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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講 罪從一人入了世界 

讀經：創 3:1-8 

 
 罪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羅 5:12）。創世記記載這個古老的蛇
是個特別的東西，名叫魔鬼、也叫撒但（啟 12:9），牠是化妝的屬靈活物，是遮
掩約櫃的!"伯，也叫推羅王（結 18:12）；也叫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賽
14:12）。牠是七個天使長中最大的一個、名叫路西弗，連米迦勒都不敢責備牠；
牠一直想要篡位，牠是那誘惑人的。 
 
 撒但為什麼跑到伊甸園來誘惑人？因為 神造人有一個過程， 神先造天地萬
物，交給天使長來管，牠原是那服役的靈（來 1:14）。約伯記也有說天使是 神
的眾子，但不是承受 神產業的兒子。魔鬼說這一切的榮華權柄原是交付我的
（路 4:5-6），這句話雖是沒錯，但 神的產業不是撒但說要給誰就給誰，因為牠
沒有這個權柄。牠只是暫時管理，不是承受產業的。就像 神給了亞伯拉罕許多
產業，亞伯拉罕原以為他的僕人是將來承受產業的； 神說不是，乃是要從亞伯
拉罕「生」的才能承受產業。 
 
 神造人在伊甸園是要人承受產業（路 3:38）、要管理與承受萬有，神要把失
職的天使長拿掉，並交出產業來，撒但（佃戶）處心積慮要殺 神的兒子，因為 
神的兒子是要來承受產業的（太 21:33-38）。以西結書第二十八章 12-17節描寫
撒但當時是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後來從天摔下來，尾巴拖拉著三分之一的天

使，跟牠一起背叛 神（啟 12:4）。 
 
 撒但用古蛇來混淆 神的話，誘惑人，因爲人對 神的話瞭解的不夠清楚，時
常忘記 神的話，魔鬼就來歪曲真理，謬解 神的話。我們要知道 神的話歷歷昭
昭，沒有一句話是含糊的，但魔鬼故意把人弄得恍恍惚惚，這就是魔鬼的詭

計。魔鬼再挑撥離間：不講死的問題，卻把怕人得智慧（眼睛明亮）當作 神不
讓人吃分別善惡樹果子的原因。豈不知 神不喜歡人死（結 18:32），神要人得永
遠的生命。 神讓人 得智慧，不是用吃分別善惡樹果子的方法，而是要得從認
識耶穌基督與 神的話來得智慧。 
 
 蛇把女人的眼目引到樹上的果子去，女人就信了撒但的話，吃了毒果。蛇不

敢當面誘惑亞當，軟弱犯罪的是夏娃，她對 神的話不夠清楚，且喜歡悅人眼目
的東西。亞當（基督）明知吃了就死，仍舊吃果子是因為愛妻子（教會）的緣

故。人一吃禁果眼睛就明亮，看見自己赤身露體，就躲避 神的面。 
  



第十二講 罪是什麼 

讀經：創 3:9-15 

 
 撒但在世界上引誘人，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罪就進入人裡面。罪分三個

範圍：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今世的驕傲。 
 
 當人的眼睛看了這花花世界、五光十色就帶人進入罪中，佛教也說，眼睛看

世界的榮華，把人的靈偷走了。人要不犯罪，就不看、不聽、不說。然而現今

電視（傳播媒體）瞬息萬里影響人甚鉅，因為人想到各處觀光看這個世界，但

所看的根本就是埋葬死人的地方。撒但引誘人要「眼睛明亮」看世界，因為這

世界能悦人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創 3:6），但是在這個世界
裡，人生下來努力求生，最後的結果都不過是死亡。此外還有肉體的情慾，就

是飲食男女諸多的内容；還有今生的驕傲，就是人不甘被造，要自封為神，就

像魔鬼慫恿夏娃說：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創 3:5）。這就是罪進來的三個特
別作用，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今生的驕傲，凡活進這三樣，人的靈就與 
神斷絕。 
 
