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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三: 2: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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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in 分享下你遊览过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花园或胜地.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10 min 创世记 2 章 4-17 节 

1. 这章経⽂文是另⼀一个创造记載和 1:1-2:3 的创造记載有所分别: 两段记載彼此补充：⽤用两种不同

的⼿手法记載同⼀一件事是中东古代通⽤用的写作技巧，⽬目的是彼此补充. 

(1:1-2:3) 是以神为中⼼心宏观--神的创造, (2: 4-24)的焦点以⼈人为中⼼心的特寫--⼈人的被造; 前者注重

神是宇宙之主, 后者强调耶和华神是与⼈人⽴立约之主.	    

这⼀一段关于创造的叙述与第⼀一章在⼀一定意义上平⾏行，但藉着⼈人类的⽣生活环境伊甸园，确定⼈人

在神的世界中的⾼高贵地位. 只有认识了⼈人的本质和地位, 及神在⼈人类⽣生命中丰盛的预备，才能

了解第三章中堕落的损失及罪的破坏程度是何等的⼤大. 

2. 耶和华神. 1：1－2：3 以“神”（Elohim）来称呼上帝，⽽而这⼀一段开始，以耶和华神(Yahweh 

Elohim)称呼上帝，这个名称⼀一般⽤用来强调神与⼈人⽴立约的关系，神是与⼈人有约的神. 

3.  2: 10-14 ⽐比遜河与基训河位置不详. 希底结河即底格⾥里斯河，伯拉河即幼发拉底河. 2: 8 “伊甸

”意思是快乐，愉快，欣喜. 8-17 节有如下的架构: A’ 䃼充 A,  B’ 䃼充 B, C 从详情到简单的记述 

 

A. 2:8  ⽴立伊甸園, 安置⼈人在內 

 

       B. 2:9  各种各样树上果⼦子可吃 

 

        C. 10-14  四条⼤大河 

 

       B' .  16-17  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不可吃 

 

A'.  15  看守伊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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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讨论: 

(可分最多四組討論下列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討論 3 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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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性問題：（观察, 解释和应⽤用的问题，顺序可调整，答案仅提供思路)  

 

1. 在 V5-9a 的记載中创造的焦点是什么? ⼈人出现⼏几次?请畄意漸进性的安排(2:15).  有

没有看到神的眷顾? 

焦点是神安排伊甸园的果给衪特别从麈⼟土造出来的⼈人享⽤用. “⼈人”出现五次( 5, 7,  8,  9)漸

进性的安排: 草⽊木 !菜蔬!耶和华降⾬雨!⼈人耕地!霧⽓气滋润遍地.(没有⼈人!造⼈人!安

置所造的⼈人). 2:15 表明神要⼈人修理看守供应他的伊甸园. 

  

2. (a)如如何神造⼈人? (b) 塵⼟土与吹⽓气代表什么? (c)与造其他活物有别么? (1:26-27, 2:7,  

19, 1:30, 7:22) 

