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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一(⼆二)：1:1-2:3 (上,下) 组长版 

 

敬拜时间: 15-20 min. 

诗歌: 3-4 ⾸首  

祷告:  为⼩小组聚会 

 

背景(主题綱领)簡介: (组长分享): 15-20 min 

破冰问题：请分享当你在夏亱户外观看星光闪闪的天空时最常出现在脑海中的思想.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创世记 1:1-2:3  

 

最初⼀一课可作绪论介绍 (⾒見创世记绪论)，创 1:1-2:3 是⼀一个完整的单元, 内容丰富, 可分两㳄查

考, 为保持完整性,  两㳄读经都要全段读. 第⼀一课(上)硏讨 1:1-25: 共 6 题, 主题是从⽆无創造有的

神: 研讨神六⽇日创造的记載, 找出这记載带给我们的伩息和意义 ; 第⼀一课(下)硏讨 1:26-2:3, 共 7

题, 主题是神创造⼈人的意义. 

 

经⽂文讨论: 

第⼀一课(上) 

分组时间: 45 min 

(可分組討論下列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分别討論 1, 2 或 3, 4, 5, 6 ⼤大題, 45 分鈡後合組報告與討

論; 若不分組則可⽤用 60 分鈡把下列⼤大題全部⼀一起討論, 省去合組時間, 由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參考) 

 

1. 什么是這段经⽂文的最⾼高峰? 为什么? 

要点: 創造的⾼高峰是造⼈人, 原因如下: (1: 26-31) 

 

(1) 形容神創造過程漸詳細, 篇幅漸多, 形容創造⼈人篇幅最多; (2) 神看是所造的是好的, 但造了⼈人

之后却说甚好; (3) 神最後創造⼈人, 与其他的创造描述不同 (詩 8: 3-9).  

 



創世记查经资料 潘柏滔, 赵任君 2015 
   	  

	   2	  

2. 请从第⼀一章六⽇日创造记載中仔细找找本章⽂文字上的模式. (a) 神说有就有: 在神学上有什么意

义? (b) “神看是好的”出现⼏几次? 在神学上和应⽤用上有什么意义? (c) 我们应如何理解有晚上, 

有早晨, 第 X ⽇日: ⽇日是 24 ⼩小时的太阳⽇日或是⼀一个时段? 

模式相似：宣告(神说), 命令(要有), 报告(事就这样成了), 评估(神看是好的). 时间(有晚上, 有早

晨, 第 X ⽇日). 

 

2(a) 神说有就有, 表⽰示神的全能, 只要说⼀一句话，事情就会成就(来 11:3), 神以祂的话语来创造万

物——包括灵界的天使，(参歌罗西书 1:16). 

 

2(b) “神看是好的”共出现 7 次（1:4,10,12,18,21,25,31）说明神的创造是完美的。（并不是“物质

皆邪恶” .）现在“好”变成了⼀一个相对的考量的词，但从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好的标准在

乎神，⽽而不在乎⼈人⾃自⼰己的定义和解释。符合创造主创造⽬目的的则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恶

的.  萬物美好的意思是無聖俗之分, ⾮非善惡永远对⽴立的⼆二元論, 神沒造惡, 善必勝惡.  

 

回應: 可享⽤用神⼀一切的創造, ⼀一切為神作的⼯工都是聖⼯工, 對未來有盼望, 因善必勝惡. (可思考很多

我们认为好的，其实是不符合神⼼心意的，需要我们警醒) 

 

2(c)	  要点：神創造⽣生命的節奏, (传 1:5 ⽇日头出来, ⽇日头落下)  頭六⽇日: 有晚上, 有早晨:, 第七天⽆无

有晚上, 有早晨的结语, “有晚上, 有早晨”, 不是 24 ⼩小时的太阳⽈曰, ⽽而是有始有終之意.  

第四⽇日: 造光體: 分⽇日夜, 定節令, ⽇日⼦子, 年歲===>週⽽而復始.  創造主無始無終, 創造物有始有終. 

⼈人類的歷史觀是有始有終⽽而⾮非周期性. 在神的计划中凡事都有定时! 