 而罪進入人的反應也分三樣：一、遮蓋罪，如同亞當夏娃犯罪後為自己編織

裙子遮蓋赤身肉體。二、躲避：如同亞當夏娃藏在園子裡的樹木中。三、推卸

責任：亞當推給女人，女人推給蛇。這三套是人的本能反應，來隱藏真相。 
 
 罪入了世界，人因此就受了咒詛。然而 神應許女人的後裔要打傷蛇的頭，
代表主耶穌基督敗壞掌死權的。耶穌到地上被聖靈充滿、勝過魔鬼的試探：當

撒但用肉體的情欲來試探主，主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裡所
出的一切話。」（路 4:4）主耶穌也曾清楚地告訴我們，「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
體是無益的...」所以靈比肉體重要。靈需要的是什麼？ 神的話。 
 
 當魔鬼把世界榮華給主看，主說：「當拜主你的 神，單要事奉祂。」因爲世
界的榮華讓人眼看看不飽，人看到好的就想要，於是要錢來達到目的，以致被

錢（罪）所捆綁。最後魔鬼把耶穌帶到殿頂上，用詩篇九十篇來混淆真理：詩

篇 91:11節說「...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但魔鬼刻意漏掉「你行的道
路」這句話。 神說我們規矩走路主必保護你，但沒有說你跑到高處往下跳要保
護你。這是由於魔鬼善用聖經的話，用似是而非的言語來混淆人的思想，來挑

起人的罪。 
 
 罪使我們與 神隔絕，人就越來越驕傲，在約翰壹書第二章 15到 17節教我
們如何勝過這一切，就是不要愛世界，因爲惟獨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遠長存。 
  



第十三講 有靈的活人 

讀經：創 3:16-24 

 
 蛇是撒但的化身，潛入伊甸園誘惑夏娃，罪從一人入了世界，人的靈就與神

不通了，人因此受了咒詛：女的受生產之苦；男的要汗流滿面才得糊口。 
 
 聖經說人活著是靠口中的氣，是 神吹在人鼻孔中的生氣，才人成了有靈的
活人。神首先造的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林前 15:45），而靈又作血氣，是因為
人犯罪之後靈死了，就剩下「血」與「氣」。「血」是肉體、是活物的生命所

在；「魂」就是氣，是人的意識。神的靈造人，全能者的氣使人得生（伯

33:4）；耶和華的氣使人聰明（伯 32:8）。 
 
 人有靈、魂、體的分別，所以人聽道是先聽進魂裡，再進到靈裡，藉著 神
活潑的道，最後人的肉體都可以解析開來（來 4:12）。靈與氣是人活的能量與意
識（伯 34:12-15）；肉體就是一堆土，肉體是出於塵土也要歸於塵土。只有聖經
把人的構造寫得那麼清楚。 
 
 中國的莊子說「人與天地一體，與萬物並生」，說所有這些物質都要還原自

然，所以人的肉體就不是太重要了，無論怎樣保養，終將歸於塵土。但現在很

多人很自私，吃了大地供應的一切食物，死後卻不讓自己的一堆物質回到大

地，用金棺銀槨、或是做成木乃伊、或是裝在水晶棺材裡，或是坐化成金身供

人膜拜，以致身體沒有出於塵土又歸於塵土，這是不合原理的。我們的肉體一

定要歸於塵土的。 
 
 將來到榮耀裡是什麼狀況呢？我們都知道，一般物質（例如水）有三個形

態：固態、液態、氣態，這物質的元素沒有改變，是能量增減的原因，因此能

量決定形態。現在還有第四形態，就是能量太高，以致電子成了離子，產生等

離子的狀態。按此推論至高的能量是「靈」的狀態。所以現在身體是低能量狀

態，等加能量到一定程度以上，就成了等離子狀態。若 神把我們加到至高，就
成為靈性的身體。 
 
 這就是聖經裡講，我們的血肉之體不能承受 神的國，要成為靈性的身體才
能進去。將來 神使我們身體改變，使我們的身體與 神的身體相似（腓 3:20），
乃是不朽壞的、是榮耀的、是強壯的、是靈性的身體（林前 15:42-44）。而現在
人是低能量的、是屬土的，需要從土裡取得所需的養份（林前 15:46-49）。 
  



