重我所做的选择，如果我选择不要认识神，不事奉神，也不爱神，神还

逼我去天上，在那里我不得不爱神，不得不与祂在一起，不得不事奉祂，那神不就明

显错了吗？ 

我说：「我不要神进入我的生命！我不要神在我的身边！我也不要神管我的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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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神还一定要管我的事，那就是不尊重我的选择。如果祂让我作选择，又不尊重我的

选择，那选择对我来说又有什么价值呢？ 

但因为神爱我，祂确实对我说话，来影响我的选择。祂知道对我而言什么是最好。祂

了解我，爱我，知道对我来说什么是最好，就来影响我作选择，引导我作选择。 

不过，我有最后的权力说：神，请你让开，我不要跟随你，如果我这样做，神不会将

祂的选择强加给我。因为那就变成了不自由的选择。 

神最明显的情感特征就是爱。神按祂的形像造我。所以我们人类就具有「爱」的美妙

能力，使我有能力去爱，使我有能力施予爱，接受爱。让我明白施予爱，接受爱的意

义。因为我是按着祂的形像造的，而祂在情感方面的特征就是爱。 

当我选择跟随神，照着祂的爱去爱人的时候，神就得着荣耀。但是我不一定要这样

做，我有选择权，如果我要选择恨，也可以。但我里面有爱的能力。 

人按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并不表示外在形体上像神。没有人知道神到底长什么样

子，神总是拒绝人们制作神的像。因此，旧约里神向人显现，却没有形象。所以人没

办法用形像来思想神，去雕刻出什么形像来代表神。 

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身上看见神的形像，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主耶稣里面。当神创

造我们身体的时候，祂给我们造了耳朵让我可以听，祂设计让声音在我耳膜里震荡，

所以我耳朵里小小的骨头就把声波送到我脑子去，然后脑子就把这些声波翻译成话语

使我能够明白，所以每一次我想到听的时候，就想到我的耳朵。 

我知道神也可以听见，但并不表示神一定要像我一样是有耳朵的，我需要耳朵才能听

见，神并不需要耳朵才能听见，比如说话，我发音的时候必须使用我的喉咙，我的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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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我的牙齿和我口腔内的上膛等部位，当这些器官配合妥当以后，然后我用力推送

空气使发出去的声音有一个特定的形态，借着你和我共同认识的语言，我就能用我所

发出来的声音和你产生有意义的沟通，所以我能跟你说话。 

我们知道神也说话，但祂不一定是像我们一样需要有发音的器官，发音箱，声带，舌

头等等。再说我们的视觉，在我们的眼睛里有这样一个小小视觉系统。眼球后部有玻

璃体，它可以每秒钟拍十八帧影像，然后以振波形式传送到大脑。这样，我的眼睛就

把周围的世界呈现给我看，是以我的头脑明白的振波传送给我的大脑。 

而视觉系统对所有这些影像的振波，又以每秒十八帧的频率进行解码，解释和整理。

所以，我能很快认出你，然后说：「噢，这位就是„」同时，我可以看出你所穿衣服

的颜色，以及其他所有东西。你的眼睛要将这一切都收集好并将之传到脑子里去了。

难怪一天下来你会很累。 

然而，我知道神会看见，但并不表示祂需要像我这样需要眼睛和视觉系统。只是当我

们讲到神看见的时候，就把视觉和眼睛连在一起，说神的眼睛在全地寻找。但事实

上，神并不需要眼睛才能看见，因为眼睛并不是看得见的基本要素。 

所以神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祂也不要你我知道，因为我们这些人一旦知道神

是什么样子，就会很愚昧地马上去替祂雕一个像，然后就把这雕像挂在脖子上，渐渐

地就会以为挂在颈子上的这块小木头，这个小雕像就是神。 

神是太伟大太伟大了，祂是无限的，不能被限制在一种形像中挂在你的脖子上，或缠

在手腕上。这位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祂是无限量的，祂存在于我们的心中，没

有特定的形象。因为神是个灵，凡敬拜祂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祂。而神也寻找这样来

敬拜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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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给人的第一条诫命就是，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 20：3） 

在利未记廿六章一节也是这么说： 

「你们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甚么錾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利未记 26：1） 

神要以没有固定形像的形式存在你心里。 

就这种意义而言，我不看重耶稣的图片，因为那会使我们想要给神定一个形象。其实

没有人知道主耶稣长什么样子，当然你可以去想象，去想象祂头发披肩，留着胡子或

是什么的。但等我们到了天上，你甚至可能认不出祂琮。也许你会像以赛亚书里所说

的，当你看见祂的时候，你会非常惊讶。唯一可以让你我认出耶稣的，就是祂手上的

钉痕，肋旁的枪伤。 

就好像我们上个礼拜讲道的时候所说的，也许在天上主耶稣是唯一的一位身上有缺陷

的人，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都会有新的身体，都会看起来非常完美，一无缺陷。可是

