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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神言出事成
（创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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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起源

一、神创造宇宙万

物（创一章）

二、亚当与夏娃

（创二至五章）

1. 伊甸园（创二

章）

2. 堕落（创三章）
3. 堕落的后果

（创四至五章）

三、挪亚及其家庭

（创六1至十一9）

1. 大洪水（创六

至七章）

2. 新土地（创八

章）

3. 神与挪亚立约

（创九章）

4. 宗族与邦国

（创十章）
5. 巴别塔（创

十一1–9）

四、亚伯拉罕与撒拉

（创十一10至二十五11）

希伯来民族的起源

五、以撒与利百加

（创二十五12至

二十八22）

六、雅各及其家庭（创

二十九1至三十八30）

希伯来民族被建立

七、约瑟及其服侍（创

三十九1至五十26）希

伯来民族蒙保护

钥节："起初神⋯⋯"（创一1）



创造
堕落

洪水
巴别

亚伯拉罕

雅各
以撒

约瑟

四大事件

四大人物



神创造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约瑟

神创造，撒但破坏，人堕落，耶和华应许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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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
落 耶和华呼召

（亚当、塞特、挪亚、闪）

亚当：受造族类的祖先

亚伯拉罕：蒙召族类的祖先

创世记总纲

洪水
巴
别



结构大纲

一. 创造（创1:1–2:3）

a. 介绍创造者（创1:1–2）

b. 六日创造（创1:3–31）

i. 第一日：光（创1:3–5）

ii. 第二日：天（创1:6–8）

iii. 第三日：大地与植物（创1:9–13）

iv. 第四日：光体（创1:14–19）

v. 第五日：飞鸟及海里的生物（创1:20–23）

vi. 第六日：地上的动物（创1:24–31）

1. 创造动物（创1:24–25）

2. 创造人（创1:26–31）

c. 第七日（创2:1–3）

▪ 神创造世界和一切活物
（创一）

▪ 耶和华是创造者—唯独
祂是神

▪ 神照着祂的形象与样式
造人：

▪ 他们像王室代表一样，
神派他们管理神所造的
万物（一26-28）

▪ 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
地面（一28）



起 初
In the 

beginning

1 起初， 神创造天地。

2 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

片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

水面上。 （创一1-2）



“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诗三十三9）

神开口讲话，事情就必然成就！

他的创造工作彰显出他是一位大能和智慧的神，他的话语是有权柄的



圣 父
24他们听了，就同心向 神
高声说：“主啊，你是那
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
物的主宰。 （徒四24）

圣 子
1太初有道，道与 神同在，道就是
神。2这道太初与 神同在。3万有是
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
是藉着他造的。（約一1–3）

在圣经中，创造是： 圣父（徒四24）、
圣子（約一1–3）
圣灵（诗一〇四30）共同参与工作的结果。

1 2

圣 灵 （诗一〇四30）

30你发出你的灵，万物就被造成； 你也使地面更换一新。

3



一、 创世记一1 “起初神创造天地。”

二、 马可福音一1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三、 约翰福音一1 “太初有道”

1 神创造天地（创一1–2）



一、 创世记一1 “起初神创造天地。”

二、 馬可福音一1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三、 约翰福音一1 “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约一1）把我们們帶回到永恒的过去，那时，
耶稣基督即神的永生之道，作为神的永恒的神子（圣子）而
存在。

在万物被造之前，他就存在了，因为万物都是借著他造的
（约一3；西一16–17；來一2）。



一、 创世记一1 “起初神创造天地。”

二、 马可福音一1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三、 约翰福音一1 “太初有道”

马可福音的开始就言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 福音的信息不是始于施洗约翰的事工（施洗约翰是为耶稣修直

道路的先锋）

▪ 神恩典的好消息早在创世记三章15节就宣告了。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
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
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
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
跟。” （创世记三15）



一、 创世记一1 “起初神创造天地。”

二、 马可福音一1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三、 约翰福音一1 “太初有道”

