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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历史
第一课
一个完美的世界

介绍
几年前，我开车经过一个火车出事的现场，看见列车出轨，车轮深陷在泥土中
动弹不得。一旦火车出轨，脱离了既定的行车轨道，后果必然是一团混乱。
在万物开始的时候，神为他所造的万物铺设了一条道路，使他们可以跟随前
行，这条道路要引导他一切的创造通往一个伟大的结局。但是一次又一次，人类在
跟随神为他的创造所预备的道路上失败了，我们使世界出了轨，造成一个大混乱的
局面。
在这一系列课程中，我们要来学习神在世界历史的起头为他的创造所铺陈的这
条道路--在基督徒中，我们称之为创造的谕令。我们要探讨创世记 1 至 11 章，即
所谓的太古史。从这段圣经中，我们看见神为摩西带领下的以色列人陈设一条奇妙
大道，使他们跟随而行。而这条道路也正是今天属神的百姓所应该跟随的。
第一课的题目定为：一个完美的世界。因为我们要从摩西在创世记 1：1 至
2：3 的描述来看神如何创造一个使他自己大大喜悦的，完美而井然有序的世界。
从这一课中，我们要看见这个理想的世界就是神期盼或预示在摩西的时代要赐
给以色列民的。同时，神也要在历世历代中带领所有属他的百姓经历同样的结局。
它不但告诉我们起初的情况，更指示我们现今的生活应该如何，以及在世代结束的
时候，这世界必然达到的光景。
本课程分为四个部份：第一，我们要为创世记 1 至 11 章这段有关太古史的经
文 作个概要。第二，我们要缩小范围，从创世记 1：1 至 2：3 来看它的文学结
构。 第三，要从创世记这段经文的结构来探讨它的原意。第四，要看创世记 1：1
至 2：3 在现今的应用。让我们从创世记 1 至 11 章太古史的概要开始。

简介
我们研究创世记 1 至 11 章 的方法有一点不寻常，所以让我先解释一下我们的
基本策略。至少有三个主要的观念是我们研读这段经文的指标。第一，这些章节的
默示；第二，这些章节的文学背景；第三，这些章节的写作目的。
首先，我们坚信全部圣经都是神的默示这一信念，包括创世记 1 至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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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示
根据我们福音派对默示的理解，创世记中这段经文有两个重要的特质：1) 它
的可信性，2) 它是有目的的设计。

可靠性
我们要特别严词强调这段经文的历史是绝对可信的，因为它是出于神的默示。
在研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许多历史性的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有些事件虽然尚
未有完满的解释，但基于神的默示，就足以认定它历史事实的可信性。摩西的用意
是要他的原读者接受创世记的经文是真实的历史记载，就象处理全本圣经一样，我
们必须小心解释这段经文，免得误解它历史的层面。无论如何，很显然圣经其它的
作者，甚至耶稣自己，都相信创世记 1 至 11 章的故事都是可信的 历史事实。本课
程就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上：相信这段经文是远古的时代确实发生过的事件一个真实
可靠的记录。
在确认这段太古史是可信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记得，神启示摩西照着他特定的
设计来选择安排经文的内容。

设计性
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创世记 1 至 11 章涵盖从创世到大约公元前 20001800 年间的亚伯拉罕时代 的这段历史。我们都可以同意，对于这段时期的世界大
事，摩西所遗漏的，远远超过他在短短十一章的经文所记载的。要了解创世记 1 至
11 章，我们必须考虑这段经文选择性的记载和它的编排方式。 如果我们留心注意
摩西如何刻意的编排设计这段太古史，许多重要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比如：为什
么神启示摩西记下这么少的资料？为什么神指示摩西对选取的材料作如此的编排？
要了解摩西写作的方式，我们必须先探讨当时文学传统的背景。