我们会知道谁是耶稣，因为祂身上有缺陷，我们将不知道什么叫做软弱，什么叫做苦

难，什么叫做痛苦。但耶稣仍然带着十字架的印迹，是唯一身上带着缺陷的人。 

神按着自己的样式造我们，也就是说神给我们有属灵的本性和象神一样的自由意志，

以及爱的能力。神将这些能力赐给了你和我。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

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记 1：28） 

神把地球交给人管辖，交给人治理，祂让人在全地上做管家，要他们当生养众多，遍

满地面赐福这地，也管理神所造的其他一切受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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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

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

草赐给他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创世记 1：29－30） 

所以全地的动物都吃草，吃植物，在创世初期没有哪一样动物吃肉。整个地上的生物

和神都处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创世记 1：31） 

第二章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章的头三节，这三节应当是属于第一章的，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创世记 2：1） 

包括了天堂的天使。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祂一切的工，安息了。（创世记

2：2） 

这里的意思不是说神疲倦了，祂需要休息，而是说祂创造的工完成了，祂创造了每一

样祂要造的，所以祂就结束了创造之工安息下来。正如经文所指出的那样，神在六天

之内创造了和再造了所有的一切，所以祂就休息，不再创造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创世记 2：3） 

「圣日」的意思就是把第七日分别出来， 

因为在这日神歇了祂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世记 2：3） 

神分别第七日作什么用呢？神分别第七日是为了叫人认识祂。第七日是用来认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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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神的，我们以安息的方式这样做。这是我们可以认识造物主宰的日子；它被分别

为圣，好让我们赞美造物主。因为祂替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证據在祂所造的万物之中。 

后来，神呼召一个民族的人，分别出来归给祂自已。我们将发现祂在第七日赐给他们

一条律法：一个神与以色列民之间的永远的约。在六天当中他们要作工，但第七日他

们要休息；六年当中他们要耕种田地，第七年他们要让土地休息，六年里他们也许会

被奴役，但第七年他们会被释放得自由。这个「六」和「一」的模式被神在祂的子民

以色列人的历史长河中建立起来，也交织在以色列人的文化里。 

我们看见每一件事在创世记第一章都显得那么美好，宇宙被造好了，世界也造好了。

四围的环境是专门为人类而设置的：有菜蔬，有果树给他们作食物。大气中有湿润的

空气来滋润全地，水流体系也有了，还有各种动物等等，这些都由人来管理。一切都

做好了。第七日，神歇了祂造物的工，祂安息了。 

当我们进入第二章，发现人被造的摘要重述，人的创造被再次强调。神的名字不像在

第一章里面只叫「Elohim」，而是更加个人化的字，历为第二章更多论及人的被造，在

第二章里有关于人的被造的细节。因此，我们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看见神这

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名字「耶和华」(Jehovah)」，或「以罗欣」（Elohim）。「耶和华」

的意思是「成就的那一位」，指神和人的关系，祂关心人的需要，满足人的需要。 

现在有一些圣经批评家认为创世记不是一个作者写的，而是由很多作者写的。其中第

一章是神的名字用「以罗欣」（Elohim）的作者所写；第二章是将神的名字用「耶和

华」(Jehovah)」的作者所写。之后，你看到所谓的教士版。再然后，你又会看到所谓

「EPJ」或「JEP」之类的概念，是指由多位作者写成。有人甚至抛出一个不知从哪里

来的「I」版本。这些愚蠢无知，不合情理的辩论是没有价值而且也不能帮助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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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加入这种辩论的原因。我不愿加入这场争辩。他们这样做是浪费你

我的时间。重点不在于是谁写的，因为唯有圣灵的感动才能写得出来。与其费力去弄

清作者是谁，还不如清楚究竟写了什么。 

因此，我们应直接弄清经文的内容，几乎不留多少精力去注意他们那与人无益的争

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明白神说的是什么，不是他怎么说或他对谁说。因为所有

的圣经经文都是由神的灵感动得来的。根本上讲，圣灵才是圣经的作者，谁被圣灵感

动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 

下次我们接着看第二章，按着这个速度也许我们整本圣经还没教完，主就回来了。不

过，我不介意。圣经最后一节正是这样写的： 

「主耶稣阿，我愿你来。」（启示录 22：20） 

如果你没有这么跟主说，也许当你遇到痛苦磨难的时候，你就会这么说了。当危机快

临到的时候，就有人提醒我们，警告我们这些话。只是有些人仍然过着仿佛没有明天

的生活，事实上，我们真的很快就要到没有明天的日子了。我们看见时间快接近终点

了，快到倒数计时的时候了。 

「主耶稣阿，我愿你来。」（启示录 22：20） 

我们的时日真是令人兴奋，接下我们还有许多东西与大家分享，一旦我们将我们的资

讯资料整理好就可进行。更不要说，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因为我们更要警醒预

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