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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第一章一至八节 

请翻开圣经创世记第一章第一节。 

在希伯来文里，「Genesis」的意思就是开。所以这是一本关于开始的书。在创世记里，

我们首先看见宇宙的开始，然后是这个宇宙里所有生命形态的开始。还有人的开始，罪

和死亡的开始。最后我们会看到神借着一个国家的起始，开始了祂为人类预备的救赎计

划 。 

创世记大部份篇幅讲的是神的救赎计划。作者很快地把家谱集中到一个家庭上面。而神

正是通过这个家庭祝福了天下万民。在创世记里好几处地方我们都会读到家谱的记载，

什么人出生了，他活了多少岁等等。我在这里先要说明一件事就是，神无意提供给我们

地界上所有家族的完整家谱。 

虽然亚当和夏娃生了许多的儿女，但是他们只有头两个儿子被记在圣经里，因为这两个

儿子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亚当夏娃其它的儿女就没有被记下来。 

可是当他们一百三十岁的时候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塞特。塞特被记录下来了，因为从

他下来我们追踪家谱里的一条血脉。塞特自己也有许多的儿女，但是大多数都没有被记

录下来。仅有其中一个被记载在圣经里，因为我们要追踪的血脉是从这个人身上延续下

来的。这一些血脉以外的人，虽然都生了许多的儿女，但是他们都没有被记录在圣经里，

因为他们和神救赎的计划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从亚当开始，沿着一条特定的血脉往下，可来到亚伯拉罕。这就是创世记里记录家

谱的真正目的，是要我们看见从亚当到亚伯拉罕这条血脉。 

这条血脉之外，有许许多多儿女没有记录，没有名字，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因为他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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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救赎计划无关紧要。唯有那些与人类救赎有关的家庭才被记录下来。当然，其中也

有的只记载了几代，如该隐一族，因为他们并没有走在神救赎计划当中。 

这本书的名字意思是「开始」，所以它一开始说：「起初神…」真是再适当不过了。起

初是什么时候呢？是多久以前呢？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测度或揣摩的。 

我可以理解无限确实是存在的，但无限是什么我却不能完全明白；我也不能明白永恒和

不朽；同样也不明白空间的奥秘，只知道它一直伸展，无边无际。 

我可以设想时间倒退，似乎没有起点；也可以设想时间不断往前走，没有终点。 

可是我没办法真正的去明白这一切，因为这实在远远超过了我的能力，我有限的才能。  

起初，神 （创世记 1：1） 

你没有办法退到比这个「起初」更早的时候了。现在，有一些人想把这句话后面的「神」

字去掉。因为他们心里故意不认识神，他们违反了神所宣告的准则。 

（诗篇十一四篇里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诗篇 14：1） 

罗马书第一章这样说他们：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彷佛必朽坏的人，和飞

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罗马书 1：

21－24） 

如果把「神」字除掉，就会碰到一个大难题。起初，然后呢？起初有一团气体漂浮在空

中吗？但那不是起初，试想，这一团气体从哪里来，而空间又从哪里来呢？ 

现在，几乎每一个小孩子都会问，神是从那里来的？对此我们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当

然神是永远存在的，祂是自有永有的。祂起初就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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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说，起初神，那就表示我承认，整个宇宙并是由不气体在突然的挤压，爆炸产生，

冷却后就形成了行星系统。而其中有一个特殊的行星上有奇特的大气和水，使它能支援

生命。 

「这是碰巧发生的」地球离太阳九千三百万英里。“这是碰巧发生的”在大气层中，氮

气与氧气的比例正好是“碰巧的”百分之七十九和百分之二十，再加上百分之一其它的

气体。 

「这是碰巧发生的」 围绕着地球还覆盖着一个臭氧层。「这是碰巧发生的」有一个强

大的磁场环绕着地球，保护它免受宇宙射线的侵害。 

「这是碰巧发生的」地球上有三分之二的水域，三分之一的陆地。「这也是碰巧发生的」

在水里不知何故，蛋白质分子偶然结合到一起了。这个结合碰巧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

地点，有恰当的比例，受到恰当的压力，而且适逢恰当的温度等等，等等  ，第一个细

胞就这样自然而然形成了。 

但是这碰巧发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呢？你如果真的去计算的话，就知道这个可能性实