背景
古代近东的文学对于我们研讨的目的是很重要的。首先，因为 1) 其它太古记
事的文献在当时广泛的成为摩西可使用的资料，其次，是因为 2) 摩西确实曾受这
些太古文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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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利用
考古学的研究证实摩西并非第一位写作世界起源的人。神向摩西赐下他的启
示，为了确保他的记录真实无误。但是当摩西写作的时候，有关太古史的许多神话
和史诗已经大量充斥盛行在近东的各方各族中间。
其中有些古代的文献是广为人知的。比如，许多人都听说过以努玛以利施或称
巴比伦的创造故事；吉加墨史诗的第十一泥版，或是巴比伦的洪水故事；等等。埃
及和迦南也有各种不同版本的远古文献。以上这些和许多其它古代世界的文献都有
关于宇宙起源和它早期历史的记述。
不但如此，许多这些古代近东的文献在摩西年轻的时代就已经普遍流行。摩西
在埃及的皇宫受教育，他的著作反应出他熟知古代世界文学。当摩西著手写作神所
默示的，有关太古时期真实记事的时候，他清楚知道在古代近东另有其它的文学传
统。
既然知道其它这些远古近东的记事是摩西可以使用的资料，接下来我们要问另
一个问题：这些神话和异教的史诗与摩西有什么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我们要从这一系列课程中来看摩西如何消极的和积极的回应其它太古传统的记
述。
从一方面说，摩西写作太古史是以真实来对抗虚假的记载。我们要记得摩西所
带领的这批以色列人因为各种异教的影响，很容易受迷惑而相信这个世界的造成是
众神祗争战打斗的结果。他们或是完全背弃列祖的真道，或是把真道和外邦信仰相
混杂。从许多方面来看，摩西记录这段太古史是为了教导神的百姓认识历史事件的
真相。他着力籍着建立耶和华神的信仰来抗拒异邦虚假的宗教。
在同时，摩西也积极地利用当时的文学传统来达成他消极抗拒虚假神话的目
的。他刻意仿效当时的以色列可以理解的、古代近东通行的写作方式来传达神的真
理。虽然摩西的著作和几种重要的文献有许多相同点，但根据最新的考古研究发
现，它特别与其中的一种文学传统有极为惊人的雷同。
有一份在 1969 年发表的重要文件，标题是亚楚哈西斯：巴比伦洪水的故事。
我们不知道这份文件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多久远，但是，有一点对我们很重要，就是
它把从前的断简残篇串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亚楚哈西斯史诗包含一个基本的三段式结构：从人类的创造开始，紧接着人类
创造之后是早期人类历史的记录，特别著重由于人类的状况而导致世界的败坏。最
后，藉着洪水的审判除去败坏，引进一个新世界的秩序。
比较创世记和亚楚哈西斯史诗之后，得出一个有力的结论，就是：摩西刻意采
用这种整全的结构来编写他的记事，咋看之下，创世记 1 至 11 章像是零零散散篇
章的选集，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没有什么连贯性，但是只要稍微对照一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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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亚楚哈西斯多处平行的文体，就可以看出摩西的太古史是根据一个整全的结构编
写而成的一个完整的故事。
就象亚楚哈西斯史诗一样，摩西的记事也分成三个主要的段落：理想的世界
(创世记 1：1 至 2：3) ；因人类犯罪而造成的堕落的世界(创世记 2：4 至 6：8) ；
以及洪水与新秩序(创世记 6：9 至 11：9) 。
现在我们要问第三个问题：摩西为什么要写创世记 1 至 11 章？他要向他的以
色列 读者传达什么信息？

目的
我们可以确定最基本的原因是摩西要教导以色列民有关过去的历史事实，要他
们知道在世界历史的起头，神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正如其它民族的神话用来说服人
接受那些神话的观点，摩西也必须设法让以色列人信服他们信仰的历史性。
但是经过仔细的观察，我们发现摩西太古记事的背后还另有一个目的。具体而
言，他写作的目的是要影响以色列人，使他们能学习顺服神的旨意。虽然对于初次
读到创世记 1 至 11 章的人来说，这个外加的目的并不明显，可是在明白其它的太
古文献也具有相同的目的时，摩西的用意就更加清楚了。
要理解太古记事的目的以前，我们需要先认清一点：许多古代近东的文明相信
宇宙是由一种超自然的宇宙智慧或能力所造成的。在理想的状态下，宇宙照着这种
智慧或神圣秩序运转。团体中的每个人，从君王到奴仆都有责任尽其所能去顺应这
个神圣秩序。
这和太古的神话和史诗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以色列周围的文明古国写作太古史
最主要的目的是解释宇宙的智慧，并顺应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的传统以太古世界
作为支持当前的宗教与社会制度的证据。这些文献的作者通常是祭司，他们指出当
前的一切生活方式都是众神祗早已安排妥当，世界原本应该有的模式。有些时候，
他们特别注重一些宗教上的事务，比如神殿、祭司和礼仪。那一位神偏好那一所神
殿？那些祭司家族应当服事？另一些时候，他们关心更大的社会结构，象政治权力
和法律，谁该被立为王？为何某些人生而为奴？简单的说，异邦文明的太古传统不
只是用来教导过去的历史，而是要藉着众神明在起初预定的事来支持当前宗教和社
会秩序的合法性。因此他们的神话要求人民必须顺应众神明的创世谕令，就是他们
为宇宙所设定的结构。
从这些课程中我们要来看，摩西写创世纪 1 至 11 章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当时的
宗教和社会秩序，指出他们的根源是来自耶和华为他们设立的太古路经。在摩西带
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到应许地途中，许多反对他的人认为他误导了以色列的儿女。在
应付这些反对势力的时候，太古的历史就被用来证明摩西为以色列民所立的政策和
目标是真正出于神为宇宙的设计。抗拒摩西的做法就是抗拒神的谕旨。
从理想的创造(创世记 1：1 至 2：3) 这段记事，摩西叫以色列人看见他们面向
迦南的行程，正是朝着神的理想世界前进的方向。从世界的败坏(创世记 2：4 至
6：8) ，摩西指出因着神对罪恶的咒诅，埃及成为一个败坏和困苦的地方。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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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世记 6：9 至 11：9 关于洪水和随后的新秩序的这段记事中，摩西向以色列人
表明要领他们进入新秩序的福气中，正如在他之前的挪亚将新秩序和祝福带给世界
一样。这些太古的历史事实充分证实了摩西对以色列的异象。如果他能让以色列人
信服这些真理，那么以色列中那些忠心的人就会转离埃及，而认定迦南是他们神圣
的产业。
对创世记 1 至 11 章记载的太古史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之后，现在让我们来看
创世记第一个段落的细节：创世记 1：1 至 2：3 所描述的神的理想世界。