 

回應: ⽣生死有時 (傳 3:1-8), ⼀一天難處⼀一天當 (太 6:34) 

 

作者在這記载中, ⽤用“Yom” ⼀一字代表⼏几个不同的意思, 可能是⼆二⼗〸十四⼩小时的太阳⽇日, 但是“⽇日” 也

可以代表⼀一段不能确定的时间, 如创 2:4 “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 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

这样.” 也可能是千年如⼀一⽇日( 参诗 90:1-4), 或是与黒夜分开的“晝” (创 1:5). 况且太阳(⼤大光) 在

第四⽇日才被造, 所以前四个创造⽇日⼀一定不是⼆二⼗〸十四⼩小时的太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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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根据出 20 中⼗〸十誡的安息⽇日, 認定创造⽇日是太阳⽇日. 但是这誡命所注重的是“安息”, ⽽而並⾮非 

“⽇日”, 因为神同时也設⽴立安息年(出 23) 和禧年(利 25), ⽽而且神的安息⽇日如今仍在进⾏行(來 4). 

 

其他⼈人根据创世纪⼀一章常出现的“有晚上, 有早晨” 的句⼦子來肯定创造⽇日是太阳⽇日, 但是这句

⼦子可能是时间始末的形容, 因为第七⽇日没有这句⼦子, 因此尚未结束(來 4). ⽽而且從整段的記

載來看, 作者原意不可能是⽤用这句⼦子來記時⽇日定年歲, 因為创 1:14-16 清楚説明第四⽇日这事才發

⽣生: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於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 這

句⼦子可視為地球⽣生活的節奏的代表.  况且 摩西也⽤用⽇日, 早晨和晚上來形容⼀一段长时间, 表達

⽣生命的短暂(诗 90). 

 

神在第六⽇日作了下列⼏几件事(创 2): (1) ⽤用塵⼟土“造”⼈人, (2)“⽴立”了⼀一个園⼦子, (3) 把⼈人”安置”在園⼦子⾥里, 

(4) 为他“造”⼀一个配偶幫助他, (5) 将各样⾶飛禽⾛走兽“带”到⼈人⾯面前“起名”, (6) “使亜当沉睡”, (7) 取

下他的⼀一根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這些動词都喑⽰示时间的运⽤用, 特别是亜当为禽兽起名, 就算当

时这些先祖禽兽可能种类较少, 但按⽣生物分类学的推测, ⼀一定花了不少时间, 况且创 2:23“这是” 

的希伯來原⽂文 e·phom (英⽂文 The one, now), 是亜当对神为他所造配偶的欣賞, 这字在

旧约其他经⽂文中被譯为“这囬”, “这⼀一次”, “再上来” (参创 29:35, 出 9:27, ⼠士 15:3 和

16:18),  都是表达等了很久才如愿以偿的感叹! 创 2:23 可能表⽰示亜当独居了很久, 为禽

兽起名看到公母的关系, 最后看到⾃自⼰己配偶的驚叹. 因此第六⽇日代表⼀一段长时间可能是

最好的解释. 

 

3. 試⽐比較頭三⽇日与後三⽇日的創造，是否可以找找出创造的架构? 

架构: 頭三⽇日的創造記載,與後三⽇日平⾏行排列的話，就會發現神創造計劃的週詳, 好⽐比⼀一个有條

理的建築師, 祂⽤用了頭三⽇日來造空間，後三⽇日在相對的空間中造物來充滿它.  第⼀一⽇日神把光暗

分開，相對地第四⽇日，祂在太空中造發光體；第⼆二⽇日神把⼤大氣層和地下⽔水分開，相對地第五

⽇日便在⼤大氣層中造⾶飛⿃鳥、⽔水中造⿂魚；第三⽇日祂把(使)陸地從⽔水中露出來，並在地上創造地域環

境，相對地第六⽇日，祂便在地上造各種⾛走獸和⼈人。 

⼈人是造物的⾼高峯,  有條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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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一数第⼀一章中的“神说”, “各从其类”的次数. ⽐比较 1:1 和诗 33：6,9；来 11:3 可看到宇宙是怎

样开始的?  “各从其类” 在神学上有什么意义? 対科学研究和来源讨论有⽆无沖突和应⽤用之処? 