在微乎其微， 

实际上，不是碰巧发生的可能性反而非常非常大。  

显而易见，这个宇宙是经过一些特别的设计才出现的。当我们看人类的身体时，就一定

会发现：我们的身体从各方面看都有一个设计方案 血液系统，神经系统，还有身体里

神造的器官，它们所有的联系和制衡都显示出经过设计的事实。 

没有一位设计师，你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设计。「起初，一位设计师」，「起初，神」

一位全智全能的存在者。对我来说要相信这位神的存在比相信那一大堆偶然碰巧发生的



4/17 

创世记第一章一至八节 

事件要容易得太多了。因为偶然碰巧的事真是太少了。 

如果你认真地追究，去研究第一个蛋白质的分子，就会发现要形成第一个细胞，所需要

的因素实在太多了，如果进化论者是对的，他们就得把地球的年龄弄得越来越老。 

当我念小学的时候，学校告诉我们地球已经有二十亿年的历史了。但是面对现在所谓的

「最新发现」，其实不是真的发现，他们不得不承认生命的形态实在比他们想象的复杂，

即使有六十亿年的时间，都不足以产生合适的环境，让那第一个细胞偶然出现。所以他

们就改变了他们的理论，说地球现在已经有一百亿年了， 

我在小学的时候地球的年代是二十亿年，现在地球的年代就是一百亿年了，可我真的没

有念了这么久的书啊。 

可是在一百亿年的时间内，姑且给他们一百亿年，也不足以得到合适的环境条件，意外

地形成蛋白质分子。 

即使我让你一秒钟组合十亿次，你还是做不到。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我想我或许可以做一个无神论者，但是我发觉我做不到。因为我发现要相信没有

神要比相信有神要难很多。如果你首先就否认神的存在，你就失去了根基。「起初，神…」，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起初是什么时候，只是「起初」。 

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记 1：1） 

创造这个字，希伯来文是「巴拉」（Bara），意思是 「从无到有的创造」，一种只有神

才能有的能力。人没有「巴拉」（Bara），的能力。我们不可能从一无所有的情形中造

出任何东西来。希伯来文另外还有一个字是「阿撒」（Asa），意思是把已经存在的东

西组合起来，进行制作。我们只能「阿撒」（Asa），即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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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撒」（Asa）这个字在创世记里面也用过许多次，是用来形容神从已经创造了的物

质进行组合制造。这些用于组合制造的物质是上帝原初创造的，可是我们不知道具体是

什么时候创造的。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记 1：1

－2） 

这里，一些空虚混沌的东西，一些荒废，凄凉的东西被创造了出来，这与神的本质不相

符。 

许多圣经学者们认为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应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空档。第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记 1：1） 

第二節說：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记 1：2） 

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说道： 

神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以赛亚书 45：18） 

目前关于「创造论」有几种不同的观点，而每一个观点都有其特别的难题，都有其对应

的支持意见和反对意见。 

其中有所谓的「神导进化论」，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神创造了万物之后，就让一切自

由地进化。神创造了第一个蛋白质分子之后，就让它自由的进化成各种生命形式。「神

导进化论」承认神起初的创造，但是之后就把神看作是从祂的创造中抽身出来的神，因

为他们认为现在神的手已经挪开，一切的受造物在按自己的进化过程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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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理论认为：这一切大约发生在六千到一万年以前，宇宙的实际年龄不会超过一

万年之久。人们所作的宇宙有很长年龄的估计只不过是猜测而已，都没有证据，所有的

仅仅是一些理论。事实上，宇宙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古老，应该极为年轻。 

科学家之所以提出一个古老宇宙的理论，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了配合进化论的学说，因为

进化论需要一个古老的宇宙，否则所有的生命形态肯定不能在短短一万年内进化完成。 

还有那些化石，并不是在漫长恒久的时间里沉积而成的，实际上它们乃是在一场大洪水

中堆积起来的。而且在世界的进化过程中，大洪水比那段漫长恒久的时间更能够准确的

说明有关化石的纪录。 

有趣的是, 目前就我们所知, 在当代的地层里并没有任何化石形成， 而大多数的哺乳类

动物以及树叶, 还有其它一切东西死后都会立刻腐烂和分解,在海床底下并没有真正形

成甚么化石。 

也就是说现在，在海床的底下有腐化和分解的过程，没有形成化石的过程。所以倘若现

在海洋底下并没有形成管柱状的化石, 那么在过去又怎能提供条件让这么长的柱状化石

发展成形呢？ 

再说，有一些树是从形成化石的不同地层中生长出来的。试问，一棵树又怎么可能生长

好几百万年呢？ 

你如果去看化石所在地层的年代次序，你没办法解释有些树怎么能正好从这些好几百万

年才形成的化石地层里生长起来。我们知道，恐龙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很久很久以前就

