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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起初」就是耶穌基督
讀經：創 1:1
神藉著向人發表的「福音」，和「耶穌基督」（中心），並照永古隱藏不言的
「奧秘」把祂自己「啓示（發表）」出來（羅 16:25），這啟示是關係到我們得榮
耀的。其中「福音」和「奧秘」都以「耶穌基督」為中心，因此查考聖經要先
從認識耶穌基督開始。用預表、預言、比喻來認識祂；認識耶穌是解釋聖經的
一個扣。所以創世記一開頭說的「起初」，我們就看見了「耶穌基督」。因為主
自己說我是「初」、我是「終」（啟 22:13），主是「元始」（西 1:18），主是「創
始成終」的。
為什麼 神就是耶穌基督？原來物質都有方積、重量、形象，動者恆動，靜
者恆靜；但 神是個靈，人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神不受物質的限制。神又是
大，其大無法測度（詩 145:3）。所謂「大而化之謂之聖，聖而不可知謂之
神。」（孟子）。
神到底有多大呢？「神為大我們不能全知」（約 36:26）；主說「我父比萬有
都大」（約 10:29）；「因爲萬有都是藉著祂造的」（西 1:15-16），天上地上一切所
有的都包含在萬有之內（弗 1:21）。神是萬有的根本，一切東西都是從 神而
出。比如說能力屬乎 神（詩 62:11）。所以聖經裡稱 神為「以利」（ EL），乃是
「能力的總根源」的意思。神不光是滿了能力，也滿了慈愛（詩 62:11），以及
生命（約 36:9），此外還有智慧，以及許多美德：如公義、聖潔。因為萬有都是
本於祂。
神是大、神是靈，神卻是自隱的（賽 45:15）。 神如何把一切豐盛彰顯出
來？這是歷世歷代最大的奧秘：乃從 神裡生一個「子」來，就是主耶穌，那時
「太初的道（子）」一出來就是「元始」，子帶著父 神的能力一爆發就創造了萬
有（約 1:1）。子是承受萬有的，也藉著祂創造諸世界（來 1:2）。父所有的都在
子裡面，子帶著能力將 神一切的豐盛發表出來，宇宙的運作都是 神的智慧
（子）的設計，宇宙萬物才如此的有次序與美麗。
因此我們知道「起初」就是主耶穌，「神」也是主耶穌。 神用能力創造一切
物質， 神是能力的總根源，而基督就是能力的發表（林前 1:24）。

第二講 耶穌基督創始成終
讀經：創 1:1-2
全本聖經就是為耶穌作見證，耶穌是初、耶穌是終，祂是元始（西 1:18）。
祂與父原為一（約 10:30）的時候是在「無始的永遠」裡，「創始成終」的過程
就是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當時間的過程結束，就進入「無終的永遠」，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同歸於一（弗 1:9-10）
創世記一開始就是「起初」，是耶穌從父 神裡生出來（約 13:3/16:27）。耶
穌是第一個從 神裡出來的（箴 8:22）。因為愛子是不能看見之 神的像（彰顯）
（西 1:15），耶穌將 神發表出來（約 1:18）。耶穌基督一發表，萬物就藉祂而創
造，到了啟示錄，一切都同歸於一，時間就結束了。
神所安排的「創始成終」，成為世界的「起頭」與「末了」（太 28:20）。耶穌
是一切事物的「本末」與「終始」，如孔子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
後，則近道矣。」物的「本末」是耶穌基督，因為祂「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
本」（來 2:10），事的「終始」也是耶穌基督（啟 22:13），祂是萬物的開始，也
是萬物的結束，這是「原為一」、「出於一」、「歸於一」的奧秘。
聖經有十二個奧秘，解釋一切隱藏的事。至於『救恩的真理』是對人的，但
是 神創造世界有更大的計劃，神的計劃分四個部分（弗 1:9-11）：天上的計劃；
地上的計劃；萬有的計劃；對人的計劃。聖經乃是參天地造化之奧妙，我們要
明白 神旨意的奧秘，這四個部分都要查考清楚。
創世記一開始就查「時間的奧秘」；神要表明一切的豐富，就生出子來（大
哉敬虔的奧秘）。科學家也證明宇宙是從一個「子」所產生（宇宙爆炸論），並
且宇宙還在膨脹。
神創造的天是多數的，是諸世界、諸宇宙的概念（來 1:2/11:3）。所謂上下
四方謂之宇（空間）；古往今來謂之宙（時間）。愛因斯坦證明一切物質是能力
轉換的，而耶穌是 神發表的能力（創造諸天）；宇宙萬有都包括在基督裡，祂
是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我們信耶穌就要在基督裡生根建造，所以保羅說「以認
識主耶穌基督為至寶」。
我們所說的天地，包括時間、空間、物質。中國列子曾說到「太易」是什麼
也沒有，「太初」是有了氣，「太始」是有了質，「太素」是有了形，也值得我們
研究參考。