文学结构
每当福音派基督徒提到圣经开卷第一章，马上就会想到各种解经上的争议。神
是用日常的六日造天地吗？创世记一章的一日是一段很长的时期或时代吗？或只不
过是用一种诗歌体，非历史的颂赞来描写神的创造活动？在福音派圈子里所有这些
立场都被采纳。但我个人认为创世记第一章教导我们：神是用我们日常所理解的六
日创造了世界，虽然不是所有笃信圣经的基督徒都持有这种观点。
无论如何，在这些课程中，我们探讨创世记开头的经文不是针对这些历史性的
问题，而是注重它文学上的问题。我们更有兴趣知道摩西如何写，以及为何要写这
一章。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如何？这些结构怎样帮助我们明白摩西写作的目的？
首先我们要注意这段经文有三个主要的阶段：就是开始，中段和结尾。
摩西的创造记事以 1：1 至 2 开始，我们可以以黑暗混乱的世界作为这段经文
内容的概要。1：3 至 31 构成中间这段的内容，包含所谓的六日创造，或称六日创
造秩序。最后，2：1 至 3 是安息日，或是我们所谓的理想的世界。
在本课中，我们将探讨这种结构里所有的三部分内容：首先是黑暗混乱的世
界；其次，我们将研讨涉及理想世界的第三部分；最后，我们将探讨六日创造秩
序。让我们先看第一章 1 至 2 节，黑暗混乱的世界。

黑暗混乱世界
从创世记一章的第一段，我们看见在笼罩全地的混乱与神的灵之间存在一个很
重要的戏剧性的张力。
1:1 至 2 用第一节作为开场的标题，接着在第二节描述世界起初的光景。听听
摩西在 1:2 怎么说: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记第 1 章 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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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经文引介出一个戏剧性张力，贯穿全章的经文，张力的一端：世界是空虚混沌
的或是希伯来文 Whboêw" ‘Whto。这个希伯来文出现在圣经中的次数太少，我们无
法准确地明白它的意思。但有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一个不适合人居住的，不利于人类
生活的世界，就如沙漠或旷野，不利于人类生活一样。所以，在经文一开始，我们
就看见有一个不适合人居住的、黑暗、原始、混乱的深渊笼罩着全地。
这戏剧性张力的第二个要素也出现在 1：2。摩西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这里用的是希伯来字，是飞翔其上或盘旋其上的意思。
所以在经文的开头，我们看到极富戏剧性的画面。一边是地上的混乱，另一边
是神的灵运行在混乱之上。事实上，神已经预备要开始行动，除去笼罩全地的混
乱。这个起始的戏剧性张力引发出几个问题：神的灵要做什么事？这混乱会起什么
变化？
先有了经文开头这个戏剧性张力的概念，我们现在要从摩西的创造记事最后一
段：创世记 2：1 至 3 的理想世界来看 这个张力如何获得解决。

理想世界
这段经文的结构很简单。2：1 开始有一个概要性的陈述说：神完成了他的创
造之工。然后在 2：2 至 3 的结论说：神就安息了。创世记 2：2 至 3 这么说：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
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
的工，就安息了。（创世记第 2 章 2-3 节）
当摩西描述神进入安息，特别赐福这个日子，使它分别为圣的时候，他就是在宣告
混乱与神运行的灵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解除了。神已经制服了黑暗，掌管了混乱的
深渊，而且对这个他所造井然有序的理想世界感到心满意足。创造的故事就在此结
束，在这个喜乐和平的异象中呈现一个完美和谐的宇宙。
看过摩西创造记事的开始和结局。现在让我们看中间部分，这段经文描述混乱
的世界与神运行的灵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如何获得解决的。