绝种了。试想，你怎么可能在有恐龙脚印的地方找到人类的脚印呢？ 

有一本有趣的书名叫「被颠覆的地球」（Earth in Upheaval），作者是魏以马，这本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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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进化论基础的均变论有很多强而有力的驳斥。在这本新书里，作者指出有很多确切

的证据证明，地球曾经经历一次很大的颠覆，以至于有大批的生物形态突然之间被摧毁

了。 

而有一些原来是互相残杀，绝对不可能同居在一个地方的动物，他们的骸骨居然都被混

在一个地方，在英国有好多的洞穴里面以及地球其它的地方，我们都看见这些支离破碎

剩下来的骨头被一个强大的力量冲击在一处，而又被沙土淹埋了，这样大的突变是显而

易见的，这些事实足以推翻均变论。 

进化论是说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至今仍在进行演化的生命形态都经过了几百万年的演变，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现在的演变过程了解任何一种生物形态

多年来的进化过程。所有的生命轮替过程都是一致的，从当初星球冷却的时候开始，到

生命在水中出现，直至所有生物的发展形成，都有相似的规律。 

「被颠覆的地球」这本书给了这个特别的理论，非常强有力反驳。一旦这个理论被推翻，

进化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因此许多科学家虽然手中没有任何正确的根据，却群起攻击

魏以马的著作，可是经过许许多多的考证，魏以马的研究被证明相当正确。 

有人说创世纪所记述的日子是「地质年代」。希伯来文「日子」这个字是「Yom」。「Yom」

有很多不同的意思，这点是正确的。在圣经中「日子 Yom」这个字出现过大约一千一百

次，我相信它被翻译为五十一种不同的时段，甚至是一段不确定的时间。 例如，「主

的日子」，「主的 Yom」就是一段不确定的时间。 

因此他们就说创世纪的日子是地质时代的不确定时段。但正如我说过的，每一个理论都

有它的问题存在。 

如果创世纪的日子确实是模糊的地质年代的话, 那么所引起的问题就在于：如果神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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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纪」创造了地上的植物生命, 而太阳却是在「第四纪」才从它的位置上照射在地球上

的话, 那么在这一整段没有阳光照耀的纪元中, 植物是怎样生存的呢？ 

又如果神在「第六纪」创造人类,在「第七纪」就休息了, 那就意味着亚当最早可能是在

「第八纪」的这段期间被赶出伊甸园； 这样的话,，亚当是应该超过九百十二岁或任何

有关他的寿命的纪录， 所以这也会引起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 

神在大约一万年前创造宇宙万物的说法是很有趣的概念！如果你查考，就会发现这个说

法是很难反驳的。圣经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说：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出埃及记 20：11） 

但我们知道死亡是因亚当的罪而进入世界的, 那么化石的纪录怎么又显示在亚当犯罪之

前有死亡发生呢？这是有趣的论点, 是不是呢？ 

我们有一个无法回答的难题是：神创造亚当的第一天，他的年纪是多大呢？ 

他仅仅有一天的岁数吗？那么他怎能有一副齐全的牙齿，一个完全成熟的身体？ 我们

并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肚脐眼，但是他的被造却包含着「年代测定因素」。 

换句话说, 要是你在亚当被造的当天看见他, 你会说：「哎！为甚么像是三十五到四十

岁的样子呢？」他所具备的那些特有的成熟特征，就证明他不只有一天的岁数。所以，

亚当在被造的那天已经有「年代测定因素」存在。 

由此可见，神在创造宇宙天地的时候,，「年代测定因素」已经被采用了，而化石也都已

经存在了，而且己经有了离地球一定距离的银河星系。所以当神造好整个宇宙星球的时

候，它已经有了「年代测定因素」。 

它只是刚刚才造成，当你看它的时候却会说：「喔！这个宇宙己经有十亿年了。」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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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神愿意，他肯定有足够的能力这样做。因而这就使前面的观点显得特别引人注意, 也

相当有理论根据。 

可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是, 这个观点并没能真正给我们机会去明白有关天使

和他们被造的情况。 

到底神在甚么时候创造天使的呢？按圣经在约伯记第三十八章四节的记载, 当神来到约

伯那里, 向他发出挑战的时候, 神对约伯说：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约伯记 38：4） 

