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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的解釋創造的解釋

創世記是聖經的第一卷書，講到上帝創造天地，

講到宇宙的起源、人類的起源，

觸動到人類心靈裏最關切的事情，引發很多討論…

創世記是一卷起源的書，

因為講到起源、所以講到創造，

上帝是沒有起源的。

這卷書講到

萬物的起源、宇宙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人類的起源，

神選民的起源 ─ 以色列民，

講到整個世界的開始。

創造的解釋創造的解釋

創世記是一卷起源的書…
婚姻跟家庭的起源 ─ 人類社會制度的開始

安息日的起源 ─ 宗教制度的開始

罪在人類中間的起源 ─

帶來了詛咒跟死亡的起源

上帝給人應許跟祝福的起源

上帝跟人之間的約的起源 ─

敬拜上帝、獻祭、禮儀…等等

創世記是一本種籽的書，

人跟神重要的關係，是從創世記開始的

宇宙跟人類的起源、發展、終結，

都是在創世記開始來講的

創造的解釋創造的解釋

聖經從來沒有要 證明上帝的創造，它只是作一個宣告。

上帝的創造在人類的社會當中被破壞了，

所以上帝要來施行拯救，

救恩是整個創造、

創世記裏，重要的主題。

不論是人自己、自然界、人所拜的偶像，

都不能夠來救人；

只有創造天地萬有、創造人類的神，

才能夠真正的來拯救人類。

創造是上帝對於宇宙、人類，整個計畫的第一步，

要藉著拯救人類，作為神創造計畫最後的完成。



‧神是創造者‧神是生命的供應者 ‧三一神共同創造 ‧照神的形象造人

神是萬物的根源，有別於一切的受造物。

人類第一次發射衛星，

環繞著月球運行，

太空人就讀了一節聖經

一1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

給人的感受是充滿了敬畏的，

上帝─ 祂竟然創造宇宙萬有

我們人─ 不但是從地上看，

還可以從月亮上面來看！

創造的解釋創造的解釋 ‧神是創造者‧神是生命的供應者 ‧三一神共同創造 ‧照神的形象造人

創世記第一章寫作的時候，

以色列的周圍充滿了各種的神話故事跟思想，

創世記充滿了反神話的思想、批判。

只有這一位上帝，是唯一受敬拜的對象。

當時鄰國拜日月星辰、山川走獸、君王，

在埃及敬拜法老，認為法老就是神明；

聖經講到，這些都只是受造物，並不是人敬拜的對象。

迦南神話故事 Tannim，是另一個神明巴力的死對頭，

牠們中間發生的戰爭，就產生一年四季的循環。

聖經講到，上帝耶和華是宇宙萬有的創造者，

就有了時間、人類歷史的開始，

指向上帝所指定的最後的終結來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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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是我們的創造者，

萬物跟創造的主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我們服在祂的權柄下。

上帝是君王，祂管理一切，

祂不是一個盲眼的鐘錶匠，

任憑世界自己去運作

上帝管理宇宙萬有，

讓宇宙能夠正常的來運行

上帝從一本造出萬族，

祂是萬有之本、也是萬福之源；

萬有本於祂、倚靠祂，

最後要歸向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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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跟古代近東 ─ 巴比倫的創造故事不同，

巴比倫的創造故事

宇宙是諸神之間鬥爭之下的結果

造人來解決諸神惰怠工作的窘境

聖經講到

上帝用六日的時間創造天地，

最後才造人，

讓人在這一個美麗的世界，

一生下來就是享受、而不是工作。

上帝藉著創造彰顯祂的榮耀，

賜福給祂所創造的人，

要人跟祂一起來管理祂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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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創造為宇宙訂下了定律

自然界有自然的定律 ─ 一切科學研究的基礎

人類的社會有社會的定律 ─

政治、經濟、文化、道德、倫理的定律

人的內心有心理跟靈裡的定律 ─

人的心靈有思想、情感、意志、七情六慾，

更有敬拜真神的能力跟需要，

是聖經裏面一切律法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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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創造是一切時間的起源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

宇宙是一個物質的世界，

時間跟物質是一起開始的，

有物質的世界才有時間。

聖經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

起初就是時間的一個絕對的起初，

在這之前是沒有時間的，也是歷史的開始

歷史就是時間的繼續

人類歷史的結束就是萬物的終結

歷史在神的創造中開始，神的指引中前進，

最終要來完成上帝創造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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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神創造天地。