六日创造次序
这段经文教导我们，神制服混乱，照着创世记 1：3 至 31 所记奇妙的六日计划
创造了世界。当我们读到摩西一再使用“神说”这个词来引介每一个事件的情节
时，这一段落的中心主题就显明出来了。因为神是这些事件的主角，他权能的话语
是这些经文的中心。
神的话一出口就造成一个壮丽的，井然有序的世界。不象许多异教神话里的神
祗，以色列的神创造世界不需要经过一番争战打斗。他的话一说出，世界立刻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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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它应有的秩序。不但如此，神话语所造成的秩序也展示了他权能的智慧。神照着
他看为最好的为这个世界设立了秩序。
许多解经家都注意到，神的六日创造秩序可以分成各为三日的两组：第一到三
日和第四到六日。两组之间的关系，有许多相异点，却也有多重的关联。
了解这些模式的一个有利的途经是回顾创世记 1：2 对地的描述。记得摩西
说：地是 Whboêw" ‘Whto 多数英译为无定形，空无一物(中译和合本作空虚混沌)。
这些用字可以用来解释两组各三日的意义。
神用前三日来处理无定形的问题。也就是说，神为他的创造定形状，分界限；
在他的创造中界定范围或领域。在另一边，神用后三日来处理混乱世界中空无一物
的问题。神解决的办法是藉着他的创造活物充满各个领域。
在前三日中，第一天，神划分白昼和黑夜的领域。甚至未有太阳之前，神就叫
光照入黑暗混乱的世界。
在第二天，神分开地以上的水和地以下的水， 象撑开圆顶帐幕一样分出界
限。神这一个行动就造出今天我们所谓的地球上的大气层，使地上的水和天空的水
分开来。
在第三天，神分开旱地和海水的领域。将海洋集中在一些地区，使陆地显露出
来。植物菜蔬开始在地上生长。就这样，在前三日，神在这没有定形的世界定出形
状。他界定光和暗的领域，用大气分开天上的水和地上的水，并叫旱地显露出来。
根据摩西的记载，神在前三日内创造界定了领域，解决地无定形的问题之后，
他就在后三日著手处理地空无一物的问题，造出生物使他们居住在这些领域中。
在第四天，神把日、月星辰安置在天上，填满了他在第一天所分别出来，光和
暗的领域。他用这些满布天空的星体来管理分别日夜。
在第五天，神造了天上的飞鸟和海里的鱼，使这些活物分别充满他第二天所
造、分成空中和地下的水域。
最后，在第六天，神在旱地上造动物和人。这些受造物就居住充满了他在第三
天吩咐从海中露出的旱地上。
摩西使神所有的创造各按其所，归于各自的领域和居所。换句话说，神用六天
的时间，从黑暗混乱的世界中造出一个光辉灿烂的秩序。他的工作真是奇妙，甚至
有六次说：
神看着是好的。(创世记第 1 章 4，10，12，18，21，25 节)
在他造了人在旱地上以后，又说：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世记第 1 章 31 节) 。
摩西很清楚的表明，神对自己所作的工极其满意。
所以，我们看见创世记 1：1 至 2：3 有一个有目的的、复杂精密的结构。经文
从一个混乱的世界，神正要预备有所行动开始。接下来的六天中，神用话语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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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造出秩序，结果，在第七天，神对他所造有理想秩序的世界感到心满意足，
就进入享受他的安息。
看过创世记 1：1 至 2：3 大致的文学结构以后，让我们接下来讨论这段经文的
原意。

原文意义
我们看到摩西的太古史从整体来说，是借用神为起初的世界所设立的秩序来印
证以色列出埃及和征服迦南的经历。但是这个主要的目的如何藉创世记 1：1 至
2：3 这段特别的记述表明出来？摩西如何联系他在以色列人中的工作和创造故事
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再一次来看创世记 1：1 至 2：3 中间三个主要的段落，从其中探讨摩西
如何处理这段经文。首先看第一段：黑暗混乱的世界，然后接到最后一段：理想秩
序的世界。最后，再回到中间的一段：神创造的经过。先看 1：2，黑暗混乱的世
界。

黑暗混乱世界
以我们的目的来说，创世记这两节经文最重要的特色是第二节所引入的戏剧性
张力和相关的叙述。从摩西如何描述混乱世界与圣灵之间戏剧性的张力看来，他的
目的很明显的，不只是记载神的创造，也是在描述以色列的出埃及。
我们记得摩西在创世记 1：2，一方面说到：地是无定形的(‘Whto’)；另一方面
又说：神的灵在运行(tp,x,Þr;m)。
如果我们看看摩西另外一段暗示创世记这个戏剧性画面的经文，这一幕情景的
意义就会鲜明地浮现出来。摩西在申命记 32：10 至 12 使用创世记 1：2 的语言，
为了特别突显以色列的出埃及和创世记之间的关联。听听这几节经文怎么说：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
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
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
邦神与他同在。（申命记第 32 章 10-12 节）
这几节经文很重要，因为除了创世记 1：2 之外，在摩西其余的著作中，这是使用
空虚和运行这样用语的唯一一处经文。
在第 10 节，译为荒凉这个希伯来字‘Whto’与创世记 1：2 的空虚是同一个字。
还有，在第 11 节，译为两翅扇展的希伯来字 tp,x,Þr;m 就是创世记 1：2 所说神的
灵在水面上运行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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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在申命记 32 章同时采用这两个字，为了显明它和创世记 1：2 有具体的关
联。但究竟如何用这两个字来联系两处的经文？荒凉和两翅扇展在申命记 32：10
至 12 是什么意思？
首先，摩西用荒凉这两个字形容埃及。32：10 说：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申命记第 32 章 10 节）
接着，摩西用两翅扇展形容神与以色列的同在。可能指的是神引导以色列民进应许
地所用的云柱火柱。32：11 说：
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
扇展。（申命记第 32 章 10-11 节）
从许多方面看，我们可以用申命记 32：10 至 12 作为摩西自己的作品：创世记 1：
2 的注解。从这个角度我们得以透视摩西写作创世记 1 章的目的。
申命记 32 章帮助我们看见，摩西把神的创造之工和以色列从埃及蒙拯救的过
程当作一个平行的处境。摩西在叙述神的创造和以色列得救时，都涉及从一个混乱
不适合人居住的世界被救赎出来的过程。神在那原本混乱的世界之上运行，正如他
在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中行事一样。
从创造和出埃及的平行经文中，我们看出摩西描述黑暗混乱的世界不仅要告诉
以色列有关神的创造，也要用神的造物之工作为原型、模式或典范，来解释神在摩
西的日子在以色列民族中正在运行的事。摩西藉着描述神起初的造物之工向他的读
者说明：跟随他离开埃及非但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反而，从创造的记事证明他们
从埃及被救赎出来是出于神大能的作为。神藉着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混乱中出
来，正在重造世界的秩序，正如他起初所行。神如今在以色列民中行事，就象起初
他在创造之上运行一样。离开埃及非但不是错误的决定，反而是神亲自在做事，要
把合他心意的秩序带回这世界。简单地说，以色列人从埃及蒙拯救无疑是一次重新
创造的工作。
意识到创世记一章的开始和以色列人的经历是平行的经文，让我们来看最后一
段创世记 2：1 至 3：井然有序的理想世界，进一步证实这个观点。

