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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天地的吐勒都（一）【創世記二4至三24】
I. 結構
A. 三個單元
 樂園中人的光景（創二4-25）
 墮落和其後果（創三）
 墮落後人的光景（創四）
B. 第一和第二個單元有一平衡結構
Creation of man: his happy relationship with the earth and his home in the garden, where he has
freely growing food and access to the tree of life (2:4-17)
B
Creation of woman: her happy relationship with man (2:18-25)
C
Conversation of serpent with woman: his tempting of her (3:1-5)
D The sin and God’s uncovering of it (3:6-13)
C’ Punishment of serpent: its spoiled relationship with woman (3:14-15)
B’ Punishment of woman: her spoiled relationship with man (3:16)
A’ Punishment of man: his spoil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earth and expulsion from his home in the
garden; he now has to toil to secure food and will no longer have access to the tree of life (3:17-24)
A

II. 樂園中人的光景（創二4-25）
A. 不是另一個創造記載（創二4上半節和下半節的不同）
 「創造天地的來歷」、「耶和華創造地天的日子」
 視線角度的轉移；創造之後發生的事情
B. 第一幕﹕創二4下-17
 「沒有人耕地」﹕語帶相關
− 世界還沒有人
− 人不需要服侍地、不需要為地作奴役﹕上帝的心意不是要人服侍地
 人是屬天的還是屬地的呢？
− 「地」已經是第四次出現﹕創一1（arat）、10（yabasha）、25（adama）
− 人是從地（adama）上的塵土和上帝吹出的「生氣」而成的
− 「有靈的活人」、「人是萬物之靈」、「靈」在原文是 soul
− 「有靈的活人」原文是 nepes haya，在創一20、24 已經出現過（有生命的
物、活物），也是申命記六5 中提到的「性、soul」
− 要明白我們在上帝計劃裏的位份
 創二7﹕『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
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名叫亞當」是中文聖經翻譯時加進去的
− 亞當﹕那人（adam = the man），因此亞當不是一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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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第一次出現了「耶和華上帝」（yhwh elohim / LORD God）這名稱
在伊甸中的園子
− 伊甸園是上帝為人分別出來的 temple-garden，是上帝與人相遇之處，是
舊約中的會幕 tabernacle，也是啟示錄提到的「上帝的帳幕」
− 就好像父母為初生嬰兒預備的房間
− 伊甸園在那裏？（創二10-14）伊甸園中有什麼呢？
− 樹﹕各樣的樹、生命樹、分別善惡的樹
 生命樹﹕箴十一30，十三12，十五4；詩一
義人所結的果子、就是生命樹．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所盼望的遲延未得、令人心憂．所願意的臨到、卻是生命樹。
溫良的舌、是生命樹．乖謬的嘴、使人心碎。
 「分別善惡」的樹﹕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善惡知識樹）
− 上帝給「那人」的吩咐（創二16-17）
 「修理看守」﹕工作是一份禮物而不是罪的刑罰
 可以吃的和不可以吃的﹕它們數量的比例
 分別善惡的樹﹕這樹是罪魁禍首嗎？

