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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创造
创世记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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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起初

我们应该知道，上帝一直存在。圣经这么说：“从亘古到永远，

袮是上帝。”1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是没有上帝的。

但是，你知道吗？以前却有一个时候，没有这个世界。那时，还
没有我们这个美妙的世界呢，圣经这么说。那时候，我们现在的世界
所在的地方，什么都没有，是空的。

可是有一天，哦，对了，我不能说“有一天”，因为那个时候还
没有“天”的概念呢。好，那时候，糟了，这个我也不能说，那时候
也没有“时间”！只有永恒，只有永永远远！而在永恒中，上帝已经
计划好了祂要做的事情。那么，上帝要做什么呢？这可就说来话长
了。

让我们翻开圣经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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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圣经这么说。

上帝创造了天，就是太阳、月亮和星星，还创造了地，就是我们
居住的地球。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

上帝刚刚创造的地球，不是一个马上可以让人居住的地方。那时
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树，没有其他任何植物，没有鱼，没有鸟，也
没有其他任何动物。而且，地球连个形状都没有。除了水和黑暗以
外，什么都没有。深渊的水上是一片黑暗，上帝的灵就在水面上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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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是黑暗。

然后，上帝用了六天的时间，把黑暗的深渊和水变成了一个美丽
的世界。上帝是一天一天，用祂说的话把这个世界造成的！是的，是
上帝的话语。上帝是全能的，祂只用说，一天接着一天，我们的美好
世界就这么造成了!

第一天

第一天，上帝说：“要有光。”2于是，就有了光。

上帝看光是好的。要是没有光，就没有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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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耀了一阵子之后，黑暗就又回来了。

上帝把光叫作“白天”，把黑暗叫作“夜晚”。这是第一天。

第二天

那时，到处都是水和雾汽，水在下面，雾汽在水面上。当然了，
人们不能住在一个到处都是雾汽的世界，这样根本不能呼吸，也看不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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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上帝又发出命令说：“要有天空。”水汽就升到天空聚集
成云朵。

现在，有了天空，上面是水蒸汽，下面是水，中间是空气。这
样，人住在这里就可以看见，也可以正常呼吸了。

光和黑暗再次交替，这是第二天。

第三天

下面的水就好像一个浩瀚的海洋，上帝需要陆地，于是祂就
说：“水要聚集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海底就打开了，水流到更
深的地方。这样，旱地就显露出来，有岩石、土地和最上面肥沃的土
壤。上帝把水叫作“海洋”，把旱地叫作“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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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看着棕色的土地，就说：“地上要长出植物和果树。”于
是，地面上就像铺了一层树和其他植物做的绿色地毯。每种植物或者
树木都会有自己的种子，这样年复一年，就会有新生的植物和树木长
出来。到了这一天，就有了可以作我们食物，和让我们享受的果树和
其他的植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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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草和庄稼，庄稼有小麦、大麦、玉米麦、大米和黑麦。

我们还有水果，红色的苹果和黄色的梨、橙和柠檬、樱桃和桃
子、李子和葡萄、香蕉和红石榴、无花果和枣、小红莓和草莓，还有
菠萝……

我们还有蔬菜，生菜和白菜、西兰花和胡萝卜、番茄和辣椒、洋
葱和大蒜、红薯和土豆，香菜和小葱，我好喜欢这些蔬菜！

哦，还有，我们还有花，红色的、黄色的、粉色的和紫色的。所
有的花都完美无缺，有的闻起来也那么香。你可以闻到铃兰和薰衣草
的香味！还有黄水仙、紫色的勿忘我和粉红色的牵牛花，上帝在地上
放满了美丽芬芳的花花草草。这一切就像天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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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难道不喜欢市场和超市里面那些好吃的水果和食物吗？我就喜
欢！下次你再看到这些水果和食物的时候，就要对自己说：“这是上
帝在创造世界的第三天，所创造的。”

上帝喜欢自己所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完美的。不过，那时还没
有人，没有人看到这一切来赞美上帝。

