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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二：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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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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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课(下) 

 

1. 神造⼈人与造其他活物最𣎴同之処是什么? ⼈人与动物有什么基本上的分别? 

要点: 神照著祂的形像样式造⼈人 (1:26-27) 

“形像”和“样式” 是互⽤用的同⼀一名辭,  故此在 5:1<樣式>單獨出現已⾜足夠. 兩個詞彙的秩序也在

5:3 被調換. 此外“形像”和“样式” 是互⽤用的同⼀一名辭也得到圣经以外的考古学⽀支援, 这兒的重奌

是: ⼈人是神的形像有神的樣式. 有異于其他活物. 表达⼈人的尊贵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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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的形像是指什麼(1:27,28)? 参传 3:1, 弗 4:24; 西 3:10. 犯罪后的⼈人类对神的形像有何影响? 对

今⽇日⼈人类社会有何提⽰示?  

神是个灵 (约 4:24), 神的形像當然是有超乎物貭的屬灵意叉: 古代中東帝皇形像是他的代表

(deputy or representative); 圣经學者歸納到神的形像起碼有四种意叉: 

 

a. ⼈人与神交通的灵性 (spirituality). 創 1-3 記載⼈人在犯罪前是直接与神交通, 直⾄至犯罪後与

神的隔籬, 但⼈人對神仍有响徃, 使⼈人有永⽣生的追求, 傳 3:11, 神将永⽣生（原⽂文作永远）安置在世⼈人

⼼心⾥里.教⽗父 Augustine 說得好: “神啊，我⼼心是為祢⽽而造的，只有在祢裏⾯面纔能找到安息.” 這也是

⼈人之所以为⼈人的形⽽而上的质量. 可惜墮落之後的⼈人, 在这⽅方⾯面的形像被蒙蔽, 需要圣灵喚醒, 才

去追求神.  

 

b. ⼈人未犯罪前的正叉性 (original righteousness). 在⼈人未墜落之前⼈人是⽆无邪的, 可与神⾃自由暢

通⽆无阻, 完全活於以神為中⼼心的伊甸園中, 這本是神這造⼈人的原意. 這是⼈人类道德觀念的原本基

礎. 犯罪之後, ⼈人的道德覌失去量度的標準, 这正义性也被蒙蔽. 惟独信靠耶稣才能恢复神喜悦

的圣洁（弗 4:24，西 3:10） 

 

c. ⼈人⽤用來治理其他受造物的统治性 (dominion). 神要⼈人 “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

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中國古諺 “⼈人為万物之灵”, 西汊董仲舒云 “⼈人受命于天, 固超

然異于群⽣生”. 就是說因為万物中只有⼈人有這种统治性. 統治性与理性有関,這⽅方⾯面的形像被罪扭

曲後, ⼈人誤⽤用理性,⾼高抬理性, 成為唯理主義, 藐視神的啓⽰示. 

 

d. ⼈人⽤用來建⽴立社會的關係性 (relationship). 第⼀一个社會体制是亞當夏娃所建⽴立的核⼼心家庭. 

神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他們倆⽣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成為世界各國社會⽂文化的始祖. 創 1: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原⽂文中有⼀一个三⾏行對⽐比的結構: 神照

著⾃自⼰己的形像造⼈人---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中⼼心是神的形像, 男⼥女都照著神的形像被造, 在

受造物中只有⼈人可与神有” 彼此” (Thou/I) 的関係; ⽽而男⼥女⼆二⼈人“彼此”的關係, 是基於男⼈人与神

“彼此”的關係.男⼥女⼆二⼈人“彼此”的關係搆成⼈人类的⽣生活, 正如⼈人与神“彼此”的關係搆成屬灵的⽣生

活.27 節强調男⼥女⼆二性的不同, 但是卻同是按著神的形像被造. 男⼥女在神⾯面前有同等的尊嚴和同



創世记查经资料 潘柏滔, 赵任君 2015 
   	  

	   3	  

等的責任! 男⼥女不平等是犯罪之後的後果, 不是創造的原意, 当男⼥女関係被歪曲之後, 就造成今

⽇日的家庭問题与社会问题.  

 

犯罪后的⼈人类仍有神的形像(5:1-2; 9:6), 但却是亏缺了的神的形像(罗 3:23). 加尔⽂文注重 Total 

Depravity: 犯罪后的⼈人类徹底亏缺了上述的神的形像, 虽然仍有神賦的尊贵⼈人杈, 但却完全与神

隔离, 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与神和好(林后 5:18), 在基督⾥里才能恢复神的形像(弗 4:22-24, 西

3:9-10).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象.(来 1:3) 

 

回應: ⼈人的尊貴, 要⾃自重, 争取⼈人杈 

 

3. 这⼀一章的主⾓角是谁？为什么 1:26 以众数词称呼神？26 节“我们“出现⼏几次？他们之间的关系

如何？ 这种关系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创造⼯工作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有何根据? 参 1:1; 

1:26;3:22, 约 1:1-3)？ 

要点: 主⾓角是神，神 (Elohim)是众数的 (1:26; 3:22),  是三位⼀一体之间的彼此相討来造⼈人: 關係的

神. 1:2 说明 A.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  B.圣灵也是创造主  C.圣灵是真神.我们共出现 3 次. “让我们”

和“我们的”是复数，暗⽰示了三位⼀一体的概念，但没有明确地讲明. 然⽽而，神的三个位格都参与

了创造过程，这在创 1：1-3 和约 1：1-3 清楚地表明出来. 这也是在第⼀一章中表⽰示三位⼀一体上

帝的第三个根据（1:1, 2, 26). 

 

其次还有神创造的万物的⾼高峰: ⼈人. 强调神在⼀一切被造物及⼈人之上之外. 强调⼈人受造对创造者的

责任. 