第十四講 分別善惡的結果 

讀經：創 4:1-16 

 
 人類開始生兒養女，從第一代子孫就顯出罪來；該隱代表惡，亞伯代表善

（約壹 3:12）。中國有「性惡」「性善」之說，而按聖經的說法人裡面善惡兩種
都有，有的時候善，有的時候惡，善惡在人裡頭打架，但結果是惡殺了善（羅

7:14-21）。 
 
 當我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們同在，因為肉體是賣給罪了。我們的

意志想要為善，而肉體的律，卻要我們傾向犯罪。人用教育來遏制惡、提高

善，但世界的罪惡反而越多。人再用律法來控制人的惡，律法越多如牛毛，世

界上的人卻越來越壞，都是因為罪還在人的肉體中。中國人再加上「禮」，是克

制自己的方法，所謂「克己復禮」，但中國也還達不到所謂禮儀之邦。人到了敗

壞的地步，這就是人類今天的光景。 
 
 該隱與亞伯就代表人類的善與惡，至於為何亞伯的獻祭被 神看重，該隱的
獻祭不被 神看重？該隱是種地的，獻地裡的出產是表現他自己的功勞，是用
「立功之法」，以自己作的善事讓人佩服，高舉自己。亞伯是放羊的，他是用

「救贖之法」，獻羔羊作犧牲，代表人對 神的認罪。主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10-
14節看到兩種人，一個是稅吏、一個是法利賽人，法利賽人表功彰顯他們十分
之一的奉獻，而稅吏卻連頭都不敢抬，只能捶胸認罪；主乃看認罪悔改的稅吏

為義。如同 神看重亞伯獻的祭物，而看不中該隱的祭物。人的宗教也有用十萬
功德的「立功之法」來贖掉自己的罪，但亞伯是用羔羊犧牲，就是預表耶穌基

督代替我們的罪。 
 
 按聖經來說，罪有很多的解釋法，消極的解釋，是觸犯法律的就是罪，罪的

中文寫法是网非，就是網住一個不合理的事就是罪。而聖經說 神造的人原是一
個榮耀 神的器皿，人不能彰顯 神的美德就是罪，這是積極的解釋，所以人都
有罪。 
 
 耶和華看不中該隱的祭物，使得該隱發怒， 神就對他說：罪就伏在門前，
它必要戀慕你，你卻要制伏它（人想各種辦法制服罪）。而罪從一人入了世界以

後就禍延子孫。我們無法用「立功之法」來除罪，因為所犯的罪都已經記錄在

那裡，無法用作別的好事來塗抹那個罪，只有用東西來贖，且只有用耶穌基督

無窮生命的價值來贖才有用。 神看中亞伯殺了頭生的羊，且用羊的脂油獻上，
這是耶穌基督替我們死，代替我們用生命贖罪的原理。 
  



第十五章 父母為祭司 

讀經：創 4:16-26 

 
 亞伯是第一個有信心的人（來 11:4）。古時候父親都是家裏祭司，將 神的話
傳給兒女，亞當應該有將伊甸園的經歷傳給亞伯和該隱，但該隱不相信，亞伯

相信而獻祭。 
 
 亞當曾說 神用皮子做衣服，代表基督的救恩遮蓋我們， 神就看不見我們的
罪，只看見基督的義。就如中國象形文字結解釋「義」，上面的羔羊遮蓋我，而

「我」這個字是左禾右戈，代表人除了吃就是打，等人舉起羔羊就稱為義。亞

伯相信，因而殺羔羊獻祭，該隱卻不信，是用立功之法來獻祭。 
 
 舊約所有獻祭都是預表耶穌基督，無論是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

是後事的影兒，形體卻是基督（西 2:16），耶穌就是逾越節被殺的羔羊（林前
5:6）；所有這些祭物都是預表，是叫人想起罪來，但不能除罪，這些都是按著律
法獻的，然而我們靠耶穌基督一次獻上永遠的贖罪祭，就得以成聖（來 4:1），
因此說這些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羅 10:4）。 
 
