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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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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创造，撒但破坏，人堕落，耶和华应许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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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受造族类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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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之前：

神已经制定好

救赎计划

01
创世记：

神已经应许救

赎

02
创世记之后：

神成就了救赎

03

1 创世之前（创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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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第一：

• 第一个安息日（创二1–3）

• 第一个家（创二4–15）

• 第一个约（创二16–17）

• 第一个婚姻（创二18–25）

3 首先设立的，居于优先位置（创二章）



• 我们要单单敬拜神。

• 我们要做神创造物的好管家。

• 我们要信靠神的预备，不要忧虑。

• 我们要向天父祷告。

• 我们不要惧怕为了神而受苦。

• 我们要爱人类，服侍人类。

• 我们要阅读和学习神的话语

4 这是天父世界 – 真是如此





人的被造是上帝创造的巅峰

•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我们的目的是要彰显神。

•我们是要治理和管理这世界。

人的悖逆与上帝的救赎
• 撒旦和女人之间彼此为仇

• 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为
仇

• 特定的后裔给撒旦最后一击

创世记第二章 第三章





清晰完美 碎片、 残缺不全、 扭曲、

不正常、不完整



如果沒有

创世记第三章
如果人不曾堕落，那么耶稣基督也就沒必要在

十字架上受苦。

• 圣经的其余部分记载了因亚当犯罪帶來的的后果

• 神与魔鬼撒旦、义与罪之间的各种交战

• 解释了神在恩典中如何拯救我们

• 恳切地呼唤罪人悔改信主



结构大纲

一. 不顺服与被逐出伊甸园（创3:1–24）

a.诱惑（创3:1–5）

i. 蛇提问（创3:1）

ii.夏娃回应（创3:2–3）

iii.蛇的骗局（创3:4–5）

b.不顺服（创3:6–8）

i. 夏娃的决定与亚当的沉默（创3:6）

ii.罪疚与羞愧（创3:7–8）

c. 审判（创3:9–13）

i. 神提问（创3:9）

ii.亚当回应（创3:10）

iii.神指责（创3:11）

iv.亚当辩解（创3:12）

v. 夏娃辩解（创3:13）

d.诅咒（创3:14–19）

i. 蛇的诅咒（创3:14–15）

ii.夏娃的诅咒（创3:16）

iii.亚当的诅咒（创3:17–19）

e.惩罚（创3:20–24）

i. 亚当给“夏娃”命名（创3:20）

ii.神给亚当和夏娃衣服穿（创3:21）

iii.神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创3:22–24）

创世记第三章以蛇的出现开始（创3:1a），它将要引
诱女人不遵从神在创2:16–17定下的诫命（创3:1b–

5）。女人抵挡不住蛇的诱惑，并邀请亚当也参与在
违反诫命的行为里（创3:6–7）。因着羞愧，他们躲
避神，后来神劝服他们承认自己的不顺服（创3:9–

13）。

接着神对蛇、亚当及夏娃宣告他们的审判（创
3:14–19）。审判之后，神给亚当和夏娃衣服穿，然
后再将他们赶逐出伊甸园（创3:20–23）。考虑到这
对夫妻有可能会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神派基路伯看守
园子的入口（创3:24）。



• 创世记第三章以蛇的出现开始（创三1a），

• 它将要引诱女人不遵从神在创2:16–17定下的诫命
（创三1b–5）。

• 女人抵挡不住蛇的诱惑，并邀请亚当也参与在违反
诫命的行为里（创三6–7）。

• 因着羞愧，他们躲避神，后来神劝服他们承认自己
的不顺服（创三8–13）。

• 神对蛇、亚当及夏娃宣告他们的审判（创三14–19）。

• 审判之后，神给亚当和夏娃衣服穿，然后再将他们
赶逐出伊甸园（创三20–23）。

• 考虑到这对夫妻有可能会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神派
基路伯看守园子的入口（创三24）。



1在耶和华 神所造野地所有的活物中，蛇
是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 神真的说过，
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

2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
可以吃；3只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
曾经说过：‘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
你们死。’”