C. 第二幕﹕創二18-23
 一個令人吃驚的評語—耶和華上帝說﹕那人獨居「不好」！
 耶和華上帝為那人造一個「配偶幫助他」﹕suitable helper
− suitable ﹕原文是「help」的意思
− helper ﹕不代表低一級；這字在舊約出現了十九次，有十六次形容上帝
 「給予名字」是權柄的象徵
 耶和華上帝先讓那人給各活物起名才為他造「配偶幫助他」的原因何在？
 女人從那人的肋骨而出﹕Matthew Henry （1662-1714）有很生動的描繪﹕
“not made out of his head to top him, not out of his feet to be trampled upon by him, but out of his
side to be equal with him, under his arm to be protected, and near his heart to be beloved.”
 那人的驚嘆，這也是他的第一句說話（二23）
− 「這個」、「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她是女人、我是男人」
 創二25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作者以那人和地的關係來為他命名「亞當」，但他卻以他和女人的關係來為
自己命名「男人」
D. 結語﹕創二24-25
 作者對婚姻的教導﹕「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那時男人和女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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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墮落和其後果（創三）
A. 第一幕﹕創三1-7
 蛇（創三1上）
− 牠是被造物
− 在第三章，牠的身份並沒有完全彰顯，聖經以後告訴我們牠就是撒旦
− 牠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狡猾和赤身露體在原文是同一個字
 蛇和女人的對話（創三1下-5）
− 蛇用甚麼方法引誘女人？
− 女人為何說「上帝說、你們不可喫、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呢？
− 「必定死」和「不一定死」的比較
− 蛇說吃了分辨善惡樹上的果子有什麼結果？這有什麼吸引力呢？這對
你有沒有吸引力呢？
− 善惡知識樹﹕參考撒母耳記下十四17、20
婢女又想我主我王的話必安慰我．因為我主我王能辨別是非、如同上
帝的使者一樣．惟願耶和華你的上帝與你同在。
王的僕人約押如此行、為要挽回這事、我主的智慧、卻如上帝使者的
智慧、能知世上一切事。
 女人和男人犯罪（創三6-7）
− 女人吃了，她給了男人；男人也吃了
− 當蛇和女人對話時，男人在場嗎？
− 他們吃了之後，眼睛明亮了，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
 這和他們吃之前有什麼分別呢？
 他們跟著做什麼？
− 他們犯罪是無心之失或是明知故犯呢？
 思想
− 說一半的真相（half-truth）是不合上帝心意的；你有曾遇到這引誘嗎？
− 「好」是上帝賦予的還是人自己定義的？你今天如何追求「好」呢？
− 上帝有足夠的供應和清楚的禁戒；我們的焦點在那裏呢？
− 你信得過上帝的話嗎？
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詩十六2】
因為耶和華上帝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恩惠和榮耀．他未嘗留下一
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
【詩八十四11】
B. 第二幕﹕創三8-19
 「天起了涼風」﹕原文是 “wind or spirit of the day”，代表上帝的出現/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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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躲藏、上帝卻主動的尋找；上帝為何問他們在那裏呢？
罪的連鎖反應（創三10-13）
− 人與上帝的關係破裂﹕人躲避上帝
− 人與人的關係破裂﹕男人把責任推到女人身上；而女人是誰給予的？
− 人與其他被造物的關係破裂﹕參考下文
− 他們現在跟蛇一樣說「一半的真相」；他們自己才是違背上帝的源頭
− 思想﹕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行動，人沒有合理的原因相信蛇的話
上帝的宣判（創三14-19）
− 針對蛇
 上帝沒有給蛇答辯的機會
 用肚子行走、終生吃土﹕終極的羞愧受辱（詩四十四25，詩七十二
9，賽廿五12，彌七17）
 蛇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為仇，但牠必失敗
− 針對女人
 懷胎和生產兒女的苦楚
 和男人關係的變質﹕戀慕、管轄
− 針對男人（回應創世記第二章的開始）
 地（adama）受詛咒，它不再為他效力﹕人和大地關係的決裂
 他要終生勞苦才得餬口，直到他歸了土
 「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 思想﹕你覺得上帝的懲罰是否過重？過輕？

C. 結語﹕創三20-24
 那人（亞當）為女人起命為夏娃﹕眾生之毋，女人後裔應許的盼望
 耶和華上帝用皮子為他們作衣服﹕皮從那裏來？
 上帝逐他們出伊甸園﹕「逐出」就是耶和華把以色列人逐出埃及的同一個字
 一個新的拯救計劃開始了
D. 思想
 祂對罪人的回應是拯救，不是毀滅
 人雖然失敗但是上帝卻仍是可信的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 【提後二13】
IV. 功課
A. 細讀創世記第四章

19T1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