等等，有天使看着呢，你听！

天使们在歌唱、在欢呼！3如果你能听见，那音乐真是太美妙
了！

圣经上说，天堂里的每一位都在赞美上帝奇妙的创造。这就是他
们唱的歌：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祢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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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创造了万物……4

你不认为每个地上的人也应该唱这首歌吗？我们当然应该！

所以让我们每天都对上帝说：“感谢祢上帝，感谢祢赐给我们祢
所创造的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都是那么好看、好吃！”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1章1-13节

1诗篇：90章2节
2详见尾注
3约伯记：38章7节
4启示录：4章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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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上帝是怎么创造世界的？

2 上帝把什么放在棕色的土地上？

3 为什么天使说上帝配得一切的荣耀和颂赞？

4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上帝是什么样的？

5 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生活的方式和我们所说的话归荣耀给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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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太阳、月亮和星星

第四天

在上帝创造世界的第四天，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于是，
就有了太阳、月亮和星星。

上帝的每一样创造都是有用处的。祂造了白天的太阳和晚上的月
亮，让它们的光照在地上。祂让太阳在白天照耀大地，植物就可以生
长。月亮在晚上发光，晚上在陆地和海上旅行的人也有光指引方向。
而且，上帝造的太阳和月亮也让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来计算年日，让我
们知道今天是哪一天、哪个月和哪一年。

我们现在不就是靠着地球、月亮和太阳的运行来计算时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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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一天？就是地球自转一圈的时间。

什么是一个月？大概是月亮围绕地球转一圈的时间。

什么是一年呢？就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圈的时间。

所以，太阳、月亮和地球的运转，告诉我们今天是星期几？是几
月？是哪一年？

太阳和月亮还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季节，是春天、夏天、秋天还
是冬天，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栽种了，什么时候可以收获了。还
有，什么时候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和基督徒的复活节。

啊！太阳和月亮可帮了我们大忙了，它们让我们可以计算时间和
年日。但是，星星呢？嗯，我是在说其他的星星。因为你知道，太阳
本身也是一颗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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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其实是一颗很小的恒星，但是它照在地球上的光，比所有其
他巨大的恒星照在地球上的光的总和还要多。你肯定知道，那是因为
太阳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其他恒星都太遥远太遥远了，不能给我们
足够的光和热。

可那些其他星星呢？它们有没有帮助我们呢？有的，它们可以让
我们辨别方向，让我们保持微笑，并且在困难的时候信靠上帝。

你有没有曾经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感到沮丧呢？有的时候独自流
泪，感到没有人在意我。

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犹太人就有这样的感受。那个时候，从巴
比伦来的军队一路冲杀，冲破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大门。这些士兵命令
犹太人离开自己的家乡，要走一千多公里，去到巴比伦。因为他们是
巴比伦的战俘，所以要到巴比伦做苦工，就是小孩子也都一样。犹太
人的母亲们和孩子们都哭个不停，他们不能回到自己的老家，耶路撒
冷。

几十年以后，上帝要犹太人的先知传消息给被掳的犹太人。先知
说：“我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上帝我们的主，要带我们回到耶路撒
冷老家去。”

“不，”那些犹太人摇着头说，“我们不相信你。上帝不再管我
们了，上帝把我们给忘了。”

“不对，”先知就说，“上帝没有忘记你们，上帝不会忘记任何
人。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就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吧。”

现在让我问你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曾经仰望夜空，想数数看到底
有多少星星呢？在古代，研究星星的人，曾经在晴朗的夜空数到过五
千多颗星星呢。不过，我可是从来没有试过，你试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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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百年前，有一个叫做伽利略的年轻人，他做了一台望远镜。
他用自己做的望远镜观察夜空的时候，他被所看到的繁星惊呆了。