代表萬有，

好像說「從頭到腳」，指人的全部

用兩個極端來代表天跟地中間，

全部的一切都在裏面

以後聖經裏，是以地作為中心、不再講到天，

地就是人類活動的舞台

人類的歷史就是在地上來進行

三位一體神裏的父神，在創造裏的工作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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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聖靈也參與在上帝的創造裏，

使這個沒有形狀、生命，黑暗…的地，

朝著神所創造的方向來前進。

1:3 神說… 聖子參與在上帝的創造裏

聖子又被稱作是神的道 ─ 就是神所說的話，

道成肉身來到世界上面，讓人可以看見祂

就是耶穌基督在這個世界上面生活

來一2-3 神藉著他兒子創造諸世界，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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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樣式造人。」

最好的解釋 ─

指著三位一體神的團契，

要藉著人的受造來彰顯出來；

上帝要人跟祂來分享這個團契

不能像猶太人講 ─

指著上帝跟天使來說的

一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我們 ─ 指著上帝，

一定要推論到三位一體神的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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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形像 ─ 拉丁文 Imago Dei

本質層面

新約 ─ 有上帝的仁義跟聖潔

關係層面 ─ 存在主義

神的形像反映出三位一體神的團契，

只有人類能夠反映出這個團契

功能性

上帝是掌管宇宙萬有的神，

祂把管理全地的權柄、責任，交給了人類，

人類成為地上的君王來管理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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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神的形像都是講到人的尊貴、人的獨特。

人是萬物之靈，聖經裏更說明 ─

只有人有靈性，

可以來跟上帝交流、溝通；

這個屬靈的本質讓人可以代表上帝，

讓人跟上帝之間有連結的能力，

這是任何其他受造物所沒有的。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世界上，

是取了人犯罪以後被扭曲的形像，

耶穌曾在登山變像的時候改變祂的形貌，

讓祂的門徒對於祂的榮美的形像，能夠有驚鴻一瞥。

賽五三2 他無佳形美容；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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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復活以後，

完全恢復了神子榮耀的形像。

今天我們信靠上帝的人也是一樣 ─

將來都要改變！

我們會經過死亡

也有人可能就是不經過死亡，

就直接被耶穌接到天上去

我們肉身是漸漸要朽壞的…
但是將來我們到天上去的時候，

通通都是被改變過的形像，

那是一個不朽壞的、榮耀的身體的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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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有上帝的形像在裏面，

沒有任何一個性別是一個次等的性別。

人有男有女，是讓人有生殖的能力、能夠繁衍後代，

藉著後代能夠生養眾多、遍滿全地，

一起來分享上帝創造的恩典。

人是最後的受造物，

在上帝創造事工上，人沒有任何的參與，參與，

只有享受、未曾旁觀；

只有對於上帝創造的過程跟起源，

存一個謙卑的態度。

猶太人講到創造的時候，

「人要謙卑，為什麼呢？因為人比蟑螂還晚被受造。」

‧神是創造者 ‧神是生命的供應者 ‧三一神共同創造‧照神的形象造人

人的肉身跟靈魂
都是在上帝創造的時候，即時被創造的。

二7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

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

複製人，是一個新的受造物，

是另外一個個體、不是另外一個我，

而是完全另外一個新的個體。

有點像同卵雙胞胎，

即使基因是完全相同，

但他不是一樣、是另外一個人。

複製人沒有生物的多樣性

有性生殖，可以反映出上帝創造萬有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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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創造是「使無變有」，

因為在上帝創造之前沒有任何物的存在，

都是從上帝的創造而有的。

創世記第一章上帝創造有六天，

前三天讓世界有了秩序，後三天有了內容

這個創造是「前無今有」，

每一天的創造都以前一天的創造為基礎，

繼續來發展、來做進一步的創造，

所以上帝是做一件新事。

好像從前沒有人，

現在上帝照祂自己的形像造出人來了。

創造的解釋創造的解釋

上帝的創造用到不同的動詞，

包括上帝說話、創造、塑造、製造…

創造希伯來文 bara
創世記第一章共出現三處五次

第一節

宇宙萬有的創造

二十一節

生命活物的創造

二十七節

人類的創造

一共三次用到 ba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