▪ “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一1）

这句话是指远古的过去，那时神从空虛中创造了宇宙

（诗三十三6；罗四17；來一2）。

▪ 创世记一章1至2节就是一項宣言：神创造了宇宙



六日创造



1  神言说

2  创造出现

3  命 名

4  满意

5  有晚上，有
早晨，第几日

创造的每一天都按照相同的基本模式来描述：



三个领域形成 充滿

穹 苍

01
陸 地

02
海 洋

03



六日创造 1

1起初， 神创造天地。2地是空虚
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 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

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4 神看光是好的，他就把光暗分开
了。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
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

2 神塑造天地（創一3–13）



六日创造 2

6 神说：“众水之间要有穹苍，把
水和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7

神造了穹苍，把穹苍以下的水和穹
苍以上的水分开了。8 神称穹苍为
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



六日创造 3

9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
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10 神称
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 神看这
是好的。11 神说：“地上要长出青草、
结种子的蔬菜和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
类，在地上的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
样成了。12於是，地上长出了青草和结
种子的蔬菜，各从其类；又长出结果子
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
神看这是好的。13有晚上，有早晨；这
是第三日。



六日创造 4

14 神说：“在天上穹苍中，要有光体
来分昼夜；这些光体要作为记号，定节
令、日子和年岁；15它们要在天上穹苍
中发光，照耀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16於是， 神造了两个大光体，大的管
昼，小的管夜；又造了星星。17 神把
这些光体安放在天上穹苍中，照耀地上，
18管昼夜，分光暗。 神看这是好的。
19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

3 神用万物充满陸地、海洋和穹蒼
（创一14–31，二7）



六日创造 5

20 神说：“水要滋长生物；地上和天
空之中，要有雀鸟飞翔！”21於是，
神创造了大鱼和在水中滋生各种能活动
的生物，各从其类；又创造了各种有翅
膀的飞鸟，各从其类。 神看这是好的。
22 神就赐福给牠们，说：“要繁衍增
多，充满海洋；雀鸟也要在地上增
多！”23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



六日创造 6

24 神说：“地上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
牲畜、爬行的动物和地上的野兽，各从其
类！”事就这样成了。25於是， 神造了地上
的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
各种爬行的动物，各从其类。 神看这是好
的。

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
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
所有爬行的生物！”27於是， 神照着自己的
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 神的形象创造了他；
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28 神就赐福给他们，
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征服
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
有走动的生物。”



六日创造 6
29 神说：“看哪！我把全地上结种子
的各样蔬菜，和一切果树上有种子的果
子，都赐给你们作食物。30至於地上的
各种野兽，空中的各种飞鸟，和地上爬
行有生命的各种活物，我把一切青草蔬
菜赐给牠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31 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有晚上，
有早晨；这是第六日。

7耶和华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
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有生
命的活人，名叫亚当。

（创二7）



7耶和华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
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有生
命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二7）

六日创造 6

“亚当”的名字意指“取之於地”，然而，亚当所拥有的
生命是來自神的.
人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创二7），动物也是如此造的，这
就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和动物的躯体死后也会归於尘土。

（传三19–20）



神歇息 神赐福

1这样，天地万物都造齐了。2第七日，
神完成了他所作的工；在第七日 神歇
了他所作的一切工。3 神赐福第七日，
把它分别为圣，因为在这一日， 神停
了他一切所创造的工，歇息了。

第 七 日 7



分开光、暗

分开上、下

分开海、陆

植物出现

日、月、星出现

定节令、日、年

鱼、鸟出现

陆上动物出现

人类出现

混沌

细致

有序

整个叙事强调
创造者的荣耀
和能力。

1

2

3

4

5

6



我们是由
神创造的

我们是按神的
形象创造的

（创一26–27）

我们受造是为
了治理这地

（创一26、28）

人类起源的几个重要的事实

奇妙的创造主配
得我们的敬拜、

赞美和服从

我们必須成为受造物
的好管家



神创造我们，说明我们是受造物，要完
全依靠他。

•路加福音三38称亚当为“神的儿子”

I. 我们是由神
创造的

人类起源的重要事实

因着他我们可以生存、活动、存在….
（徒十七28）

我们是在他里面生活，行动和存在….