4蛇对女人说：“你们决不会死；

5因为 神知道你们吃那果子的时候，你们
的眼睛就开了；你们会像 神一样，能知道
善恶。”（创三1-5）

一、仇敌 三1a

二、诡计 三1-5

1 撒旦伪装自己 1a
2 撒旦质疑神的话 1b
3 撒旦否定神的话 4
4 谎言替代神的话 5



“撒但”/“魔鬼”   意思是 “仇敵”/“誹謗者”。

林後十一3 撒但是以蛇的形象出現

启 十二 “龙”

启二十2 “龙”、“古蛇”

彼前五8 一头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

約八44 “杀人的”和“说谎之人的父”

太十三19 “恶者”

約十二31 “世界的王”

帖後三3；约壹三12 “恶者”

林後四4 “这世界的神”

弗二2 “空中掌权者的首領”

弗六10–12 邪恶的、属灵恶魔势力的首领

啟九11 “亞巴頓”（希伯來話）和“亞玻倫”（希臘話），意思是“毁灭者”

要小心谨慎，不要在生命中給魔鬼留地步（弗四27）。

要不断学习神的话语，並寻求识破撒旦诡计（林后二11）。

一、仇敵（創三1上）



• 撒旦是聪明的模仿者，擅长伪装起来，甚至伪装成光明的天使（林后十一14）。

• 当撒旦来到伊甸园时，他借用了蛇的躯体。

二、诡计（创三1–5）

（1）撒旦伪装自己（创三1上）

（2）撒旦质疑神的话（创三1下）

• 撒旦的攻击目标是夏娃的心思意念--欺骗、质疑神的话，怀疑神，对神话语的真实
和神心意的良善产生怀疑（林后十一3）。

• 他们可以随意去吃园中树上的果子，但为着他们的益处，他们不可吃园子中央那棵
分別善恶树上的果子（创二15–17）。



16耶和华 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
都可以吃；17只是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
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 （创二16-17）

2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3只
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曾经说过：‘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创三2-3）



1在耶和华 神所造野地所有的活物中，蛇是最狡猾的。蛇对
女人说：“ 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
吗？” （创三1）

2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3只有园中
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曾经说过：‘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创三2-3）

4蛇对女人说：“你们决不会死；5因为 神知道你们吃那果子
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会像 神一样，能知道善
恶。” （创三4-5）

质疑

增加 删减

否定神的话



（3）撒旦否定神的话（创三4）

• 神就是真理，他诚实无伪、公义正直（申三十二4），
• 神的真理是我们的盾牌（诗九十一4；弗六16）
• 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诗一一九128）
• 我们善用信心的盾牌，神必能保护我们。

神的话（创二17） 夏 娃（创三3） 撒 旦（创三4）

必要死 免得你们死 （不一定死） 决不会死

撒旦是一个说谎者
（约八44）



• 质疑、否定神的话语==》相信撒旦的谎言、虚谎的应许==》

• 撒旦成为他们的主人（弗二1–3）

（4）撒旦用谎言替代神的话（创三5）

• 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时（太四1–11），他用神的真理回击撒旦的谎
言，三次申明：“经上记着说！”

• 撒旦想欺骗我们的心思意念（林后十一3），我们要用神所賜的属
灵装备击败他（弗六11–18；林后十4–5）。



1在耶和华 神所造野地所有的活物中，蛇
是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 神真的说过，
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

2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
可以吃；3只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
曾经说过：‘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
你们死。’”

4蛇对女人说：“你们决不会死；

5因为 神知道你们吃那果子的时候，你们
的眼睛就开了；你们会像 神一样，能知道
善恶。”（创三1-5）

一、仇敌 三1a

二、诡计 三1-5

1 撒旦伪装自己 1a
2 撒旦质疑神的话 1b
3 撒旦否定神的话 4
4 谎言替代神的话 5



6於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又悦
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
夫，他也吃了。

7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的。於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缝起来，为自
己做裙子。

8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
华 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
林中，躲避耶和华 神的面。（创三6-8）

三、悲剧 三6-8

1 悖逆 6
2 知识 7a
3 羞耻 7b
4 惧怕 8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

