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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一～十一章創世記一～十一章

摩西五經講到人類歷史的開頭、上帝創造宇宙萬物，

歷世歷代藝術家對聖經的瞭解，留下許多寶貝的資產。

梵蒂岡西斯丁教堂屋頂上，

有許多泥的畫，

是米開朗基羅所畫的，

最寶貝的就是講到

上帝怎麼樣創造亞當…

在所有被造物裏，上帝按照祂自己的形像來造人，

人類雖然是由地上的塵土來受造，

卻有一個超過宇宙萬有的尊貴地位。

‧亞當夏娃‧挪亞洪水 ‧巴別塔 ‧文學結構 ‧創造的祝福

上帝造夏娃
亞當睡著了，在他沈睡的當中，

上帝用他的肋骨造了夏娃 ─ 成為亞當的配偶。

當亞當醒過來，

上帝把夏娃

帶到他的面前，

亞當就作了一首詩歌：

「這是我骨中的骨、

這是我肉中的肉。」

人類愛情的力量是很偉大的，讓亞當開口講到的第一句話，

就是對他的妻子夏娃，講讚美的話語。

‧亞當夏娃‧挪亞洪水 ‧巴別塔 ‧文學結構 ‧創造的祝福

米開朗基羅 ─人類墮落的歷史

夏娃因聽信了蛇的引誘，吃了上帝所吩咐不可吃的禁果，

亞當跟夏娃被上帝趕逐離開了伊甸園…



‧亞當夏娃‧挪亞洪水 ‧巴別塔 ‧文學結構 ‧創造的祝福

聖經第一次講到上帝的拯救

創三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在將來有一個末後的大爭戰，

女人的後裔要得到完全的勝利、蛇被完全的打敗。打敗。

蛇─ 撒但的勢力、魔鬼的假裝，

要破壞上帝的計畫，但終究不能夠得勝

女人的後裔 ─耶穌基督
上帝最原始的福音、原始的拯救計畫，

要透過女人的後裔一代一代傳下來，最終完全的得勝

‧亞當夏娃‧挪亞洪水‧巴別塔 ‧文學結構 ‧創造的祝福

挪亞造了方舟，

把他的兒子、媳婦通通都帶到方舟裏面

也把所有的動物，每一種一對一對的帶入到方舟，

保存了這些動物的性命

洪水來的時候淹沒了整個世界，

方舟裏面保存了動物的生命。

創世記第一章 ─ 上帝創造人類，

創世記第九章 ─

挪亞一家成為新的人類。

‧亞當夏娃‧挪亞洪水‧巴別塔 ‧文學結構 ‧創造的祝福

很多的圖畫，藝術家要表現洪水的可怕，

法國畫家 Paul Gustave Dore

洪水漲上來、人類無處可逃…

聖經跟藝術家所看重的不同

藝術家看重洪水的可怕，

人類在審判當中如何地滅亡

聖經只用幾句話講到 ─

洪水漲上來了。

重心是在方舟裏面

跟著挪亞一起的動物，

得著上帝的保護跟眷顧，

上帝保存他們的性命

‧亞當夏娃‧挪亞洪水‧巴別塔 ‧文學結構 ‧創造的祝福

聖經裏面花最多的篇幅講到以色列人怎樣得救，

在血的遮蓋之下得到拯救。

這也讓我們看到上帝的心意─ 是關心人如何得救，

洪水怎樣的毀滅，不是祂的重點

神的心意是希望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沈淪

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人進入十災，

第十災 ─ 滅命的天使來除滅

埃及每一家的長子、頭生的牲畜。

電影、文學作品對這一段描述的非常可怕

聖經只是簡單的幾句話，滅命的天使來到的埃及，

家門上有羔羊的血，家裏面的人就可以得到拯救

沒有在這門裏面，就會被滅命的天使所殺害



‧亞當夏娃 ‧挪亞洪水‧巴別塔‧文學結構 ‧創造的祝福

創十一4 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

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塔的頂端畫著天上的天象，
是當時所敬拜天上的日月星辰

想要敬拜天上的日月星辰，

不去敬拜創造宇宙萬有的神

想要宣揚自己的名，

沒有尊崇神的旨意，要他們分散、遍滿全地

創十一9 耶和華在那裡變亂天下人的言語，

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

‧亞當夏娃 ‧挪亞洪水‧巴別塔‧文學結構 ‧創造的祝福

創世記第十章 ─ 挪亞的後代分散世界各地，

記載了七十個民族的名稱，

代表所有世界上面的民族。

他們的名字代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跟國家，

分散在全地，

通通都是從同一個根源來的。

萬族─ 包括中國人，

通通都是從上帝最原始的根源所造，

可以追溯到挪亞、亞當。

徒十七26 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