理想世界
我们记得创造故事的结局是神进入他的安息。创世记 2：2 和 3 节，安息这个
字希伯来文是 tBov.YIw:。这个字的使用又是另外一处联系创造故事和以色列出埃
及的例子。
摩西和以色列人都明白 tBov.YIw 这个字最主要的意思是纪念安息日，就是根
据摩西的律法神所赐给他们享受的。事实上，在出埃及记 20 章所记十诫的条例
中，摩西已经向以色列人说明守安息日的原因是纪念神在创世记 2 章所作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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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
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 (出埃及记第 20 章 8-11)
当以色列人从创世记中听到神在第七日安息，很自然会联想到创世记的记载与他们
守安息日和十诫之间的关系。
虽然以色列人在旷野也可以有限度的守安息日，但是他们必须知道只有等到进
入应许地之后才能更完备的纪念安息的节期。以色列人每逢七日要守安息日(如出
埃及记 20：8 至 11 所记)；遇有其它圣会或节期也要守安息。还有，如利未记 25
章所记，每逢第七年要守安息年，使田地休耕一年；也要在第五十年时纪念禧年，
免除人一切债务，各家要归回自己的地业。根据摩西的律法，要向神谨守全备的安
息日敬拜，远比他们在旷野漂流中所能行的复杂得多。
由于以色列人只有在进入迦南地以后才能享受完全的安息，所以摩西常称迦南
为安息地或安息的所在。他使用两个与 tBov.YIw 相关的希伯来字 nwx 或
menuxah。在好几处地方，摩西描述应许地是以色列人安息的所在，是他们最终可
以照摩西律法的要求敬拜守节的地方。比如：在申命记 12：10 至 11 有这样的话
说：
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
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
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
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
的居所。（申命记第 12 章 10-11 节）
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要事奉敬拜神，向他谨守全备的安息节期，只有在以色列人
进入安息地之后才能达成。
对摩西而言，安息的意义不仅是个人或家庭把一天分别出来，安静的敬拜神，
安息是摩西的异象中最中心的层面，是一个在安息地的居所，是神设立他的名，使
人在那里敬拜他、颂赞他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这个缘故，在诗篇 95：11，神
论到那些被禁戒、不能进入迦南地的人说：
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诗篇第 95 篇
11 节）
正因为安息与全民得以在所应许地全面的敬拜神两者之间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所以摩西就以神进入他的安息来结束他的创造记事。他要以色列人明白，既然神运
行使地从混乱进入安息，他也必要行事使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混乱中出来，进入他的
应许地得着安息。而摩西正在带领他们前往迦南地——安息之地方。抗拒摩西的人
不是抗拒人手的筹划，而是抗拒神为引导他的百姓进入他为宇宙所设立的理想境界
所作的努力。离开埃及，进入应许地是达到神完美创造计划的必经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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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明白神如何以混乱开始，以安息结束的创造过程来说明他透过摩西引导以
色列人的真正心意。我们现在要回到创世记 1：3 至 31，六日的创造秩序，大略地
看一下中间这一段落中的一些要素。摩西如何联系六日创造和他的事工？