 施洗約翰指著耶穌說：看哪 神的羔羊！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時候， 神預備一
隻羊代替以撒，羔羊預表耶穌基督的救恩。亞伯殺羊就是因爲知道自己有罪，

所以靠耶穌基督生命救贖的是蒙 神悅納的。 
 
 該隱的名字叫「得」，亞伯的名字叫「虛空」，亞當後來又生塞特，意思是神

另給我一個兒子，一個新的苗裔。該隱當時不求告耶和華的名，直到塞特以

下，才恢復信仰（創 4:26）。 
 
 「信」是我們第一個要學習的功課，父母都有責任在家中教導兒女相信 
神，為兒女獻祭贖罪。約伯就是清早起來為兒女獻上燔祭，這是祭司的責任，

因為祭司是替人辦理屬 神的事，替 神傳揚祂的話（來 5:1）。家長要如此行，
兒女才對 神有信心。若兒女心中沒有神，眼中也沒有人，成為一個悖逆的人，
該隱的後代雖出了很多能人，但也出了許多驕傲的人如拉麥。拉麥宣告說，若

殺該隱遭報七倍，殺拉麥就遭報七十七倍，何等狂傲！就算他們在世上創了許

多東西出來也沒有用。所以父母應當作家裡的祭司，兒女遠離 神而不信，是父
母的責任。 
  



第十六講 人生路的選擇 

讀經：創 5:1-14 

 
 我們看到人走的是一條死亡的路，無論什麼種族的人都是活著活著就死了，

人還要結婚與生兒養女，之後又活了多少年就死了。所以說人生原是死路一

條。然而人還有一條生命的道路可以選擇。例如，以諾被 神接去，因為以諾
「與 神同行」就不至於見死（來 11:5）。 
 
 與神同行的原則，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摩 3:3），這叫生命的道路。聖
經裡講兩條路，人生下來就往死亡裡走，這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

（箴 14:12）。人以為憑著良心走完人生之路就好，但至終引到死亡。與 神同行
這條路可以讓我們出死入生，耶穌說：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不至於定

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約 5:24）。並且進入永遠的生命。 
 
 主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乃是生命之道。 神將生命的路和死
亡的路擺在人面前（耶 21:8）。大衛說：神「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詩
16:11）。而到了新約彼得說：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徒 2:28），誰是生
命的道路？就是耶穌，祂來就是一條生命的道路為我們而開（來 10:19）。 
 
 人生是在死亡的道路上前進，只有 神差耶穌基督給人開一條路，「與 神同
行」就可以出死入生，聖經的真理讓我們（智慧人）隨著生命的道上升（箴

15:24）。創世記第五章刻劃出這條路，如何走？就要「與 神同行」，耶穌就是那
條生命的道路，這就是福音。 
 
 還有我們看到：以前的人活得比較長，因為以前的人多隨從靈而活，以後的

人不聽 神的話， 神的靈不常在他們裡面，人的年齡就縮短了。 
 
就人的解釋，以下的原因會把人的壽命減短： 
一個小時的懼怕，使人損失三到五年的壽命； 
一個小時的悲傷，使人損失三到五年的壽命； 
一個小時的憂愁，使人損失三到五年的壽命； 
一個小時的憤怒，使人損失三到五年的壽命； 
一個小時的病痛，使人損失一到三年的壽命； 
一個小時的熬夜，使人損失五天的壽命； 
一個小時的酗酒，使人損失一到三個月的壽命； 
一個小時淫亂的思想，使人損失一到三年的壽命； 
一個小時淫亂的行為，使人損失一到三個月的壽命。 