接着,神就讲到祂安置地的根基。祂说： 

「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约伯记 38：7） 

或者说： 

「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约伯记 38：4） 

所以,在神立天地根基的时候,天使已经存在了！ 

那么天使是在甚么时候被创造的呢？如果他们是被创造的，那怎么地的根基在某一天被

创造后才过几天，撒旦就出现在伊甸园去引诱夏娃呢？撒但是甚么时候堕落的呢？牠是

在甚么时候背叛神的呢？如果撒旦是一个新的被造物，曾经呆在天堂，也曾在伊甸园里，

就是神的花园里，并且曾有牠的势力范围，掌权直到「在牠中间察出不义」那一天才被

扔到阴间，那所有这些事又是何时发生的呢？ 

撒旦怎么这么快就到了那里，进到伊甸园去引诱人类走入迷途？还有，为甚么牠这个新

的被造物怎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能够带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从牠一起来背叛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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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来说成了一个难题，使我难以接受地球只存在了六千到一万年的这个观点。 

那么，所谓的「间隔论」，在我看来更像是可接受的观点。当然, 它也不是完全没问题，

只是我认为那些问题不是无法解决的。从「间隔论」的观点来看，「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个创造的工作是多久之前的呢？我们不知道！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祂也创造了天使。

祂创造地球则适宜人居住，所以地球上就有了居住者。 

甚至还有人说，可能撒旦统治过地球。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指着撒旦说道： 

「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

往来。」（以西结 28：14） 

而事实上牠曾经在地球上拥有领土和统治权，而在人类未曾来到世界之前，地球上就已

经有生命形态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态。 

但是，接下来，创世纪第一章二节说： 

地是空虚混沌…（创世记 1：2） 

（这里也可以翻译成）「地变成空虚混沌，成为旷废荒凉。」 

地是怎样变得空虚混沌的呢？有人认为，可能当撒旦背叛神的时候，神的愤怒倾倒下

来，以致地球像是被放进一个极冷的冷藏库中。地球被水覆盖着，下面是深渊，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地球表面结冰被搁置一旁好一段时间，就是漫长的冰河世纪。 

目前有很多证据显示，在少于一万年前，地球正脱离最后一段的冰河世纪。针对这件事

我要建议你看魏以马所写的《冲击的宇宙》这本书。他在这本书里指出一个非常有趣的

事实，就是尼亚加拉 大瀑布冲击出了一道峡谷。这个峡谷是以每年一英尺的固定速度

被制造出来的。尼亚加拉 大瀑布巨大流量的水以每年一英尺的速度不断侵蚀峭壁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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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以前在加拿大的那边盖了一个旅馆，正在瀑布的旁边，现在经过了一百年，这个

旅馆距离瀑布已经有一百英尺了，因为水流保持着每年一英尺的稳定侵蚀速度。尼亚加

拉大瀑布所造成的山峡全程已有七千英呎长。 

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是：在冰川消融后退的较早时期，水的流量可想而知比现在要巨大

得多，所以侵蚀的速度也大得多，至少不会更小。而且还有其它的证据显示，地表在最

后的冰河世纪，不可能早于七千年前浮现出来。相当有趣的是，当我们看创世纪的记载

时，发现在大约六千年前人类被以现在的样式安置在地球上。   

我们不知道，在世界大灾难发生前，有什么样的生命形式存在在地球上。神并没有明说。

但是从亚当起，人类就以目前的样式存在于地球上大约有六千年了。因此「间隔论」的

追随者看创世纪第一章一节所记载的内容为「原本的创造」，而创世纪及其余的记载均

为「再次创造」，神「再次创造」了地球, 以便把人类按他目前的样式安置在地球上。

因此创世纪所记录的创造的日子，事实上就是「再次创造」的日子，神先是把地球定好

位，然后将人类安置在上面。 

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理论， 一个好像非常有道理的理论。它肯定能够解答那些想要

证明地球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或数十亿年的科学家们所提出的一切问题。 

它肯定不会与神在创世纪所说过的话不协调。 

还有，有趣的是，在洪水之后，挪亚出了方舟，当时地上一切已经被洪水毁灭了，神就

向挪亚宣告说： 

「你们要遍满了地。」（创世记 9：1） 

这里原文带有重新遍满的意思。而神用同一个字给了亚当和夏娃相同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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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遍满地面．」（创世记 1：28） 