第三講 神的創造、製造、構造
讀經：創 1:1-2
我們從前兩講裡認識基督是「初」也是「終」，神藉著耶穌「創始」，將來也
藉著祂「成終」。 神所創造的天地，包括時間、空間、物質都是 神的彰顯。所
以「諸天述說 神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詩 19:1）。人所能見的宇宙是太
陽系，以及太陽系以外的銀河系，以及許多銀河系組成的島宇宙星系，這都是
從耶穌基督造出來的。
「基督總為 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林前 1:24）。耶和華用能力創造大地，
能力就是基督；神創造萬物都是有計劃、有次序的，比如天上的光體（創
1:14），它們的方位都是 神用智慧精心設計的。
歌羅西書 1:15-16 說萬有都是「靠」祂造的，也是「藉」著祂造的。 神
「靠」智慧（耶穌）設計大地（箴 8:22-31），因為耶穌是工程師；神又「藉」著
能力（耶穌）的發出而創造出萬有。耶穌在客西馬尼園一開口就產生能力，可
見耶穌充滿了 神的能力。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就是耶穌基督的靈在運行，開始傾注能量，使宇宙充
滿了能量。 基督的靈就是 神的靈，羅 8:9 說 神的靈住在心裡，我們就屬
「那」靈，就是基督的靈。林前 12:4 也說到 神是一位，因「功用」而有分別；
主是一位，因「職事」而有分別；聖靈是一位，因「恩賜」而有分別。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中國列子說：「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
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
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原來地是空虛混沌的， 神的
靈運行在其上，產生能量波，熱能波，磁波以及電波。也有解經家解釋地的空
虛混沌，是因為這裡有「不法隱意的奧秘」，天使長路西弗背叛 神而成為撒
但，使地「變成」了空虛混沌。
「造」在原文裡是有不同的解釋：「創造」(BARA)是無中生有的，「製造」
(IXH)是把已有的原料加以配合，而「構造」(YATSA)是把已經造好的元素加以
結構，像是用鐵元素造成一個器皿。創 1:1 的造是「創造」；創 1:7, 16 的造都是
「製造」；創 1:21, 25, 26 的造都是「創造」。人是為 神的榮耀而被造，經過 神
的創造、製造、構造三個步驟（賽 13:7）。創 2:7 用「構造」來形容 神將生氣吹
在亞當鼻孔裡。 神的創造是無中生有，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的造是複造（構
造），這時人才被造出來。接下來我們還要查 神在人身上預定的美意。