  



第十七講 救恩的家譜 

讀經：創 5:25-32 

 
 創世記前十代人，從亞當到挪亞，他們的名字都有特別的意義，聯在一起就

是一個救恩的家譜。按希伯來文其意思如下： 1）亞當：紅土，人（創 2:7）。
2）塞特：立定。3）以挪士：必死的。4）該南：得業者（得著）。5）瑪勒列：
神的榮耀。6）雅列：降下。7）以諾：奉獻。8）瑪土撒拉：死後降洪水。9）
拉麥：有能力。10）挪亞：安慰，安息。 
 
 這家譜裡的名字翻譯出來就是：人因為犯罪，就處於（立定）必死的地位，

然而還可以得著那發光 神的榮耀，從天降下，祂奉獻自己替我們死（為人贖
罪，就把死的問題解決），因此祂的工作就有能力拯救我們進入安息。 
 
 從創世記開始我們就看到一幅圖畫，按字面上的家譜，人都是走在一條死亡

的路上：活到幾歲，生了兒子，又活了幾歲就死了。但是在這家譜中有一個例

外的，就是以諾：「以諾與 神同行， 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創
5:24）以諾與 神同行就「出死入生」。以諾預表個人得救；挪亞預表全家得救
（希 11:7），所以要預備方舟，也就是教會，好讓人保存性命。 
 
 如何與 神同行？凡 神所吩咐的都照樣行（創 6:22）；與 神同心（摩
3:3）；以基督的心為心（腓 2:5）；體會基督的心腸（腓 1:8）舉例：耶穌基督有
憐憫人的心（太 9:35）；人子來乃是要服事人，捨命（太 20:28；可 10:45）；把
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免得有糟蹋的（約 6:12）；對兒童與婦女寬待，對成人要
求規律（五餅二魚的故事）。 
  



第十八講 洪水滅世 

讀經：創 6:1-22 

 
 洪水滅世的故事在世界各國都有類似的記載，中國古時大禹治水，當時亢水

為災，禽獸橫行，沒有可耕之地而民不聊生。為什麼 神要滅世？因為人的敗
壞，人的敗壞有五個步驟： 

1. 人開始敗壞，神的靈就離開人， 
2. 神的靈不進來，人就屬乎血氣而滿了物慾，所謂物慾蒙蔽心靈，天理不在
人心（靈的敗壞）， 

3. 神的靈一離開，人的思想都在惡裡，就如亞伯的善被惡殺了（魂的敗
壞）， 

4. 人的行為就敗壞了（肉體的敗壞）， 
5. 行為敗壞以後，地上就滿了強暴（創 6:13）。 

 
 當時人要邪靈不要聖靈，不去想良善的事，敗壞了行為，人類就滿了強暴，

此為末世的現象。但挪亞「與 神同行」，神要保全挪亞一家為人的種子。 
人要與神同行的方法是一步一步進深的： 
一、主吩咐的就照樣行， 
二、體會主的心， 
三、行 神所指示的善（彌迦書 6:8）， 

1、行公義：就是要公道正義，不能有私心 
2、好憐憫：如主耶穌憐憫世人 
3、存謙卑的心， 神不喜歡驕傲，喜歡謙卑 

四、有見證的生活（瑪拉基書 2:6） 
   1、要傳真實的律法不可撒謊 

2、要以平安和正直「與 神同行」 
3、使多人回頭離開罪孽。 

 
 當初主在地上有許多人與祂同行，但當耶穌說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約

6:51），猶太人接受不了。主又說：「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連門
徒也接受不了（約 6:66）。當耶穌供應人肉體的需要，大家都高興；但當主要人
不靠肉體時，很多人都退去。主問門徒說：「你們也要退去嗎？」彼得說：「袮