(a) (b)神造⼈人与动物都⽤用到了尘⼟土(2:7, 19), 神将⽣生⽓气吹在⼈人⿐鼻孔. “尘⼟土”	  代表屬地, “吹⽓气” 代表

⼈人是神的特别创造. (c)⼈人与动物都从尘⼟土⽽而出, 都有⽣生命 (创⼀一：30 和⼆二：7: nephesh)：“有灵

的活⼈人”（新譯本⼆二：7, “有⽣生命的活⼈人”）与“有⽣生命的物”和“活物”是⼀一⽤用这个希伯来原⽂文（⼀一：

20，24), 神造⼈人即以⽣生⽓气吹⼊入他的⿐鼻孔中，這⽓气(息: 与⽣生⽓气 nesama 原⽂文⼀一样)也在其他包括

有⾎血⾁肉的动物的⽣生灵⿐鼻孔中(7:22), 乃是指出神使⼈人从死的泥⼟土⾸首次成为活的⼈人, 因此 2:7 并⾮非

注重神的吹⽓气，因为神是个灵，不会有⼈人⼀一样的⾁肉体，可以⽤用呼吸系统吹⽓气, 但却注重只有⼈人

是神特别的创造，乃是因为⼈人是按着他的形象被造(1: 26,27)，这形象乃是包括神的灵性，使⼈人

可以与神交通. ⼈人是灵魂体合⼀一的整体，这是舊约的基本⽴立场, (参创 6:3 “⾎血⽓气”, 2:7 “有灵的活

⼈人”, 45:27 “⼼心”都是 “⼈人”的代表) ⼈人的灵性，是不能因⾁肉体死亡⽽而毁减，但是⼈人的得救，到⼈人的

⾝身体复活，与基督相似的时候，才完成神的整个救赎计划. (林后 1:10) 这⼈人灵魂体的统⼀一性乃

是针对初期教会的诺斯第主义的异端，因为这异端认为⾝身体是邪恶的，只有灵魂是美善，圣

经却是注重整体的得救. 其他⼈人观的神学⽴立場有灵魂与体⼆二元論(太 10:28, 林后 5:8)和灵魂体三

元論(帖前 5:23, 来 4:12)主要⽀支持来⾃自新约. 但整本圣经⼀一致的⽴立場是⼈人得救是整体的得救(林后

1:10, 林前 15: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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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什么神为⼈人⽴立伊甸园? (v4-9) 

神并没有将第⼀一个⼈人安放在沙漠或森林中，神不单给始祖⽣生命，也赋予他们⽣生活上丰裕的快

乐环境. (a) ⾁肉体供应 (耕地 v5, ⾷食物 v9), (b) ⼼心理供应(伊甸乃是欢喜之意，伊甸园可能是“滋润

的平原”（创⼗〸十三 10），神的圣⼭山（结⼆二⼗〸十⼋八 13,14），或丰裕的乐园（尼⼆二 8，传⼆二 5，歌四

13，启⼆二 7), (c) 屬灵供应 (⽣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 v9, ⽣生命的延续和被造物之规范) 

 

4. 这⼀一章 8-15 如何形容伊甸园的地理位置?，有那四条河? 它们有什么代表性的意义? 

伊甸园需要四条⼤大河的浇灌: 四条河可能是“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创⼆二 6）的地下⽔水

（结三⼗〸十⼆二：6），四的数⽬目可能代表全部的意思，河畔有宝⽯石和⾦金⼦子（结⼆二⼗〸十⼋八），是⼀一处

丰盛之地. 

伊甸园的地点有⼏几种解释，在于对河流的领域作字⾯面河或喻意的解释，有⼈人以底格⾥里斯河和

幼发拉底河⼊入海地活发源地为伊甸园，⽐比较少⼈人的两河沿岸之地为伊甸园，有⼈人根据第⼆二⽀支

流基训河的⾮非字⾯面解释，以古实为北⾮非的埃提亚伯，作为尼罗河的意思，若⽐比逊河是印德斯

河，那么四条河流就代表上古的四个⽂文化中⼼心（幼发拉底河：巴⽐比伦；底格⾥里斯河：亚述；

尼罗河，埃及；印德斯河，印度). 这种喻意的⽴立场有经⽂文印证（结 31：9，16，18；林后 12：

2，路 23：43，启 2：7). 但是字⾯面解释的⽴立场也有⽀支持的证据，基训河所环绕的可能是古珊或

⽶米甸地（哈 3：7），四道河可能在伊甸园合注成⼀一条主流，卡尔⽂文认为四道河变成两道，⽐比

遜河与基训河位置不详, 可能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别名，也有⼈人认为是后两条⼤大河的

天然运河，所以伊甸园乃是位于巴⽐比伦东南，⼆二⼤大河⼊入海之地. 神创造滋润⼟土地的河流，⾦金⼦子，

珍珠，玛瑙等美好的物质，提醒⼈人看到任何美好的东西，都是神为安置⼈人的伊甸乐园创造的. 

唯⼀一的结论，乃是神并没有将第⼀一个⼈人安放在沙漠或森林中，神不单给始祖⽣生命，也赋予他

们⽣生活上丰裕的快乐环境. 

 

伊甸园有各样的树和果⼦子，还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 ( 2：9) “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

好作⾷食物”. 先注意这⼀一点对于第 3 章是个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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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为什么设⽴立⽣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9, 16, 17) 试⽐比較⼆二者的含义. (参启 22：1-2；结 47；约

7：37-39; 创 1:12, 3:22, 撒下 14:17,20, 王上 3:9, 赛 7：14-15，申 1：39，拿 4：11). 神为什么

给⼈人選择吃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若是没有这个選择⼈人就不会犯罪?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代表世上⼀一切的丰富，给⼈人使⽤用，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乃是⼈人⾃自

由的范围, 要保障⼈人类的快乐. ⼈人⼀一⽅方⾯面可享⽤用神的慷慨，另⼀一⽅方⾯面, 有⾃自由选择权的被造物，

应选择他是被造的义务才可保持他的快乐. 