第四講 神對時間的安排
讀經：創 1:1-19
起初 神從祂裡面生出「子」，就創造天地，進入有始有終的時間裡。在無始
的永遠中，父、子、聖靈原為一， 神的創造第一就是安排時間（創 1:14）。 神
造（複造）大光小光，為要分晝夜、做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使人生下
來就進入時間。因爲有大光太陽，小光月亮，世界各國就產生陽曆與陰曆來計
算時間。
人在一定的時間出生，也有一定的時間死亡，人不是生在世界上，乃是生在
時間裡，這是時間的奧秘。人計算時間是越來越少，所謂「山中常有千年樹，
世間少有百歲人」，人的時間顯得短少。然而 神造萬物之後，把「永遠」的觀
念安置在世人心裡（傳 3:11），讓人覺得來日無多，過去的時間太快。死一來人
就悲嘆：一輩子的努力白費。生物界只有人有這種想法，自古以來好多人想要
得到這個永遠，例如，秦始皇想要長命百歲而不得。在時間裡人人都有一死，
於是人再怎麽修仙找道也找不到「永遠」。於是人活在世間裡，無論多大的成就
最後都要死，想要永遠而不可得，實在不甘心。
神是要給人永遠，但是放在祂的兒子裡面（約一 5:11-12）。伊甸園的兩棵
樹，讓人自由選擇得生命，還是分別善惡的知識。但人卻不選擇生命，以至人
無論如何努力地經營他的人生，無論多麼成功，最後總要一死。人就活在死亡
的懼怕裡。有人說，人類的歷史是一部爭生存的歷史，人的墓碑就只記生於與
何時，死於何時。
神把永生放在耶穌基督裡，主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復活
在我，生命也在我」；「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
人得不着永生」。永生在哪裡？只有在耶穌基督裡。祂道成肉身，從死裡復活，
且活在永永遠遠裡。在時間裡，物質都必朽壞的，想要永遠，只有在耶穌基督
（子）裡，就像所有結種子的菜蔬與結果子的樹木，它們的生命種子都包在果
子的核裡面，人的生命也就在 神兒子耶穌基督裡。

第五講 神造人的目的（一）
讀經：創 1:20-26
神造人的目的，有一個隱藏的奧秘，就是 神原來是自隱的，在無始的永遠
中， 神是一個大的靈，祂自我存在，祂有一個計劃，要把祂一切的豐盛彰顯出
來，就生出獨生子來，是首生的，帶著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因此主說：「父所
有的都是我的」（約 16:13-15）。
一顆桃樹生命的豐盛，都在桃子裡，所以 神的獨生子帶著祂一切的豐盛，
但耶穌說「父是比我大的」，父 神是萬物的根源。起初 神還沒有彰顯的時候，
宇宙只有無窮無限大的靈存在那裡。但自隱要變成顯明的，「子」一發表，諸
天、宇宙、穹蒼都造出來，所以老子說，無無生有有，無是沒有動靜、是隱藏
在那裡，一爆發出來就產生有。
萬物被創造出來後，就有一個需要：管理。神要一批人來管理萬有。此外還
有一個奧秘：就是若什麼都沒有，就不需什麼人來承受；但有了萬物就需要子
來承受。 神創造萬有，需要一個形體來管理；不僅一個，且要許多，因此 神
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樣式造人，使他們來管理萬有。」
耶穌基督要承受、統管萬有，所以祂要許多的人進榮耀裡，成為 神的兒
子，去承受與管理父親的產業。箴言書第八章 22 到 31 節，神創造地球是訓練
兒子們學習管理的場所。 神為人預備可住之地，且喜悅住在世人之間。神預定
要來這世界，就先造人，讓人到世上來學習管理。地球上的管理包括我們居住
的環境，例如，「綠遮蔽率」的維持是讓地球適合居住，這都是人在地球來學習
管理的内容。
等將來到了永遠裡，諸天穹蒼就需要 神的兒子們來管理。所以我們要先學
習管理好自己的家。在教會做執事、長老、監督的，尤其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提前 3:4-5），善於管家的（作執事的）就得到美好的地步。所以 神造男造女
成立家庭（創 1:27），要我們好好管理。家管好了，就能管理 神造的一切所有
的，就是萬有（路 12:41-44）。
人到地上來學習管理，學好了就到天上管理。將來的宇宙都要交給人來管
（來 2:5），但人要先在這世界實習，得了永遠的生命，進入那世界，才能爲主
管理萬有。