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所以我們走的是一條永生的道路，是一條屬

靈的道路。 
 
 二戰時期，盟軍飛行員在亞塞拜然的亞拉臘山發現一如諾亞方舟的影像，戰

後去再找就找不到，僅找到一塊歌斐木，方舟的造法和所帶的動物，在聖經裡

都有記載。 
  



第十九講 敬虔的一家 

讀經：創 7:1-24 

 
 方舟的預表是全家得救的信心工作（來 11:7）。聖經裡講到因信稱義，從亞
伯獻祭開始；到以諾因信被主接去而不見死，以諾奉獻自己做傳道的工作（猶

14；徒 19:6）。當時世代的人不敬虔，走了該隱的道路，就是靠自己的功勞（猶
8-11），以諾傳 神的審判，要人趕快回頭。以諾「與 神同行」不過放縱生活、
乃過著敬虔的生活。 
 
 到了挪亞的時候，仍是不敬虔的世代，挪亞繼續傳義道（彼後 2:5），為人憂
傷。凡 神所吩咐挪亞的，他都照樣行。挪亞要把 神所有揀選的活物都放進方
舟內，這是一個極大的工程。然而當時的人心悖逆，對 神不敬虔，所以 神的
靈不進人心、地上滿了強暴，挪亞一家人勤力造方舟，一邊造方舟還一邊傳

道。可惜當時的人寧可發財，也不相信洪水將來，挪亞努力傳道也僅有八個人

得救（彼前 3:19），就是挪亞一家八口。 
 
 後來挪亞的三個兒子就形成現在三大人種：含的後裔就是黑種人（球髮），

雅弗的後裔是白種人（曲髮），閃的後裔是黃種人（直髮）。因此我們知道人的

來源是從伊甸園、圍繞著地中海發展出來的。挪亞方舟預表了耶穌基督對全人

類的拯救。從亞伯、以諾到挪亞，我們學到，在悖逆的世代要傳講義道，要學

先知講道。 
  



第二十講 方舟的預表 -- 教會 

讀經：創 8:1-22 

 
 洪水整整 1年時間才完全退去，挪亞一家在方舟裡保全了性命。聖經里所有
的人事地物都有特別的預表，在這裡方舟預表教會（基督的身體），凡進入到教

會（在基督裡面）就能：一、保全生命（創 6:19-20）；二、有糧食吃（創
6:21）；三、躲避審判（洪水）。所以，基督徒若回到基督裡，就有平安（保全性
命直到新天新地），不在基督裡，就有死亡的威脅（神對罪的審判）。 
 
 教會建造的材料與方法：（創 6:14-16） 

1. 用歌斐木造（創 6:14）木頭預表 = 耶穌釘的十字架； 
2. 分一間一間預表 = 地上的各教會（弗 3:15天上的全家，地上的各家）； 
3. 裡外抹松香預表 = 耶穌的寶血（隔離審判的洪水）； 
4. 長 300肘預表 = 神在教會中尊大（3＝神的數目；百＝偉大的完全） 
5. 寬 50肘預表 = 負責任的意思 
6. 高 30肘預表 = 神復活的大能 
7. 上邊透光預表 = 讓 神的榮光照進來 
8. 門開在旁邊預表 = 方便讓人進來 
9. 上中下三層預表 = 教會中有 3 種人：父老，少年人，小子們（約壹 2:13-

15） 
 
 亞拉臘山預表新天新地，從方舟裡出來，預表基督徒新生命的開始。（彼前

3:20-21，受洗就像進入方舟，然後從水裡上來） 
 
 個人得救要像以諾一樣，「與 神同行」（彌 6:8，謙卑，憐憫，奉獻自己），
然後才能帶領全家進入教會（方舟），保全性命。聖經一再提醒，最後還有末世

的審判（彼後 3:5-7），我們更要儆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