六日创造次序
六日创造和以色列的出埃及之间有许多相互的关联。我们只看其中的两处。第
一，与从埃及得救的关系。第二，进占应许地的目标。

从埃及得拯救
首先，在创世记第一章，神创造世界的大能同样地施展在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
及的过程中。在画面的一边，神倒转了创世记一章的创造秩序，降灾难在埃及人身
上。在创世之初，神使水中充满了活物；在埃及却叫水变成血，使水里的鱼都死
了。起初，神命定人要管理全地的活物；在埃及却使青蛙、虱子、苍蝇和蝗虫为
患，遍满埃及人的住处。在创造时神吩咐光和暗分开；相反的，他却叫黑暗在日间
笼罩埃及全地。起初地长出植物菜蔬；相对的，却用冰雹、火、蝗虫毁坏埃及地的
一切作物。 起初神使万物生长繁衍；相对的，神却叫埃及人和他们的牲畜大量的
消灭死亡。在这些和许多其它的事上咒诅临到埃及，取代了创世记第一章神在六日
中所设立的秩序。在这些灾难期间，埃及实实在在退化成原始混乱的光景。也就在
那个期间，摩西召集以色列人离开那称为空虚、荒凉的旷野。
如果以色列人以为埃及的生活是美好的，他们需要仔细考查一下摩西的创造记
事。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经验与埃及人对自己的地的认知有一个绝然不同的对比。埃
及人相信自己是住在众神祝福的地方。而显然有些以色列人也如此认为。但是摩西
清楚的表明埃及已经变成一个与神所造理想的世界完全相反的地方。
这个与埃及的对比是极其明显的，然而，这六日的创造与以色列的出埃及却有一个
积极的关联。当埃及人眼看自己的地退化到原始的混乱中的时候，以色列人却看见
神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有利的世界，与他在六日创造时所做的相似。神供应他们生命
所需的活水。使他们免除青蛙蝗虫的灾害。在埃及人遭受黑暗之灾的时候，使他们
享有光明。以色列人的地里有出产。他们的牲畜受到保护；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生养
众多。
除此以外，神施展他那使人惊奇，在一切创造之上掌权的大能，在以色列人面
前使红海分开，干地现出，正如他在第三日创造所作的一样。神为以色列人在大自
然中行神迹奇事，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在许多方面都能使他们一再回想起创世记第
一章，神在起初的几天中创造万物的作为。
创世记一章中神如何创造天地与他如何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两者之间多重的关
联，使摩西的读者可以确认神在他们中间的作为与他的创造工作是互为平行的。在
他们出埃及的过程中，神重新塑造了世界，正如他起初所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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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可以从得救出埃及的过程回顾六日创造的经过，也可以从神起初所设立的
秩序前瞻在迦南地的生活方式。

进占迦南
当以色列人抵达应许地的时候，周围的自然界会是一个井然有序、丰饶喜乐的
地方。因此，神称迦南为流奶与蜜之地。除此以外，在应许地的以色列人将站在一
个拥有神形象的地位上，如同神在第六日所设立的。
特别注意创世记 1：28 神向人说的话：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
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记第 1 章 28 节）
虽然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曾经历某些祝福，但神要使以色列人承受更大的福气的地方
却在迦南地。在摩西的带领下，以色列人正向应许地前行，为要成就神赐给他们、
在创造中理想的地位。听听神要赐给迦南地那些忠心的以色列人什么应许。利未记
26：9 上说：
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利
未记第 26 章 9 节）
这里很明显是引用创世记 1：28。神在创世记 1：28 说：“要生养众多”。而在利未
记 26：9 说他要使他们在那地上生养众多。
迦南地要像神起初所造那奇妙的世界一样，成为一个自然和谐的地方，使拥有
神形象的人承担他在地上原本应有的角色。
我们只约略地点到六日创造与摩西时代以色列人的经历的几处关联。从这些例
子中看出摩西记述神用六日创造天地的目的，不只是记录创世之初一切事件的过
程。他采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六日创造为的是帮助他的以色列读者明白他们正在经
历的这些过程。神以他大能的作为创造自然，使宇宙从混乱归于安息。他也正在为
以色列人重新创造一个世界，把他们从埃及的混乱带进迦南的安息。
当这些忠心的以色列人听到摩西向他们述说创造的经过时会有什么反应，我们
只能凭着想象去推测。他们应该可以了解这一切眼前发生的事都不是出于偶然。神
正在世上运行，要救赎他们出埃及，带领他们进迦南，正如他起初所行，要在宇宙
中设立一个理想的秩序。以色列的救赎是一次重新的创造。他们必须跟随摩西去经
历这伟大的再造过程。
明白创世记 1：1 至 2：3 的原意以后，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主题：创造记事在
现今的应用。在应用此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严谨的遵循新约对这段经文的主题
进一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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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应用
新约的作者十分倚赖创世记一章为他们提供有关神创造世界的记事。他们对摩
西记载的可靠性深信不疑。然而，与此同为重要的是，新约作者对本课程所提出，
摩西写作的中心目的有更进一步的阐释。
正如摩西以创造作为以色列蒙救赎出埃及的原始典范，新约也把创世记 1：1
至 2：3 当作一个原始典范，来描述一次更伟大的救赎——在基督里的救赎。根据
新约的教导，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所见的一切拯救和审判的经历，都指向未来一
个伟大终级的日子。那时神要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带来拯救和审判。这个信念引导新
约的作者，在解释摩西的创造记事上，以基督作为特别的中心。以色列人透过创造
的亮光看他们出埃及，新约的作者也透过创造的亮光看基督。
每当我们探讨新约中有关基督救赎的教导时，必须常常记得，根据新约作者的
理解，基督并不是突然间把救赎一次就带进这世界。相反的，他们相信基督是以他
国度的三个彼此衔接的阶段带来伟大的救赎和审判。
首先，当基督第一次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作成极大的拯救他百姓的工作。我们
可以将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这一阶段称为国度的奠基。新约圣经把基督的出生、受
难、复活、升天，以及五旬节和使徒们主要的传道事工看为基督伟大救赎计划的开
始。
其次，新约作者们都明白基督的国度在他离地升天之后仍然在继续进行。在这
个阶段，神救赎的恩典透过福音的宣讲广传到全世界。整个教会的历史，从使徒以
后直到基督再来，构成了基督救赎计划的延续。
再其次，新约教导我们，救赎大工要在国度成全的时候达到完满的地步。当基
督在荣耀中再来的时候，他要得胜一切邪恶势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要复活，我
们也要与他一同掌权作王。救赎计划从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开始，今天仍然继续，
直到他再来的时候，一切大工就完全成就了。
要了解新约作者如何解释摩西的创造记事，这基督国度的三个阶段扮演了很重
要的角色。因此我们要分别来看每一个阶段。新约作者仿效摩西为以色列民的著
作，将创世记中的创造记事应用在基督救赎的三阶段：国度的奠基，延续、和成
全。让我们首先来看新约如何描写创世记第一章与国度的奠基之间的关系。