（新普及版）



II. 我们是按神的
形象创造的

（创一26–27）

人类起源的重要事实

人类与动物不同之处
• 有权利掌管神所创造的世界(一26)
• 人类有尊严(九6)
• 人能与神沟通(二16)

神的形象



II. 我们是按神的
形象创造的

（创一26–27）

人类起源的重要事实

▪ 每个人都配得尊敬，他不该被杀害（九6）
或被咒诅（雅三9），

▪ 形象包括了”仁义与圣洁”（弗四24），
“知识”（西三10）等特征。

▪ 信徒该效法基督的模样（罗八29），并且
将来“必要像祂”（约壹三2）

神的形象



亞当和夏娃是最早統管神的万物的人

“6你叫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把万物都放
在他的脚下……”（诗八6–8）。

“天属于耶和华；地，他卻赐給了世人。
”（诗一一五16）

但是，当亞当相信了撒但的谎言，並吃
了禁果之后，他就失去了治理权，因此
現在，地就由罪与死亡管轄了（罗五
12–21）。

III. 我们受造是
为了治理這地

（创一26、28）

人类起源的重要事实



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林前十五45），当
他降世为人、來到地上時，他行使了首先的
亚当失去的管辖权。

显明他有权柄管理鱼（路五1–7；约二十一
1–6；太十七24–27）、禽鸟（太二十六69–
75）和动物（可一13，十一3–7）。

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時，他就胜过了罪
与死亡，因此如今恩典可以做王（罗五21），
神的百姓可以借著耶稣基督“在生命中作王
”（罗五17）。

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來时，他自己将要恢
复因亚当犯罪而失去的管辖权（來二5）。

III. 我们受造是
为了治理這地

（创一26、28）

人类起源的重要事实



大洪水到來之前，亚当和所有受造的
动物是吃果蔬和青草的（创一29–30，
九1–4）。

以賽亞书十一章7节指出，当耶稣基督
再来，並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時候，
食肉的野獸将重新恢复这样的飲食习
惯。

III. 我们受造是
为了治理這地

（创一26、28）

人类起源的重要事实



III. 我们受造是
为了治理這地

（创一26、28）

人类起源的重要事实

7牛必与母熊一同吃食，牛犊必与小熊
一起躺卧；狮子就像牛一般吃草。

（以賽亞书十一7）



大卫环视了神的创造之后，

曾问道：“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
什么，你竟眷顾他？”（诗八4）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都属耶和华”（诗二十四1）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
貴、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並且万物
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四11）

IV. 奇妙的创造主
配得我们的敬
拜 赞美和服从

人类起源的重要事实



這意味著我们必須

▪尊重他人，因为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创九6）

▪如果我們羞辱了神的受造物，就无法荣耀创
造天地万物的神

▪把创造当作一份礼物來接受、守护、欣賞神
在创造時賦予我们的恩賜

V. 我们必須成为
受造物的好管家

人类起源的重要事实



▪ 神是井然有序的，自然界的
混乱仍然在神的掌控之下

▪ 创造物是为了展现神的荣耀
而造，因此祂称之为好（创
一4）。

▪ 神显明自己，激发我们对祂
的敬拜。

结 论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
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
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
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罗马书一20）



第一章 创世之前（创一1）

第二章 神言出事成（创一章）

第三章 首先设立的，居于优先位置（创二章）

第四章 这是天父世界——真是如此？

第五章 伊甸园里的危险（创三章）

第六章 在舞台的中央——该隐（创四1-24）

第七章 前景暗淡时，当仰望神（创四25-六8）

第八章 挪亚的信心与挪亚的家人（创六9-七24）

第九章 赐予全新开始的神（创八章）

第十章 颂咏生命，颂咏生命（创九1-17）

第十一章 故事的其余部分（创九18-十32）

第十二章 当心！神在工作 （创十一章）

第十三章 回到基础 （回顾创一至十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