 

4. 从 1:28 节看, 神造⼈人, 给了⼈人什么使命？这和我们的⼯工作有关系吗？有什么关系？ 

要点：創造喻令 (creation mandate): ⼈人在另⼀一⽅方⾯面也是独特的，对于动物和鱼鸟，神只是命令

他们充满各⾃自的领域（滋⽣生繁多），神却赐⼈人类权利（权柄和统治）管理所有动物(1:26, 28), 

然后神给⼈人赐福并详述了⼈人如何与受造秩序建⽴立联系.“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管理各样活物”（1:28). 因罪的缘故，⼈人还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但那时⽇日将会来到(见来 2:6-8). 

⼯工作时⼈人被造就有了, 并不是神咒诅后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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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信徒是神的管家, 正当的⼯工作都是包括在創造喻令中可以荣耀神. 

 

5. 你认为上帝需要休息吗？“安息”是什么意思呢？祂賜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安息⽇日)与⼈人有

可关系? (参 詩 95:9-11, 太 11:28-30, 羅 8: 19-23, 啟 14:13, 21:3-4, 來 3:7 - 4:11, 出 20:10-11; 申

5:14-15). 信徒周⽇日祟拜是不是守安息⽇日? (参出 20:11, 申 5:12, 可 16:2-9, 约 20:1-19, 徒 20:7, 林

前 16:2; 太 12:8, 可 2:28, 路 6:5)  

“安息”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停⽌止.停⽌止祂创造的⼯工，进⼊入安静，六个创造⽇日后祂只賜福给第七

⽇日, 定为圣⽇日, 因神满⾜足甜蜜的享受所作之⼯工.2:2 中两个“⼯工”字，也⽤用在⼈人所作的“⼯工”.第七⽇日安

息, 如此⽤用字表达⼈人需要效法神，在这⼀一⽇日停⽌止所作的⼯工. 神是最不需要休息的，但选择休息，

这不是强调上帝⽆无动作的状态，乃是上帝的祝福, 是为了⼈人的益处. 安息的意義可参: 詩 95:9-11, 

太 11:28-30, 羅 8: 19-23, 啟 14:13, 21:3-4, 來 3:7 - 4:11, 出 20:10-11; 申 5:14-15. 教⽗父奧古⼠士丁述及⼈人

只能在创造主⾥里才可找到安息的名⾔言甚有启犮性! 

 

回應: 信徒对创造主的敬拜與救贖主的盼望. 

關於守安息⽇日的辯論中⼀一個常⾒見錯誤是把安息⽇日當作敬拜⽇日的概念.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這樣的

團體認為神要求星期六做禮拜, 當主⽇日. 這不是安息⽇日戒命的含義. 安息⽇日戒命是說在這⼀一天什

麼⼯工都不做. 聖經中沒有任何地⽅方提到把安息⽇日當敬拜⽇日，它不是安息⽇日戒命的本質. 在使徒

⾏行傳中，提到在安息⽇日舉⾏行的集會都是猶太教徒的，⽽而不是基督徒的集會. 早期基督徒什麼時

候聚會呢？使徒⾏行傳 2：46-47 給了我們答案，「他們天天同⼼心合意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

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民眾的喜愛.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如果有⼀一個基

督徒定期聚會的⽇日⼦子，那麼它就應該是每週的第⼀一天（星期⽇日），⽽而不是安息⽇日（我們的星

期六）（使徒⾏行傳 20：7；哥林多前書 16:2). 為了紀念基督在星期天的復活，早期基督徒沒有

把星期天看作「基督徒的安息⽇日」，⽽而是作為特別崇拜耶穌基督的⽇日⼦子. 今天許多教會在週六

和周⽇日都有敬拜.在基督裡得⾃自由（羅⾺馬書 8：21，哥林多後書 3：17；加拉太書 5：1). 基督徒

應該星期六不⼯工作去守安息⽇日麼？如果⼀一個基督徒覺得應該這樣做，當然！（羅⾺馬書 14：5）.

但是，那些選擇守安息⽇日的⼈人不要論斷那些不守的⼈人（歌羅西書 2：16). 那些不守的⼈人不要做

守安息⽇日⼈人的絆腳⽯石（哥林多前書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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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這章经⽂文中看到神创造的⽬目的为何? 与今天信徒⽣生活有何应⽤用? 参詩 19: 1-3, 賽 43:7, 羅 

1:20, 詩 8:4-8, 來 2:6-10a. 

創造物彰顯神的榮耀.	  詩 19: 1-3, 賽 43:7, 羅 1:20, 詩 8:4-8, 來 2:6-10a. 

 

回應: ⼈人⽣生存的⽬目的是榮耀神, 试分享个⼈人経历! 

 

7. 你认为整章中神的创造和神有哪些特性或属性？ 

整个创造的特性： 

神的创造完全依靠创造主的眷顾和供应. 

 

神的属性: 

神是以君王的权威(创世记⽤用这样的⽂文笔来描述神是宇宙的君王：A.只要说⼀一句话，事情就会

成就(来 11:3)来创造万物——包括灵界的天使，(参歌罗西书 1:16); B.且是从⽆无中造有(来 11:3)，

C.并为万物定下秩序，让万物井井有条; D.且是三位⼀一体神共同参与创造的（神，圣⼦子[神的

话](约 1:1-3)，和圣灵[1:2]). E.神是创造主, ⽆无始⽆无终, 万物之第⼀一因; F.神对万物的眷顾(来 1:3), 

以杈能的命令托住创造万有. G.神对⼈人的爱，最⾼高峰是通过新的创造，即基督在⼗〸十字架上⽤用宝

⾎血给我们新⽣生命，新的创造 (林后 5:17),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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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