第六講 神造人的目的（二）
讀經：創 1:26-31
神造人的目的是讓人做兒子、管理萬有。 神乃是照著祂的形象造男造女，
就是照著耶穌基督的形象造的。因為三而一的 神都是靈，只有聖子道成肉身有
形體，是 神本體的真像（來 1:3）。 神要一個形象來成為顯明的 神，將來在榮
耀裡、在寶座上將會坐著一位 神本體的真像（來 1:3）。
耶穌尚未道成肉身之前， 神造了一個預像（羅 5:14），就是亞當，説明亞當
的後代都是照著 神形象被造的人（創五 5:1）。因為 神是不能被看見的，但 神
有一個像（西 1:15），而基督本為 神的像（林後 4:4）。耶穌道成肉身是取得自
己本體的真像。
人是照著 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們不能罵人（各 3:9）。人被造奇妙，乃是
神的傑作。例如我們去研究人眼睛的設計，就驚嘆如此精密；再例如，雖然機
器人可以幫人做事，省時而準確，但與人相比，其關節的軸動率，還是沒有人
類靈光；再比如，人的腦子有 130 億個記憶體，科學家計算三個人腦就可以掌
握人類一切的知識。人實在是非常奇妙的創造，因為是 神是照著祂自己的形象
造的。人也是最漂亮的生物，是神的傑作。
先知以西結看見在 神的榮耀裡有一個人的形象（結 1:6）。神的形象、樣式
都是指著耶穌，就是 神預定的像。而神的樣式是三而一，人也是三而一（靈、
魂、體）。
神還給人一個命令，叫人生養眾多、遍滿地面；因為 神要許多的兒子進榮
耀裡去（來 2:10）。在永世裡，神要許多的兒子去承受並且管理 神的產業。但
沒有耶穌生命進來之前，人只是一個兒子殼，要等到耶穌基督的生命進到人裡
面，人才能真正成為 神的兒子。

第七講 神的工作
讀經：創 2:1-3
聖經裡提到 神的工作有三個，第一個叫「創造之工」，也叫「造物之工」。
在創造之後發生事變，地變成空虛混沌，這是因為撒但的背叛。經過幾個冰期
（沒有光），後來 神又複造（製造和構造）這個世界。
第七日 神歇了祂的工，以後還有「建造之工」（來 11:10）， 神要建造那座
有根基的城。 神的創造是為了建造，只是當中出了個叉，撒但（古蛇）進入伊
甸園，罪就從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從罪來的（羅 5:12）。我們是賣給罪了
（羅 7:14），因此每個人肉體都有罪的因子，罪就住在人的身體裡；罪一活動人
就犯罪。 神原來要我們在榮耀裡去管理 神手所造的一切，但我們順從肉體，
就不能守律法，於是萬物都背叛了（蚊子釘人，老虎咬人），人管不了了，這乃
是撒但的作為。
人的墮落讓 神開始了「救贖之工」。「創造之工」第七日雖然完畢了，可是
因為人的墮落 神不能安息，神要加一個「救贖之工」；因此主耶穌降世救人、
主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約 5:17），就是作「救贖之工」。猶太人都
不接受（約 5:10-17）。有人讀聖經產生偏頗的看法，認為聖經是以救贖為中心，
都是講「救贖之工」。其實 神還有「建造之工」（林前 2:7）。 神從前所隱藏的
奧秘是萬世以前 神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因為在萬世以前，人還沒有墮落，當
罪從一入世界，人就難逃一死，才需「救贖之工」。此乃創世以後的救恩，創世
以前乃是預定人得榮耀的，救贖是爲人外加的工作。若人沒有犯罪，就不用救
贖，耶穌還要道成肉身嗎？耶穌還是會道成肉身，因為耶穌來世上不僅是救贖
人，還有其他奧秘計劃。
創造之工是三位一體的 神做的，我們無法與祂同工，但救贖與建造之工我
們卻可以與主同工：我們可以傳福音、尋找靈魂失喪的人（林前 3:8-9）。耕種田
地就是傳福音，是「救贖之工」；我們可以撒種、澆灌，是 神叫他生長。當我
們從外面把糧收回來，把石頭打回來，就開始建造教會，我們都變成工具，與
神同工，這是「建造之工」，建造之工一直到啟示錄 21 章才完成，這是全本聖
經貫穿起來的要道。
神還沒有安息，所以基督徒不過安息日，只有主日，是紀念主的復活。「創
造之工」是 神做的，「救贖」與「建造之工」我們可以參與，並且將來還可以
得獎賞。