国度的奠基
新约如何透过创造记事的镜头来解释基督国度的奠基呢？新约有多处描写基督
第一次到世界上来的情形，就好像神在重新创造宇宙。先来思想约翰福音开始的几
节经文。约翰福音 1：1 至 3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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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
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约翰福音第 1
章 1-3 节）
注意，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我们都知道这是出自摩西写创世记 1：1 的
第一句话
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记第 1 章 1 节）
从一开始约翰就用创世记中创造记事的架构来引导他的读者。他接着说到基督就是
三位一体中创造万物的那一位。他是神的道，在创造时他的话一说出，世界就被造
成。
虽然这一节的开头很明显是出于创造的故事，但是继续往下读约翰福音第一
章，我们就发现约翰很巧妙地从创世记转接到另一组与创造记事平行的事件。听听
他在接下来的几节怎么说。约翰福音 1：4 至 5：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
光。（约翰福音第第 1 章 4-5 节）
在这里，约翰继续描述创世记一章的主题，特别强调这光是神在创造的第一天
就带进那黑暗混乱的世界里。约翰不单把耶稣比拟为创世记一章所说的光，他更进
一步指出基督的道成肉身，就像光照亮这个因罪而在黑暗里的世界。藉着从创造转
接到基督的来临。约翰向我们说明基督照亮罪恶黑暗的世界就是神运行除去了世界
的混乱，正如他在太初所行的。
类似的主题在哥林多后书 4:6。保罗解释这个荣耀的事工说：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
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哥林多后书第 4 章 6 节）
在这里，保罗直接引用创世记一章的话说：神“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首先，他
的重点是起初创造时光的出现，然后他把焦点转到一段与创造故事平行的重要经
文。当这神荣耀的光显明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的时候，神也使他的光照在我们心里。
基督国度的奠基就是基督的面显明在世上的时刻。因此，使徒认为对基督国度
的奠基最好是透过它与神原初创造工作的典范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神在起初吩咐光
照出来时所展现的荣耀，也同样在基督第一次来到这黑暗时代时显明了出来。
从这两段经文中，我们找到一个解释摩西创造记事的要素。基督的信徒们在创
世记第一章看到有一幅前瞻性的图画，描写神在基督第一次降世时所作的事，就是
国度的奠基。
很多时候，你我一样要面对那些跟随摩西的以色列人所遭遇的试探。神在基督
第一次降世的时候行过奇妙的大事，正如当初他在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所行
的。只是我们常常不能领会两千年前神在基督身上所成就的是何等伟大的工作。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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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类无知和自利的观点来看，基督的生平事迹毫不显眼。常被当成那个时代中
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轻易的忽略过去。如果我们也流于以这种心态看待基督，
我们真的必须好好回想新约中的观点。基督在世上的显现是神最后一次重造世界的
开始。是神要把世界从混乱黑暗的罪恶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工作。耶稣的第一次降
临是神救赎过程的开始；他要引导他的创造进入一个奇妙的，生命涌流不息的地
方，使他和他的形象永远居住在荣耀中。他是我们信心所倚赖的根基，也唯独他是
我们的根基。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过新约用创造的故事解释基督第一次降世的意义。
现在我们要看新约如何解释国度的延续，这段基督两次降临之间的时期，也是一个
重造的过程。