不过，伽利略还不能看到所有的星星，他的望远镜的功能还不够

强大。圣经说，天上的星星和海边的沙粒一样多。1你想一下，要去
数全世界的海滩上所有的沙粒，你准会说这不可能。你说的没错！

天文学家估计，在我们已知的宇宙中，大约有一千万兆颗恒星！
你能想象这个数字有多大吗？我没办法想象。天文学家还说，如果你
以每秒钟数二十颗恒星的速度来数这么多的星星，那么，你要用一百
万兆年的时间，才能够数完天上我们已经知道的星星。你想想，这数
目有多大！

而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先知，对那些完全绝望
的犹太人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上帝我们的主，很快要带我们回到
耶路撒冷老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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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那些犹太人摇着头说，“我们不相信你。上帝不再管我
们了，上帝把我们忘了。”

“不对，”先知就说，“上帝没有忘记你们，上帝不会忘记任何
人。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就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吧。”是的，上帝
创造了天上每一颗星星，祂为每一颗星星都取了名字，那是一千万兆
个名字啊！当上帝派出它们的时候，祂就按着名字喊它们出来。因为
祂的全能的，上帝从来不忘记任何一颗星星，祂一颗也不会忘记！”

现在，让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上帝连每一颗星星都可以记
得，那么，难道祂不会记得我们每一个人吗？当然了，祂会记得每一
个人，祂会记得你，祂知道你的名字，而且祂在意你。这真是太好
了！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1章14-19节

1创世记：22章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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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上帝造太阳和月亮有什么目的？

2 星星太多无法数算，上帝用什么和星星的数目相比？

3 太阳、月亮和星星怎样改善我们的生活？

4 如果上帝能叫出每个星星的名字，祂必定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什
么呢？

5 上帝展现出从混乱中创造秩序和美丽的能力，这告诉我们上帝
有什么样的能力在我们生活中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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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动物们

第五天

在上帝创造世界的第五天，上帝创造了一种新的生物，就是动
物。上帝“创造”的意思是：上帝造出了一种全新的东西，一种从来
没有存在过的东西。上帝创造了水里的鱼和空中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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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说：“水中要充满各样的生物！”

上帝创造了各种颜色、形状和大小的鱼，从很小的沙丁鱼到巨大
的鲨鱼和鲸鱼。科学家曾经在地中海，拍到了一头抹香鲸吞下三米长
的鲨鱼的镜头，所以我们真是可以把抹香鲸称为海怪了。

在第五天，上帝还说：“天空中要充满飞鸟！”在圣经里记载了
几种鸟的名字： 斑鸠、鸽子、鹧鸪、白鹤、孔雀、鹰、乌鸦、猫头
鹰、鸡、鹌鹑和麻雀。其实，上帝还造了好多好多其他种类的鸟。我
们不知道总共有多少种，我只知道，在我居住的加拿大这个国家的东
部，就有三百五十多种鸟。科学家说，现在已经知道的鸟类有九千多
种。

我很喜欢鸟。我喜欢在我家后院和后面的树林里去观察鸟，我把
我的望远镜放在窗台上，用它来看鸟。年复一年，鸟儿们在树上、灌
木丛里筑巢。就在我们餐厅窗户外，知更雀们在灌木丛中孵蛋、抚养
后代。

鸽子就在我的后院教它们的小宝宝飞翔。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我
在花园里的林荫道散步。突然，一只愤怒的鸽子妈妈冲到我的面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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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不止，可把我给吓了一大跳!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我离鸽子妈
妈的小宝宝们太近了，就在林荫道尽头的灌木丛中有两个小鸽子宝
宝。我要是早知道鸽子宝宝们在那里，就肯定不会让鸽子妈妈这么着
急了。那个可怜鸽子妈妈，就是自己牺牲生命也要保护小宝宝，妈妈
都是这样。

在我去旅行的时候，也会带着望远镜来观察鸟。我对上帝造的鸟
类充满好奇，我看到过粉红色的火烈鸟、大鹰、鹈鹕和鸵鸟。有的时
候，我还看到蜂鸟落在晾衣绳上，它们只有蜻蜓那么大。