好作食物

悦人的眼目

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

6於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
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
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
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

（创三6） 新译本

16原来世上的一切，就如肉体的私慾，
眼目的私慾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
於父，而是从世界来的。（约壹二16）



7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的。於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缝起来，为自己
做裙子。（创三7）



把罪和死带进人类
（罗五12–21）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林前十五22）

恩典与义借著
基督掌权

（罗五12–21）

• 借著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顺服义行，我们
获得生命和义。

• 借著我們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我们得以脱离
亚当，进入基督里；在神的义中，被神所接纳。

三、悲剧（创三6–8）

（1）悖逆（创三6）



• 亚当和夏娃犯罪后体验到罪的含义。

• “人若愿意遵行 神的旨意，就会知道这教训是出於 神，还是我凭
着自己的意思说的。”（约七17）。

（2）知识（创三7上）

（3）羞耻（创三7下）

• 亚当和夏娃首次意识到自己是裸体的

（创二25，三7），

• 于是他们马上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
盖身体。罪总是让人自觉羞耻。



• 罪会带来羞耻与愧疚，两者都会让罪人想要藏匿起来。亚当和夏娃由
於自己身体是赤裸的而感觉羞耻，并因所做的事（悖逆神）心存愧疚。
愧疚和惧怕常常相伴而生，亚当承认：“我就害怕。”（创三10）

• 羞耻、惧怕和愧疚改变了亚当和夏娃的內心世界，以致他们再也无法
享受美丽的伊甸园——他们的家。

（4）惧怕（创三8）

• 救赎主耶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 罪人可以到他的面前、悔改，被他赦免。



6於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又悦
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
夫，他也吃了。

7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的。於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缝起来，为自
己做裙子。

8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
华 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
林中，躲避耶和华 神的面。（创三6-8）

三、悲剧 三6-8

1 悖逆 6
2 知识 7a
3 羞耻 7b
4 惧怕 8



9耶和华 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
里？”

10他回答：“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
怕；因为我赤身露体，就藏了起来。”11耶
和华 神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呢？
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吗？”12那人说：“你所赐给我、和我在一
起的那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
了。”13耶和华 神对女人说：“你作了什
么事呢？”女人说：“那蛇欺哄我，我就吃
了。”（创三9-13）

四、发现 三9-13

1 寻找 9
2 谈话 9-13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喪的人。”   

（路十九10）

四、发现（创三9–13）

（1）寻找（创三9）



他们感到羞耻（因为他们的身体是赤裸的）和惧怕（因为他们愧疚）

（2）谈话（创三9–13）



9耶和华 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
里？”10他回答：“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就藏了起
来。”11耶和华 神说：“谁告诉你，你是
赤身露体呢？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
那树上的果子吗？”12那人说：“你所赐给
我、和我在一起的那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
给我，我就吃了。”13耶和华 神对女人说：
“你作了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欺哄
我，我就吃了。”（创三9-13）

四、发现 三9-13

1 寻找 9
2 谈话 9-13



14耶和华 神对蛇说： “因为你作了这事， 就必在
所有的牲畜和田野的活物中受咒诅；你要用肚子行
走，一生都吃泥土。15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
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为仇， 他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16耶和华 神对女人说：“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
苦，你必在痛苦中生产儿女；你要恋慕你的丈夫，
他却要管辖你。”
17耶和华 神又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
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就必
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
吃的。18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
的蔬菜；19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
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的；你既然是尘土，就
要归回尘土。”（创三14-19）

五、惩罚与应许
三14-19

1 蛇 14-15
2 女人 16
3 亚当 17-19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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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合本
（创世记三15）

“15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
此为仇， 他要伤你的头，你要
伤他的脚跟。” 新译本
（创世记三15）



• 蛇要用肚子行走，一生吃泥土（诗七十二9；賽四十九23；弥七17）

• 神对撒旦说的话（创三15）被称为“最早的福音”“第一个福音”，

这是在圣经中对救赎主将要到來的首次宣告。

• 对夏娃來说，这是她获得寬恕的保证，并且神将要透过女人，将救赎
主帶入這个世界。

五、惩罚（创三14–19）

（1）蛇（创三14–15）

撒旦伤了十字架上的基督的脚跟，但是，基督借著他的死与复活，打
碎了撒旦的头，最终获得全胜（弗一17–23；西二14–15）



16耶和华 神对女人说：“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苦，你必在痛苦中
生产儿女；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创三16）