第八講 人的受造奇妙可畏
讀經：創 2:4-9
管理是 神造人的目的，而 神造人的方法是如何？神用塵土造人，人乃是土
裡的元素所造，比如，骨頭是磷酸鈣，肌肉、脂肪是碳水化合物，血液是氧化
鐵、氯化鈉，這都是從土裡出來的。所以人是出於塵土，也歸於塵土（傳
3:20）。
耶和華神用塵土的原料造成我們的身體，而創造的過程是在約伯記第十章第
9 到 12 節， 神用能力製造各樣元素，用元素配搭化合起來，再構造成器官（骨
頭，血液等）。 神像摶泥般的把血液凝結，又將骨與筋連結起來，外面包上皮
與肉，再把人的生命藉著 神的靈氣吹進人的裡面。人身體的結構有靈、魂、
體；靈與氣在人裡，人就活著；靈與氣被 神收回去，人就死了，就歸於塵土
（伯 34:12-15）。靈是活的能量，氣是人的聰明智慧（伯 32:8/33:4），當人的氣
一斷，靈一走，人就死了，就歸土了。我們所以能活，乃是靈還有氣，都是 神
給的。
傳道書第十二章第 5 節說到人的死亡，人老了怕高，頭髮白了如杏樹開花，
活動力量不夠了，連蚱蜢都成為重擔，脊椎如銀鍊折斷，頭蓋骨如金罐破裂，
鼻子損壞，眼睛破爛，靈就回到賜靈的 神那裡去。可是問題來了，人因為罪的
過犯，靈給堵死了回不到 神那裡去。人無法靠肉體，肉體都是一堆塵土，尤其
物質都是有時間的（傳 3:11），所以，所有的物質都必朽壞。比如，碳 14 是科
學家普遍的測量法，只要按碳元素的演變過程就可以知道年代。人的身體也是
元素構成的，當然也會衰變。但魂是活的意識，而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一
定會停止；所以一個基督徒不看重肉體，是看重裡面的靈要與 神相通。
主說「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惟有算為配得那世界的、與從死裏復活的
人，也不娶也不嫁...」（路 20:34-36）。神造亞當，原是要讓他吃生命樹的果子，
因為在 神那裡，人是永遠活著的（路 20:38）。 神造人的方法是用塵土加上 神
吹的一口氣。人的肉體（官能）是 神要人接觸 神所造的萬物，人的魂是 神要
人用思想、感情、意志來認識 神的豐富，然而人要與 神接觸一定要用靈。