主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这么说：“若是你们的天父不许，一个麻

雀也不能掉在地上；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1

上帝看顾每一只鸟，所以上帝也在看顾着你！

第六天

在第六天，上帝造了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上帝说：“地上要生
出各种动物来，有大有小，有野兽也有牲畜。”上帝说了，这些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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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现了。

那时，它们都有美丽的皮毛和样子，眼睛里没有恐惧，只有信
任。它们都吃植物，狮子和公牛一起吃草，狼与羔羊同卧，还有长颈
鹿和斑马、猎豹和羚羊、猴子和豪猪、狐狸和兔子、狗熊和大象。当
然，圣经没有把所有动物的名字都写出来，我现在只是想到了这些。
不过，无论在第六天上帝创造了多少动物，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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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们那时都是好朋友。

甚至，连小老鼠都不会害怕。

我曾经去过非洲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我看见那里所有的动物
都胆战心惊的，他们互相惧怕，当然他们也怕我们。我看到一群狮子
正在吃一只美丽的长颈鹿，而一群秃鹫就在树上等着狮子吃剩下来的
骨头。不过，在上帝创世的第六天可不是这样，动物们都在一起吃
草、谷物和水果。他们不会互相吞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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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创造了好多种动物！无论是小小的蚂蚁、驯良的绵羊、高高
的长颈鹿、还是好大好大的大象，上帝都喜悦它们！上帝说自己所造
的一切都是“好的”！上帝给每一种动物都安排了一个位置和任务。
在那个时候，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完美的！

不过，祂的杰作还没有出现呢！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1章20-25节

1马太福音：10章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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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关于一只小麻雀，耶稣讲了什么？

2 动物那个时候吃什么？

3 上帝怎么说祂所创造的一切？

4 你最喜欢上帝造的什么动物？为什么？

5 如果世界没有恐惧，就像这个故事中的动物们一样，你今天的
生活会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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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类：受造物的管理者

第六天（续）

在上帝创造世界的第六天，上帝创造了祂的杰作：人类。上帝在
前五天，已经给人类预备好了居住的家园。可是还没有人，上帝在第
六天就造了人类。

你已经知道“创造”的意思了吧，上帝造了一样绝对与众不同、
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事物，是只有上帝能够做得到的。

“上帝造男造女。”圣经说。

上帝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的，祂把人造的跟自己一样，来彰显
上帝的品格和管理上帝所造的一切。

在创造人类之前，上帝说:“让我们照着我们的样子创造人类，
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地上管理所造的一切：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
上的野兽、牲畜，以及地上爬行的生物。”

当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上帝告诉人类如何来管理祂的受造
物。“你们必须按照我的计划，”上帝说。“你们要遵守我的三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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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这是，”上帝说，“我的第一个命令：你们必须结婚生
子。”祂祝福了第一个男人和女人，这样他们就可以生儿育女。“生
养众多，遍满地面。”上帝说。从那之后的几千年，男人和女人就结
婚成家。到了今天，全世界已经有了超过七十亿的人口。这是上帝的
计划。

“这是，”上帝说，“我的第二个命令：你们要治理这地。你们
必须去发现开发我放在这地上所有的宝物，并且使用这些资源。”

上帝这话也是对我们说的，“治理这地！”陆地的土壤是绝妙的
东西，里面有丰富的矿物质和肥料，可以让植物生长，并且结出美好
的果实。如果我们有个院子，我们就要按照上帝的命令，“治理好这
院子”。要去松土，让空气和水分进入土里。我们要种下良种、灌
溉、除草、修剪树枝，然后我们才能享受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如果你是一个农夫，那么我们就要按照上帝所说的，“治理好农
场”。让农场出产好粮食，还要喂养牲畜，让母牛产出最好的牛奶，
让母鸡生出最好的鸡蛋。