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亞當夏娃 ‧挪亞洪水 ‧巴別塔‧文學結構‧創造的祝福

聖經是一本很重要的文學的作品，

文學結構非常緊密。

上帝創造 創一～六

Ａ. 上帝對亞當說話

Ｂ. 亞當的兒子在世界上繁衍

第四章 ─ 從該隱的後代產生

第五章 ─ 從亞當、塞特、以挪士的後代產生

特別注意從亞當到挪亞十代的家譜

洪水毀滅 創六8～十一

Ａ’. 上帝對挪亞一家說話

Ｂ’. 挪亞的後代，人類種族的發展

墮落 ─ 巴別塔

‧亞當夏娃 ‧挪亞洪水 ‧巴別塔‧文學結構‧創造的祝福

上古故事 Dr. Walter C. Kaiser

人尊崇神的旨意

人的墮落犯罪

創三

始祖墮落

創三15

女人的後裔

創六~八

洪水審判

創九26

揀選閃的後代

創十一1-9

巴別塔

創十二

揀選亞伯拉罕

創一、二

創造



‧亞當夏娃 ‧挪亞洪水 ‧巴別塔 ‧文學結構‧創造的祝福

聖經記載上帝的創造，顯示出祂對人類的祝福。

上帝的創造是非常有秩序的，用六天來創造天地

創一2 地是空虛
混沌

─ 沒有內容，後面三天來充滿內容

─ 沒有秩序，前面三天來建立秩序

上帝的秩序 ─ 把萬有做了分別

分開光與暗 ─

定出晝與夜，使時間就有了節奏

分開空氣以上跟空氣以下的水 ─

有了雨、霧、霜、雪，四季循環

分開旱地跟大海 ─

使地成為適合人類居住的所在

‧亞當夏娃 ‧挪亞洪水 ‧巴別塔 ‧文學結構‧創造的祝福

上帝用親吻、最親愛的動作，來完成人的創造，

使人不僅具有動物性，更有理性

不只是有理智、情感、意志，更有靈性

有了靈覺，可以跟神直接來溝通，

可以敬拜神，明白神的心意、完成神的旨意

上帝創造人類的方式，

顯示出上帝對人的祝福、人類的獨特性

人是用地上的塵土所造，叫人要謙卑

天地萬物中，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所造的像所造的，，

顯出人的尊貴，叫人不可以自卑

只有人受造的時候，上帝用祂的氣吹到人的鼻孔裡，

使人有心理的活動

‧亞當夏娃 ‧挪亞洪水 ‧巴別塔 ‧文學結構‧創造的祝福

上帝創造人的時間，也說明祂對人的真愛 ─

上帝是把萬有都造好之後，才造人。

就好像為人父母的，

把一切嬰兒所需要的通通都預備好了，

才歡歡喜喜的迎接一個新生命的誕生。

上帝在造人的大工上面，人沒有任何一點的貢獻，

只有享受上帝豐富的預備。

上帝更看人是祂

最完美的傑作、一切創造的冠冕，

上帝在創造的前幾天都只是說「好」

只有在把人創造之後，上帝說「最好」

一31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亞當夏娃 ‧挪亞洪水 ‧巴別塔 ‧文學結構‧創造的祝福

上帝設立安息日，也顯示出上帝對人的祝福。

在完成人類的創造之後，上帝卸了一切的工就安息了，

賜福安息日定為聖日，帶領人類進入安息裏。

人受造，應該是要六日勞碌作工然後再安息，

可是人受造完成後，享受第一個完整的一天，是安息日。

上帝為什麼安息呢？作工已經完成了，

看到所造的都非常的好，祂就享受。

祂也把人帶到祂所預備的美麗新世界裏，

享受上帝所預備的安息。

人類六天勞碌作工，有一天要休息、不作工 ，

是一個信心的操練，要憑信心來接受上帝信實的供應上帝信實的供應

不僅身體得著休息，而且靈裏得著更新



‧亞當夏娃 ‧挪亞洪水 ‧巴別塔 ‧文學結構‧創造的祝福

從兩性的受造，看到上帝創造的祝福。

上帝照著自己的形像來造人，

照自己的形像造男人

照自己的形像造女人

特別講到兩性的平權，

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是有上帝的形像

沒有哪一個性別比另外一個性別更優越

沒有哪一個性別應當受到歧視，

歧視任何的性別，就是破壞了神的形像

人類才可以共同承受神的祝福。

‧亞當夏娃 ‧挪亞洪水 ‧巴別塔 ‧文學結構‧創造的祝福

從婚姻制度，也可以看到上帝給人類的祝福。

婚姻與家庭，是上帝起初所設立的，

為要人類來完成神的命令、享受神的祝福。

創二18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

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創二23 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可以稱她為女人。」

人類的第一個婚姻，上帝作媒人、主婚人、證婚人，

上帝藉著婚姻來賜福人類，建立最親密的人際關係，

滿足最深的感情的需要，完成神的託付的夥伴。

希伯來文最高級的形容詞

從上帝的創造當中看見祂的祝福，也享受美麗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