有人说，这可能指的是先前存在的生命形体。但是人类以目前的形体存在了已经大约有

六千年之久，而且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证明说这是不对的。 

我们就查考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在第二节，我们看到：「地

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第三节开始记载神的创造行动。请

你注意： 

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记 1：1） 

当然，它包括星星以及一切受造物。但是, 现在我们来看神宣告的第一样东西，因为那

时地球被黑暗笼罩，所以，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记 1：3） 

可能当时，地球处于阴暗朦胧的星云中, 并没有光照射到地球上。而在这个阴暗朦胧的

星云状态中，地球是被冰封闭的，可能就是那长久的冰河世纪。 

有趣的是，当我们查考有关这些日子中的创造，圣经对那些能渡过冰河世纪而仍然侥幸

生存的生命形式，例如植物，所用的词不是「巴拉」（bara），而是「阿撒」（asa），

就是组合制造。 

但对那些不能够在冰河世纪生存下来的生命形体的制造则用「巴拉」（bara），从无到

有的被「创造」。有许多的生命形体只要给予他们适当的环境，就能再次生机勃勃活过

来，他们有可能熬过冰河世纪而生存下来。 

几年前，在某处的沙漠里，一天忽然刮起不寻常的风暴，有一个原本已经干涸了好几年

的湖泊忽然灌满了水。然后他们发觉水中出现了某种形状的虾，原来它所需要重新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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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环境就是雨水的来临，这些沈睡的生物形态又可以重新繁殖了。所以其它某些生物

在类似的原则下也可以经过冰河时期而继续生存。 

但是另一些生物却不能生存下来。在创世记第一章里那些不能胜过冰河时期的生物必须

经过神「巴拉」（bara），就是从无变有地创造他们， 

神说要有光，就是挪去那些宇宙里的灰黑气体，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只知道它们存

在于宇宙当中，而它们是抵挡光的。地球因为被这团黑暗的云雾所遮盖，所以停留在冰

冻的情形里，虽然它仍然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但却是一个冷冻的星球，直等到神把黑

暗除掉，光才再度照射到地球上。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世记 1：4） 

可以确定的是，从前人们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而后来摩西把那些纪录写下来，可是他们

并不知道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世记 1：4） 

的科学含意是甚么。然而今天有了先进的科学知识，我们学到了如何把光划分。而光是

可以被划分为许多不同的东西。在光谱里, 你可以把光划分开来。 我们知道光谱的一端

存在着你所看不见的光,，短波的紫外线里。在 光谱的另一端, 存在着你看不见的红外

线。  

黑暗只能证实视觉的局限，而光实际上是分成黑暗，可见光谱两端的红外线或紫外线，

和在光谱中间，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各种光。 在可见光谱内，光也有许多的划分。可

见光可以被分为白光，彩色光和声音。 

这三样东西本质上都相同，只是振动的频率有别。把频率减慢，振动幅度减低，你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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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了声音。把频率加快，振动幅度调高，你就看见彩色光。所以区分不同的光，可以

得到非常有趣的词语。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创世记 1：5） 

所以，如果你接受再次创造的过程的话, 在头一日，地球从黑暗的气体中被显露出来， 但

是它仍然笼罩在朦朦胧胧的雾中，你无法分辨出晚上和早晨，或白昼和黑夜。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创世记 1：6） 

「空气」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是「rocweah」，意思是浩瀚无际。它为我们描绘出了空间的

状况——浩瀚无际的。因而这时就相当于神说：「要有空间。」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