在加拿大这个国家，农夫们生产出成千吨的谷物：大麦、小麦和
玉米。在收获的季节，你可以走上一整天，放眼望去都是成熟的庄稼
闪着金色的光。这个景象真的太美妙了！农夫们种了那么多的大麦、
小麦和玉米，他们把多出来的送到那些缺乏的国家。

另外，陆地上土壤的里面有的是好东西。在土壤下面，在粘土和
大小岩石中和海底，还有很多钻石和宝石、金矿和银矿、铁矿和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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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油和天然气，在等着人们的发现。上帝所造的这一切，就是等
着我们来开发、使用的宝库。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祂把各种各样的好东西都赐给我们使
用。但是，上帝的礼物并不像圣诞礼物那样，是包装好了给我们的。
我们必须努力工作，开发这些宝藏，并且分享上帝所赐的财富。

“这是，”上帝说，“我的第三个命令：照管我所造的生物，为
了你们的好处使用它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动
物。”“管理它们”的意思就是，按照上帝的计划去照顾它们。

但是，我们必须要做自己的本分：照顾上帝的创造物。在苏格兰
这个国家，有一个科学家被授予一个了不起的奖：诺贝尔和平奖，因
为他致力于帮助世界上饥饿的儿童。他的一项工作是这样的，他对农
夫们说：“要好好喂养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的母牛吃肥美的草料，吃
那些生长在有好矿物质的土壤里的草料。这样母牛就会产出更多更好
的牛奶，牛奶对孩子们的成长是有好处的。”如果要动物按照上帝的
计划来帮助人类，我们就必须要保护它们、照顾它们。

你喜欢动物吗？你有没有试过做一个清单，列出动物对我们人类
的好处和帮助呢？狗就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狗可以保护我们的家
园，它们有灵敏的耳朵，还有灵敏的嗅觉，它们可以又叫又咬地把窃
贼赶走。狗还可以给失明人士引路，它们可以领着失明的孩子去学
校，还可以带着成年的失明人士去上班、去商店买东西，在礼拜天，
还可以带着他们到教会去。狗还可以闻出毒品，帮助警察抓住罪犯。
狗也可以带着母牛去到棚里挤奶，还可以在山地赶回走散的羊群。还
有啊，当然了，狗还是我们的好朋友，尤其是那些孤独的人，狗是他
们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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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上帝所造的生物吧！马和骆驼，山羊和绵羊，蜜蜂和鸟，这
些生活在陆地、海洋和空中的生物，上帝创造它们都是有目的的！而
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按照上帝的意思管理好祂所创造的万物，这样才
能物尽其责，实现上帝造它们的目的。

上帝第六天的创造结束了，上帝还做了两件事。祂给他所造的生
物，就是人类和动物，提供了丰盛的食物。接下来，上帝欣赏自己所
造的。

“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圣经上说，“看呐，一切都甚
好！”上帝非常高兴！祂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并且赐给他们
才能来照管祂那些完美的受造物。

上帝在六天里创造了所有的一切。在第七天，上帝休息了。上帝
并不是累了，而是祂的创造工作结束了，上帝因此大大的欢喜！上帝
把第七天分别出来作为一个圣日，让人们来庆祝和纪念上帝的伟大和
美好，因为上帝是天地的创造者。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12章6节-2章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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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创造”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2 上帝给了人什么能力是动物没有的？

3 “治理这地”是什么意思？

4 在这个故事里，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好地治理这地？

5 因为人们没有遵守治理地球并分享资源的命令，你的社区面临
一些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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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和夏娃的故事
创世记 2: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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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一个男人和女人

亚当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男人，夏娃是第一个女人。上帝是怎么
创造他们的呢？

上帝像艺术家一样，非常仔细地创造了亚当的身体。难怪圣经这
么说：我们的身体被奇妙地创造，是上帝精心的设计！ 

圣经说，上帝用“地上的泥土”来造亚当的身体。这并不是说，
上帝像孩子拿橡皮泥捏小人那样，拿起一块泥土来做亚当的身体。圣
经沒有告诉我们上帝是怎么创造亚当的身体的。上帝用祂的话语创造
了世界，上帝是全能的！圣经的意思是说，上帝用土壤里面的矿物质
和化学元素创造了亚当的身体。