国度的延续
有一段很熟悉的经文描述这个观点。哥林多后书 5:17 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以过，都变成新的了。
（哥林多后书第 5 章 17 节）
英王钦定圣经译本将这节经文译成：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这
是一个不当的翻译，因为它无法表达保罗引述创世记一章创造记事的用意。kti,sij
这个希腊字应该译为创造(如许多现代英译本所译)，而非创造物 (那是另一个希腊
字)。事实上，这里可以翻译成有一次新创造。似乎在保罗的观念中，当一个人用
信心接受基督，他就成为一个新境界，新世界，或新创造的成员。
根据这个观点，我们看到在国度的延续期间，无论男女，当他们相信接受基督
的时候就经历了一次新创造，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从创世记的创造记事清楚的理解那
发生在每一位听见、相信并跟随基督的信徒身上的事。当我们成为神新创造的一部
分，我们也就开始享受神所造理想世界中一切奇妙的经历。
正因为这个原因，保罗又从另一个方面描述个人得救的经过与摩西创造记事的
关系。歌罗西书 3 章 9b 至 10 这样说：
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
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歌罗西书第 3 章 9-10 节）
在这段经文中，使徒用创世记一章的词句来描述发生在信徒身上的事。我们被更
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当然，保罗引述的是创世记 1：27。在那里摩西说神的理
想世界中，亚当和夏娃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在基督国度的延续这阶段中，我们
在不断地被更新。这过程是一生的工作，要使我们恢复当初我们的始祖满有神形象
的地位。
这两段经文(哥林多后书 5：17 和歌罗西书 3：10) 说明新约以摩西的创造记事
为标准来解释国度的奠基和延续这两个阶段基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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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约作者也把摩西创造故事的主题应用在最后一个阶段。他们看基督的
第一次降临是新创造的开始，国度的延续是信徒个人享受生命中新创造的影响的一
段时期。最后，他们也把创造的主题应用在基督工作的最后一个阶段——国度的成
全。

国度的成全
在新约圣经中至少有两段突出的相关经文。第一段在希伯来书 4：4 至 11，用
摩西创造记事的词句描述基督的再来。
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这
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
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样。所以我们务必
竭力进入那安息。（希伯来书第 4 章 4-11 节）
正如摩西用神在《创世纪》二章的安息日，来激励以色列进入迦南—安息地，希伯
来的作者看到神的安息日，正是当基督再来时，我们将经历那终极救赎的理想境
界。神起初就理想的命定世界的秩序、并进入安息的喜悦，以同样的方式，当基督
荣耀再来时，祂必将命定的世界秩序、并把最终安息的喜乐带给他的子民。当我们
渴望那日时，这里告诉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进入那基督再来时临到的安息。
最后，有一段很伟大的经文用摩西的创造记事确认基督的再来，就是启示录
21：1。听听约翰如何将创造的主题应用在基督的再来。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
了。（启示录第 21 章 1 节）
约翰说到“一个新天新地”。这个词就是回应创世记 1：1 说的神创造天地。并
且约翰说在这个新世界海也不再有了。我们回想神在创世记 1：9 界定海水的领
域，使它不得越过所定的疆界，好叫旱地成为人类安居的所在。当基督再来以后，
这个新天地中咸海水被完全从地上除去，取而代之的是供应生命的活水。基督的工
作与创世记一章中的六日创造相似，但是在基督里，神更进一步把理想的秩序带到
最终的成全。整个宇宙被重造成为一个新天新地，一个神要与他百姓一同享受的新
世界。
很可惜，基督徒常常使他们永恒的盼望与创造脱节。我们以为永恒是一个属灵
世界的天堂。但是新约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最终的结局是回到神在创造第七天所
命定的安息。我们的永生是在新天新地中。这是摩西时代以色列人的盼望，也是我
们今天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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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遵循新约的教导，就不该把创世记第一章仅仅当作一些远古事件的记
录来研读，更应该看它是一幅图画，用来描绘神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所作现今仍然
在我们的生活中运行，并且在将来有一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必定要成全的工作。
在基督国度的三个阶段中，神在世界上和我们的生命中运行，对抗因罪恶和死
亡所带来的混乱。在国度的奠基、延续和成全的过程中引导世界走向它理想的结局
——就是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一个奇妙的新创造。

总结
在这个课程中，我们探讨了四个主要的观念：创世记 1 至 11 章全面的目的，
创世记 1：1 至 2：3 的结构与原意；以及新约如何把创造记事的主题应用在基督和
我们的生活上。透过这样的探讨显明出这许多摩西的创造记事与今日的关联，确实
令人惊讶不已。
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需要明白如何将摩西写作创世记原本的目的，应用在我
们基督徒的生活上。就像当初听到创世记头几章经文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这在罪
恶世界中跟随基督的人也常有灰心失望的时候。然而摩西勉励他的读者，要他们相
信自己正面向神的理想世界前行，我们这些行走在神奇妙道路上的人也应该受到激
励，知道这道路要引导我们前往在基督里的理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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