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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查经聚会之五: 第 3 章 1-6 兯组长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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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一个现代⼈人受引诱⽽而犯罪的经历简单分享.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创世记第 3 章 

背景介绍:  

简单回顾前两章的内容，也可⽤用提问的⽅方式让⼩小组的成员回答.（可强调神创造的以及⼈人未犯

罪前的美好). 第 3 章告诉我们从神美好的创造中始祖被引诱⽽而墜落(The Fall)的经过, 记录⼈人犯

罪的开始, 神对罪的判决, 神与⼈人, ⼈人与⼈人, ⼈人与地, ⼈人与⼰己关系的破坏, 和神的救赎计划. 这⼀一课

查犯罪过程的上半部 3:1-6, 重点是在⼈人如何在被引诱⽽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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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 解释和应⽤用的问题，

顺序可调整，答案仅提供思路, 开始前可简单的回顾下前⼀一章的内容，也可⽤用提问的⽅方式让⼩小

组的成员回答.) 

 

1. 创世记第 3 章如何形容蛇? 这蛇是谁? 牠代表什么? 为什么在美好的伊甸園中有蛇的出现? 

(参启 20:2；12:9, 林后 11:3，14；2:11；路 10:18; 10:19；约 8:44; 赛 14:12-15, 27:1 ) 

蛇⽐比⽥田野的⼀一切神造的活物更狡猾. 蛇的寓意：创 3:15 的语⽓气有喻道故事的成分，蛇要等

到⼈人的后裔出现才被打倒，⽽而且打倒的是蛇本⾝身，⽽而⾮非它的后裔. 所以蛇的重要性乃是在

于它背后的⼀一个位格. 从启⽰示录 20:2；12:9 与创世记的相称之处可见蛇就是魔⿁鬼撒旦，其

它新约经⽂文也⽀支持这种解释(林后 11:3，14；2:11；路 10:18; 10:19；约 8:44). 不可能是被魔

⿁鬼附⾝身的⼀一条蛇，与赛 27:1 中之鳄鱼的寓意性相同. 蛇⽐比众活物狡猾，同样地敌对神的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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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也是被造物中最聪明的⼀一位，教会传统上以 “明亮之星” (赛 14:12)来代表神未造⼈人前因

要升天与神同等⽽而墜落的天使长. 它⾃自⼰己先悖逆神，也引诱⼈人来悖逆神. 

 

2. (a) 观察经⽂文 V1—V7 总结撒但如何施展牠的技俩来引诱⼈人？牠如何利⽤用⼈人的弱奌? 牠如何

曲解神的话? (b) 仔细揣摩 V1 中蛇对⼥女⼈人的说的话，包含了那些要素和感情⾊色彩？ 

2(a) 

撒但藉著扭曲神的话, 添加神的话, 故意误引神的话（神没有说不许他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

⼦子），挑战神话语的权威（神岂是真说），在⼈人的⼼心中撒下不信的种⼦子， 然后再公然否认神

的话（你们不⼀一定死【新译本翻译：你们绝不会死】），引动他们⼼心中的私慾（如神能知道

善恶). 在他狡猾的话语中，也否认神的良善，好像神是个⼩小⽓气⿁鬼，不让他们拥有最好的⼀一切

（眼睛明亮). 这就是撒但⼀一贯的技俩. 撒旦⾸首先引诱的是⼥女⼈人, 她軽易受骗, 男⼈人⽆无论是否在场,  

也因接受骗局⽽而犯同样的罪. 

 

2(b)  

包含了⼀一些因素: ⼀一是：神的话很确定吗？神岂是真说？难道神真的那么说么？神的话没有可

疑之处吗？你从神领受准确真理之时，仍会有⼀一个⼒力量跟你说：“神岂是真说?”: 这是他给⼥女⼈人

的第⼀一个引诱. ⼆二是：“神是不是对你们很不好啊？” ,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

的果⼦子吗？” 这是引诱⼥女⼈人去怀疑神对⼈人的善意. 三是：神是不是说不准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

的果⼦子，这个不仅不好，⽽而且相当不近情理. 如果你⾃自⼰己⾏行动的话，是不是会⽐比神做得更近情

理，更有道理⼀一点啊？四是蛇只注重神给⼈人唯⼀一的禁令, ⽽而忽视神在伊甸园中使⼈人可吃其他各

种同样佳美果⼦子的丰富供应. 

 

3. 吃禁果之前的⼈人类是否不能分辨善恶? 

亚当吃禁果之前能为各样活物改名(2:19), ⽽而且能欣赏神为他造的配偶(2:23), 所以吃禁果之前的

⼈人类是能按神的⼼心意分辨善恶. 犯罪後⼈人类只能从恶的⾓角度来分辨善恶. 

 

4. (a) 找出⼥女⼈人犯罪的动机. 对信徒有何警惕? (b) 她的⾏行动与她的⾃自由意志有何关系? (c)男⼈人有

没有吃禁果? 他犯的罪⽐比⼥女⼈人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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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女⼈人犯罪的动机是：（1）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这不是⼀一般的看，是整个⼼心思的

参与. 因为好做⾷食物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2）“悦⼈人的眼⽬目”（这是她直接看见的. ⽐比较

2:9: 各样树上的果⼦子都悦⼈人眼⽬目.）（3）“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女⼈人⾃自以为是看，

她看见从魔⿁鬼那⼉儿听来的东西. ⼈人⼀一旦抛开神的话⽽而去看，他总能看见从魔⿁鬼那⼉儿听来的东西，

⽽而不是看见神告诉他的东西. 重要的是听神的话⽽而信.）⼥女⼈人不听神的，结果她就看见了魔⿁鬼

给她看的东西. 她的⼼心喜爱这个. 