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创世

记 1：6－8） 

经文讲到围绕地球的大气层的创造，但是在空气之上，神又创造了一覆盖层，这层水悬

浮在大气中，在地球之上。就地球的气候来说，悬浮在空气中的水, 会给地球带来巨大

的影响。它会为整个地球上带来温和适中的气候。这意味着，你不会受到强烈的风暴威

胁；也意味着，即使在北极圈的地区，你也会有清爽的气候。 

这当然能够解释在西伯利亚所发现的长毛象的秘密。在历史的洪流中, 那些长毛象被埋

藏在冻土里, 完好无缺的冷冻着。牠们曾经在热带森林中活动过，因为当科学家把牠们

的尸体剖开的时候，在牠们的消化道中发现了热带的植物。 

这也可以说明在南极圈中一度生长着森林，因为我们在南极圈约六十米左右的冻土下发

现了木炭的沉积物。这覆盖在地球之外的水，可能也保护着地球免受许许多多宇宙射线



15/17 

创世记第一章一至八节 

的轰击。这些宇宙射线时时刻刻要辐射地球， 

地球也可能受到较大的磁场所保护。环绕地球的这个磁场在那个时候已经存在了。而今

天的地球仍然是被一个磁场所包围的。一百三十六年前，一个荷兰科学家首次量度这个

磁场。自我们能测量度这个环绕地球的磁场以来，我们发现这个磁场以固定的比例在减

弱。 

事实上，就地球而言，这是我们得到的最长的「年代测定因素」。我们没有什么别的东

西观测了一百三十五年，只是对包围地球的这个磁场，科学家们一百三十五年来一直在

测量，而我们发现它正以一个固定的速度在递减。 

环绕地球的这个磁场，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似乎是以一个八字的形

状在流动，穿过地心，或说地球的中心，流动到赤道，再绕到两极。这个磁场简直就是

长驱直入的经过赤道，上来，绕到极地，如此循环不断，绕着地球流动。这个围绕地球

的磁场产生一个挺有趣的防护或反射效果。它把围绕地球的宇宙射线挡开， 就像是一

张防护毛毯，保护地球免于宇宙射线的破坏。 

我们知道地球还有臭氧层覆盖着。神跟约伯谈到在地球上的创造工作时，祂说祂为地球

创造了特殊覆盖层：一层湿润的覆盖层；一层电磁场覆盖层；一层臭氧层防护着地球之

上，让地球适宜人类居住，把时时刻刻都在辐射地球的宇宙射线挡住。这些细微射线，

就叫做微中子，或许是别的甚么名字吧？ 

它们直冲着地球而来，穿透你，击中你，从你的脚而上，同时又从另一个方向穿出。它

们冲着你而来，直穿你的身体。当它们穿透你的身体的时候，结果会伤害你的细胞，使

你的细胞开始出现一种突变。由于宇宙射线损害了细胞并破坏了它们自我繁殖的能力，

人就进入衰老的过程。科学家真的相信衰老的过程是由于宇宙射线的冲击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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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水层成为一层覆盖环绕着地球，给予地球更大的保护，加上电磁场有更大的密度

将宇宙射线反射，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在亚当的时代，宇宙射线是比较少冲击地球的, 所

那时人类的寿命长久得多。 

事实上，当我们研究人体的结构以及细胞的自我繁殖能力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衰老在自

然界中是某种不可思议的事。细胞的衰竭是一种反常的事，一定有什么东西不知不觉溜

了进来。  

人的身体设计得是很奇妙的，如果不是因为细胞以及别的什么开始突变的话，你或许能

够一直永远的活下去。你的身体会不断自己更新；你的细胞就自我继续繁殖；你可以在

这个躯体中一直活着，活着。但是，不知怎么地，也不知打那儿来了这么一束小小的中

微子射线，就导致人的躯体开始进入衰老的过程。 

在大洪水以前，以及在洪水时期，这一层在地球表层的水气层被除掉了。而随着这水层

的挪去，地球从那个时候很可能的就失去了它的保护。因此，洪水之后，人类的寿数就

戏剧性的下降，从平均九百岁下降到平均大约一百岁。因为这层覆盖的防护罩忽然被拿

掉，所以几乎在一夜之间，在一个世代内，本来是非常非常长的寿命却大幅度地缩短了。 

神是在这里，在创造的第二日创造了这层防护层，就是那悬浮在空气中在地球之上的水。

同时，神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并称空气为「天」。 

天下的水聚拢起来称之为海。神把聚拢在一起的水称之为海，而这个海是复数的。这是

很有趣的，因为在书写创世纪的那个时候，他们所知道的海只有一个，就是地中海。那

么为什么 圣经写的是复数的海呢？因为神知道地上有许多水体，有不同的洋和海，所

以海是复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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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创世纪是谁写的呢？一般都认为摩西是这卷书的作者。但是实际上摩西必定从别处

找到了材料。可想而知, 一定是亚当最先做了纪录。 

当我读到创世记第五章，兴致所至就把家谱里各人的岁数纪录一下，就发现了一件很有

趣的事情： 

就是当挪亚的父亲拉麦出生的时候，亚当还活着。而且他们有很多年是在同时期活着的。

所以很有可能的是，挪亚的父亲是从亚当那里直接听到有关伊甸园的故事，以及他们怎

样被赶出伊甸园，天使被差派到那儿去把守这一切的故事。 

拉麦告诉他的儿子挪亚。拉麦是直接从亚当那里听来的，然后拉麦就告诉挪亚。跟着，

挪亚就把这些事迹告诉他的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而闪活着的时候，亚伯拉罕出生

了。所以这个故事不需要经过很多人的口述才传到亚伯拉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