• 神向夏娃确认她将生养儿女，因此她不会立刻死。

• 最终是女人把救赎主带入世界，

• 怀孕时加倍的痛楚，以及对丈夫的顺从。

（2）女人（创三16）

丈夫与妻子要彼此相爱，被圣灵充满，他们应当彼此顺服

（弗五21–33；林前七3–5）



• 亚当每天要饱受劳作之苦、要辛勤工作，方能养家糊口。

• 将遇到各种难阻障碍，必须辛苦工作、汗流满面，才能收获莊稼。

• 工作的辛苦会提醒他，他的悖逆对受造物的影响（罗八18–23）。

• 有一天，他会死亡，並归回尘土，因他是神用尘土所造。

（3）男人（创三17–19）

荆
棘

蒺
藜



14耶和华 神对蛇说： “因为你作了这事， 就必在
所有的牲畜和田野的活物中受咒诅；你要用肚子行
走，一生都吃泥土。15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
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为仇， 他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16耶和华 神对女人说：“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
苦，你必在痛苦中生产儿女；你要恋慕你的丈夫，
他却要管辖你。”
17耶和华 神又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
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就必
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
吃的。18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
的蔬菜；19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
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的；你既然是尘土，就
要归回尘土。”（创三14-19）

五、惩罚与应许
三14-19

1 蛇 14-15
2 女人 16
3 亚当 17-19



20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
生之母。
21耶和华 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做了皮衣，
给他们穿上。
22耶和华 神说：“那人和我们中间的一个
相似，能知善恶；现在恐怕他伸出手来，摘
取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23耶
和华 神就把他赶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自己
也是从那里出来的地土。24於是把亚当驱逐
出去，又派基路伯在伊甸园的东边，拿着旋
转发火焰的剑，把守到生命树去的路。（创
三20-24）

六、复原 三20-24

1 新的名字 20
2 新的衣服 21
3 新的家园 22-24



亚当相信神的应许（创三15–16），並称他的妻子名为“夏娃”

（生命）。信心---相信神的话，遵照他的话行事。

六、復原（创三20–24）

（1）新的名字（创三20）

• 耶稣是被殺的羔羊（啟十三8；見徒二23，四27–28）。

• 神预备基督來赦罪和拯救人类。

（2）新的衣服（创三21）

• 无罪的动物的死，让犯罪後的亚当和夏娃可以有一
个新的开始，并与主恢复交流的关系。

• 当耶稣为有罪的世人死的时候，使我们在祂里面成
为神的义（林后五21）。



• 如果亚当和夏娃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就成为罪人永远活在地上，
他们的未来将是沒有希望的。

• 他们有一天必要死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罗六23）。

• 因此，神将这对夫妻逐出伊甸园，神在伊甸园的门口设立护卫天使，
使亚当和夏娃无法重新进入园中。

（3）新的家园（创三22–24）

借著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有一天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会打开
（约十四6；来十1–25；启二7，二十二1–2、14、19）。



20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
生之母。
21耶和华 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做了皮衣，
给他们穿上。
22耶和华 神说：“那人和我们中间的一个
相似，能知善恶；现在恐怕他伸出手来，摘
取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23耶
和华 神就把他赶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自己
也是从那里出来的地土。24於是把亚当驱逐
出去，又派基路伯在伊甸园的东边，拿着旋
转发火焰的剑，把守到生命树去的路。（创
三20-24）

六、复原 三20-24

1 新的名字 20
2 新的衣服 21
3 新的家园 22-24



反思

1. 为什么创世记三章至关重要？

2. 今天，你能识辨撒旦魔鬼的伎俩吗？

3. 你意识到撒旦魔鬼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吗？

4.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容易怀疑神的话？

5. 人拒绝神的真理，要面对哪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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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