（1）⽣生命树的意义：它是园中各样的树中的⼀一种，它并⾮非⼀一棵魔术的树，有魔⼒力使⼈人吃后不

死，⽣生命树应喻意⼈人与神之交通. 它可能是智慧（箴 11：30；13：12；8：30，31），约翰在

启⽰示录 2：7 种将创世纪和以西结书中的异象合并起来（启 22：1-2；结 47；约 7：37-39; 形容

神乐园中的⽣生命树. ⽣生命树象征神赐予⼈人类的⽣生命. 从⽽而意味着, ⼈人类只要顺从神的旨意将会得

到永⽣生；同时也包含当⼈人类不顺从神，堕落的时候，可以通过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再次找

回⽣生命（启 22：2). 奥古斯丁认为这棵⽣生命树象征基督; 加尔⽂文的理解是: 当吃这果⼦子的时候就

会想起⽣生命的根源——神，是具有圣礼意义的树. 

（2）分别善恶的树：也是象征性的.此树只能在圣经中找到，分别善恶的知识有如下的意义 

(i)不是道德的分辨⼒力量: 创 3:22 不可能作为道德洞察⼒力的解释，因为神不会延迟赐给⼈人类这种

重要的知识.（ii）不是神的完全知识：根据圣经对帝皇的形容（撒下 14:17,20；王上 3:9），并

⾮非指出神全知的本能，虽与创 3:22 有平⾏行之处（中⽂文“是⾮非”与“善恶”的希伯来原⽂文相同），但

不能以神的全知来解释分别善恶的知识.（iii）不是决定善恶的能⼒力：根据圣经对童⼦子的形(赛

7：14-15，申 1：39，拿 4：11), 分别善恶乃是指童⼦子不能⾃自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非决定

善恶的能⼒力. 因此分别善恶的树乃是代表⼈人对神的供应的接受或反叛.  分辨善恶树: “善恶”就像

“天地”（1:1)⼀一样, 是⼀一组反义复合词. 这树本⾝身没有什么不好（1:12). 它存在的意义在于：神给

了⼈人类选择的机会--⼈人可以⾃自由选择顺服祂或悖逆祂. 神也事先宣告了命令以及违背命令的后

果. 选择的机会也称为⼈人的⾃自由意志，是⼈人具有神的形象的尊荣.但⼈人必须接受⾃自⼰己是被造的，

不是创造者的关键性事实，顺服创造者的命令，才能享受与神的亲密美好关系及神所创造的

世界. 

 

神给⼈人選择吃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乃是神照神的形象造⼈人的必然性:  神可⾃自由選择,  ⼈人也可

⾃自由選择, 若是没有这个選择的杈利⼈人就不是⼈人, ⽽而是被⽀支配的⽊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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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注意 2: 15-17, 19 节中神给亚当的责任和吩咐是什么?, (这被称为伊甸園盟约).  今天⼈人对⼤大地

还有这责任嗎？神为何定这些规划? 

神在野地中东⽅方的伊甸设⽴立园⼦子, 注重神的供应和⼈人管理看守(15-17)  

伊甸園盟约是(1) 神给⼈人⽣生命的本来的意图是管理神创造的其他⼀一切，(2) 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

果⼦子，乃是⼈人⾃自由的范围，要保障⼈人类的快乐. ⼈人⼀一⽅方⾯面可享⽤用神的慷慨，另⼀一⽅方⾯面，有⾃自由

选择权的被造物，应选择他是被造的义务才可保持他的快乐, 以顺服神保持与神的正常关系. 

⼈人犯罪以前能按神⼼心意和有神智慧定是⾮非, 能为各种活物命名. ⼈人吃禁果意味违背创造者的命

令，破坏了创造者与被造者的秩序，因之就断绝了与⽣生命的创造者与主宰-耶和华神的关系，

这就是死亡. 

 

⼈人能为各种活物起名(19)代表⼀一种权柄，神本来命定⼈人管理这些动物，及与它们和平相処. (见

创 1：28, 诗篇 8:6-8). ⼈人犯罪破坏了神所命定的秩序后，⼈人滥⽤用权柄，暴殄天物，动物也不服

⼈人的权柄，伤害⼈人类. 环保乃是神的原意, 需要⼈人类尽上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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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