 

(b)⼥女⼈人“摘”下果⼦子. “于是就吃了”.  这是她以⾃自⼰己⾃自由意志選择的动作和⾏行为. 魔⿁鬼并没有替她

摘下果⼦子，不管她愿不愿意，塞进她的嘴⾥里；⽽而是⼥女⼈人⾃自⼰己主动做的. 撒旦可以引诱⼈人，却不

能强迫⼈人；它可以欺骗⼈人, 却不能把⼈人扔进灭亡的陷阱.（太 4：6). 由于这是出于⼈人⾃自⼰己的選择, 

所以⼈人要𠄘担后果. (神为何给⼈人⾃自由意志: 参第三课创 2:16,17).  

(c) ⼥女⼈人又给她丈夫吃这果⼦子. 男⼈人犯罪的动机思维与⼥女⼈人相同, 若他与⼥女⼈人同在, 他却没有阻

⽌止蛇的引诱, 他聽⼥女⼈人和蛇的话⽽而不聽神的话. 与⼥女⼈人犯同样背逆神的罪!  

 

5. 请⽐比较创 2 章 16,17 节, 3 章 2,3 节, 找出夏娃的回答跟神的吩咐有哪些歪曲和不符合的地⽅方？ 

神的话跟夏娃的回答，其不同之处是：（1）“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和“园中树上的果⼦子” 之间

的不同.“各样树上的果⼦子”是强调丰盛的⾃自由.（2）“可以随意吃”和“可以吃”之间的不同.（3）

神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和夏娃说的“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之间的不同. 园⼦子当中除

了分别善恶树之外，还有⽣生命树.（4）夏娃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不可摸”是夏娃加上去

的.（5）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和夏娃说“免得你们死”之间的不同.  

 

对神的话怀疑，以⾄至于随意的更改. 夏娃如此删减神的善意：“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

意吃”变成了“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 另⼀一⽅方⾯面还显得神做事不尽情理，不仅不可吃还不可摸. 

说到底，这件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你有可能死. ⽽而神说的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6. (a) 始祖如何敗在撤但的引诱下? (b) 耶稣基督如何胜过撤但的引诱? (参路 4:1-13) (c) 使徒约

翰如何教導今天伩徒逃避引诱? (参约⼀一 2:15-17) 

耶稣基督在受撤但三次試探时的得胜是回应始祖受同样試探时的失败! (路 4:1-13). 约⼀一 2:15-17 

警惕我们这就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伩徒要逺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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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解神的话                          以神的话回答试探      对付来⾃自舊⼈人的⾃自我慾望 

創 3:6 路 4:1-13 

 

 

約⼀一 2:16 

 

 

1. 好作⾷食物 ⽯石頭變⾷食物  ⾁肉體的情慾 

 

2. 悅⽬目, 可喜愛 看世上的繁華 眼⽬目的情慾 

 

3. 使⼈人有智慧 向神挑戰, 試探神 今⽣生的驕傲 

 

 

 

7. 亚当夏娃吃禁果是伊甸园盟约的破坯. 或可称为原罪. 究竟是誰的责任?(参创 3:1-6, 約⼀一 2:16) 

蛇迷惑⼈人: 蛇乃是⼈人的贪欲和悖逆的源头故意弯曲事实，以⼀一种惊异或愤慨的⼜⼝口⽓气，企图将神

的禁令变成对⼈人⼀一种权利的剥削. 蛇使⼥女⼈人疑问神，怀疑神是否良善，怀疑神是否爱⼈人（创 3: 

1-4).  

 

⼈人: 引起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约⼀一 2：16）（创 3：6），颠倒了神

的次序，使⼈人误⽤用了对被造物的喜爱，腐蚀了⼈人应⽤用来追求美好和良善的情操. 怀疑与欲念并

⾮非原罪的前奏曲，实在是原罪的⼀一部分，它们不可能作为原罪的理由，它们乃是原罪产⽣生的

过程. 撒旦可以引诱⼈人，却不能强迫⼈人；它可以欺骗⼈人，使⼈人掉进灭亡的陷阱，却不能⾃自⼰己强

迫把⼈人扔进灭亡的陷阱. 

 

第⼀一对夫妇接受了蛇的迷惑，⼆二⼈人同负罪責. 从这原罪的开始我们看到⼈人类的三种罪性: (甲）

⼈人的傲慢向天作超⼈人的挑战. (⼄乙) 罪是神创造次序的颠倒，受⼈人治理的蛇反引诱了⼈人.（丙)罪

是⾮非⼈人性的努⼒力对⼈人的侵蚀. 男⼈人与⼥女⼈人同样犯罪，⼥女⼈人的开路加上男⼈人的决断才完成他们对

伊甸盟约的破坏. 这也代表了神创造次序的颠倒（提前 2:13). 蛇先向⼥女⼈人展开攻势的原因：乃

是试探要在⼈人类中（包括男⼥女）引出⼀一种“⼥女性化”的态度：它要⼈人欢迎罪，以开放和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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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接受这种外来的影响. 试探乃是堕落的实际，⽽而⾮非堕落的原因. 男⼥女本性中并⽆无催使他们

犯罪的倾向，⼥女⼈人不可逃避她被罪引诱的责任，男⼈人也不能否认他听从⼥女⼈人的指使来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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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