要点：“神说” , “各从其类”⼆二词总共出现了⼗〸十次。 “⼗〸十” 在希伯来的数字中，有圆满、完美的涵

义。所以作者让“神说” 共出现⼗〸十次，代表神所造的是完美的。宇宙万物不是⾃自我存在或是毫

⽆无⽬目的，它是⼀一位有位格的创造者按照祂的意愿、凭借祂的伟⼤大和权能命⽴立⽽而来。也看到上

帝的主权、话语的能⼒力。神说，这个形态（诗 33:6）指出以⾊色列的神是可以轻易的叫所有的

受造物都遵从他的旨意. 这些重復的词句强调有次序的神从混乱中创造秩序. “各从其类”也表⽰示

神造⽣生物有类别, 与⼈人从低等動物进化⽽而来的理论有沖突. 科学进化論中的微進化 (Micro-

evolution 物種變遷:例如⼈人種 Variation within species: e.g. races) 有強證據⽀支持, 但是⼤大進化 

(Macroevolution:單細胞  ! 多細胞  !  ⼈人猿 ! ⼈人)是引申⽽而来, 合成(有機)進化論 (Synthetic or 

Organic Evolution: 無機物  !  有機物  !  第⼀一個細胞)證據最弱. 最近在学坛上出现的智慧设

计论正在向流⾏行⾏行⼤大进化理论挑战. 后者的⽴立场可与“各从其类”協調. 

  

⾃自然秩序是科研的⼤大前提, 1:1 (希伯来原⽂文是独⽴立句⼦子, ⾮非 “起初当神创造..”)和来 11:3 是神从⽆无

创造有(Creation exnihilo)的根据, 与星云爆炸論(Big Bang Theory)協調:   有條不紊也是社会和教
会运作的根据. 

	  
5. 神第⼀一⽇日造光, 第四⽇日才有光体, 我们如何理解? 

前⾔言 (1:1) 

 分別(DISTINCTION)    

不動體   

神由無有中創造萬物  

裝飾(ADORNMENT) 

動體 

第⼀一天：(1:3-5) 分光暗                     第四天：(1:14-19) 造光體 

第⼆二天：(1:6-8) 分上下⽔水   (空與⽔水) 第五天：(1:20-23) 造⿃鳥類與⿂魚類 

第三天：(1:9-13) 分海陸   第六天：(1:24-31) 造陸地動物與⼈人 

結語 (2:1-3) 

  

安息(無 "晚上, 早晨") 

創 2:1  天地(HEAVEN AND EARTH)  

  

創 2:1 萬物(ALL THE HOSTS OF 

THEM 天地中的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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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神第⼀一⽇日造光, 被烏云遮盖, 到第四⽇日烏云散去, 使作者看到光体, 但是这样解

释似乎忽视 1:16 第四⽇日“神造了两个⼤大光”, 並⾮非⼤大光显露出来. 较好的解释可能是頭三

⽇日的創造記載, 與後三⽇日平⾏行排列. 頭三⽇日是 分別(DISTINCTION), 前⾔言 (1:1); 神造不動體 , 後

三⽇日是裝飾(ADORNMENT), 神由無有中創造萬物; 神造動體. 所以第⼀一天：(1:3-5)神分光暗. 第

四天：(1:14-19) 神造光體. 这经⽂文也表⽰示頭三⽇日不是 24 ⼩小时的太阳⽇日. 因为太阳⽉月亮第四⽇日才

被造. 

 

6. 从创⼀一依次默读这些创造，并观察这⼏几天的先后创造的次序有何意义? 可在科研中引⽤用嗎? 

要点：这 6 天的创造顺序, 强調神對⼈人类和動物的供應. 在創世記中可看到創造宇宙的主宰為

受造物美好的安排和妥善的供應, 神是慈愛的守護⼈人和創造主, 只為受造物的好處⽽而不望回報, 

針對古代近東的創造神話中神造⼈人作⾃自⼰己的勞役.可简单的提问，如果第⼀一天造动物可以吗？ 

神创造的次序不仅体现神的创造的智慧和能⼒力，也体现神的慈爱。 

 

科學理論: ⼈人类原則(Anthropic Principle)-精密微調的宇宙(Cosmic Fine tuning)容許⼈人类⽣生存. 93 

項調節恰到好處, ⽣生命在宇宙的出現並⾮非偶然，科學家在過去幾⼗〸十年來發現我們的宇宙有很多

特性必須採取某些特定的數值，⽣生命才可以在這宇宙裏存在。⾜足以令宇宙是被上帝精⼼心設計

和創造這個事實無庸置疑. 

 

合組總結: 15 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示部份,作整体性總結) 

 

分组祷告:  15 min 为查经应⽤用, 组员需要等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