第九講 神給人自由意志
讀經：創 2:10-17
神造人，把人安置在伊甸園裡，給人修理、看守的責任。在聖經裏，有修
理、治理、管理、整理四個說法。 神要人「治理」所生養的、「管理」 神手所
造的、「修理」環境、「整理」一切所經營的，還要看守、防備仇敵進來；所以
人不是閑著沒有事的。
這幅伊甸園的圖畫是這樣：生命樹和分別善惡樹在園子當中， 神命令人可
以「隨意」吃，就是給人「自由意志」，到現在 神仍然不勉強人。 神只有一個
禁令，就是不可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因為吃的日子必定死。若吃生命樹的
果子就永遠活著（創 3:22）。人就面對生與死的選擇。
神不喜歡人死，神喜歡人活著（結 18:32）， 神呼召人轉回、離開惡道，何
必死亡？（結 33:11）。因為 神造人是要人做兒子，承受產業，管理萬有。 神
不喜歡人死，祂乃是活人的神（路 20:38）。 神造人是要兒子，而且要活的兒子
（路 3:38）。人為 神的後嗣就是法定繼承人，希伯來書第二章第 6-10 節說，人
算什麼，神竟顧念他？因為神要許多兒子進榮耀裡去（來 2:10）。
作 神兒子必須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不死（路 20:34-36），要能從死裡復活，
能勝過死亡，永遠活著，並且要有靈性的身體。生命樹的安排就是為此。但 神
給人自由意志，讓人自己選擇要不要永活。神是用「王道」的方法讓人服氣，
非用「霸道」的方法勉强人接受 神的安排。
所謂的王道，在史記太史公自序：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
也。因 神能力太高太強，不能用霸道主義來讓人服，乃是以德服人； 神用愛
來感動人，就是希望人能得永遠的生命，不是用 神的威力來使人屈服。
人就根據這個選擇權來決定永遠活著，還是死，這是人自己的選擇，將來就
不能推責。在申命記第卅章 15, 19 節，摩西呼天喚地的宣告：我將生死禍福陳
明在你們面前，你要揀選生命。聖經講有兩條路擺在我們面前， 神要人選擇，
這就是天賦人權。
在中國古時的婚姻是沒有選擇的權利，造成許多的怨偶，後來才開始講究自
由戀愛，選的不好也沒有怨言。比如，買東西可以自己選，有購買和退貨的權
利。我們一生從小到老都在選擇，至於生死大事， 神也讓人自己選擇。盼望我
們能善用 神給的自由意志，得著生與福，避免死與禍，這就是伊甸園的故事。

第十講 家的奧秘
讀經：創 2:18-25
基督和教會的關係
神造諸天萬有以後，神要兒子承受基業，耶穌是早被立為承受萬有的（來
1:1-2）；神 要教會成為基督的身體，與基督一起統管萬有。教會就是基督的新
婦、羔羊的妻（弗 5:22-33）。教會向基督要存純一清潔的心，如同夏娃許配亞當
（林後 11:2-3）。

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血氣的活人，而末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就是因爲
耶穌基督的靈一進人裡面，人就成了有靈的活人。所以在基督裡是新造的人，
在亞當裡則是舊造的人（林前 15:45），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在基督裡眾人也
都要復活（林前 15:22）。這裡說那人獨居不好，是說耶穌基督一個人承受萬有
不好，要教會成為基督的身體，與基督一起統管萬有。啟示錄 21 章的新耶路撒
冷就是新婦從天而降，是那人（耶穌基督）的配偶，一同統管萬有。
夫妻的關係
家是 神要人去管理宇宙萬有前的一個經歷，而基督徒應當明白地上暫時的
會轉眼成空、如飛而去， 神是藉著暫時的來成就永遠的。 神造諸天萬有，並
賦予一個永恆的性質，成為「那世界」，而在「那世界」需要兒子來承受與管
理，還要學習彼此相愛，彼此順服。神在地上安排許多過程讓我們來學（路
20:34），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若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提前 4:1-3）。不僅要
嫁娶，還要生養眾多。魔鬼不喜歡人出生，因為魔鬼想霸佔 神的產業。受造之
物服在虛空（魔鬼）之下，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 神兒女自由的榮耀（羅
8:18）。然而萬物嘆息直到如今（來 2:8），因為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 神的兒
子），萬物都期望 神的兒子顯明出來。

誰要替耶穌統管萬有？是基督的身體（羔羊的妻）：教會。但是人要先在家
裡接受訓練，所以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來學習管理自
己的家。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才能照管 神的教會（提前 4:3）。所以會管家的
人，就可以管理教會，會管理教會的人，將來就可以管理萬有。
神讓我們成立家庭，但將來到天上是沒有男女之分，在地上才有男有女，成
立家庭來學管理。在家還要學習彼此相愛，因為將來在天上，只有愛是永遠長
存。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夫妻之間一定要學習愛。但人的愛有限，忍耐
不住就愛不下去了。只有跟愛的源頭接通， 神就是愛的源頭， 神藉著聖靈將
愛澆灌下來（羅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