你知道吗？在你的身体里有和土地上一样的化学元素。土壤里有
钙，人的身体里面也有钙，钙可以让你有强壮的骨骼和牙齿。除此以
外，我们的身体中还有十五种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和土壤里面的矿物
质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每天吃喝的食物里面也都有矿物质。我们喝的牛奶里
面就有土壤里的矿物质。如果早餐吃的是麦片，那么在麦片的包装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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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标明了麦片里面所有的矿物质。在午餐吃的面包包装纸上，也
标明面包里面所含有矿物质的名字，有钙、铁、磷和镁！

当上帝创造亚当的身体的时候，上帝把生命的气息吹到亚当的鼻
孔里。亚当就活了，睁开眼睛站起来了。

现在，亚当就是一个有生命的被造物了。他有着和动物一样的物
质生命，不过，还不止这些。上帝给了亚当动物所没有的，上帝把生
命的气息吹进了亚当里面，亚当就有了灵魂，永恒的灵魂。亚当是完
美的！

不过，亚当要住在哪呢？

上帝为亚当已经准备了一个地方。上帝造了一个园子，叫伊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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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是“快乐的花园”。上帝在花园里种了各种美丽的树，树上结着
诱人的果子。在园子中间，有两棵特别的树：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
园子被从伊甸流出的一条河滋润着。

上帝让亚当照看这个园子，亚当很忙。在他播种之前得先预备土
地，而在开始准备土地之前，他还得先制造工具。

上帝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
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上帝使亚当成为各种鸟兽的统管。上帝把祂所造的飞鸟和走兽都
一一带到亚当面前，让亚当给它们起名字。可是，亚当没有找到一个
合适的帮手，他需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帮手。

在伊甸园中所有的动物都是成双成对的，狮子先生有狮子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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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也一样，乌鸦先生有乌鸦太太。

小动物们也是，青蛙先生有青蛙太太。

上帝所造的动物都有和自己一样的搭档，但是，亚当却沒有一个
帮手。

于是，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适合他的帮
手。”

这样，上帝就造了第一个女人。上帝让亚当沉沉地睡着了，就从
他身体的里取出一根肋骨，然后又把他的身体合上。接着，上帝就用
亚当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

当亚当醒过来，上帝把女人带到他的面前，亚当好开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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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对女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叫她为女
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她是我的一部分，我们彼此相
属！”

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
面。”这是上帝的计划。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男人和女人都会结婚。上帝把男人和女人结
合在一起成为丈夫和妻子，建立家庭。让他们像同一个人一样生活在
一起，有相同的心意和目标。

亚当和夏娃那时没有穿衣服，因为完全没有必要。除了天气夠暖
和以外，他们的身体是完美的，他们的心灵也是完全纯洁的。

上帝经常来这美丽的园子里探望亚当和夏娃，告诉他们应该知道
的事情。他们也非常期待上帝的到来。他们在园子里生活，没有挂
虑，只有相互的爱，和上帝的爱。亚当和夏娃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幸
福的新婚夫妇。

但是有人很生气，他在四处游荡的时候，发现了上帝创造的这个
世界。于是，他就咬牙切齿地准备去见这对新婚夫妇。

亚当和夏娃一点也不了解他，他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不过，
他已经在去找这对新婚夫妇的路上了。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2章4-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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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上帝怎么造亚当的？用什么造的？

2 为什么上帝要造夏娃？

3 亚当在园子里有什么任务？

4 这个故事教我们婚姻的目的是什么？

5 亚当和夏娃与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和我们今天有什么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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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仇敌

有一位客人正在路上，要来拜访住在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这对夫
妇。上帝是这对夫妇的好朋友，经常会来看望他们。但是现在，那个
不一样的客人要来拜访他们。在这个客人到达之前，让我先介绍一下
他。

上帝创造了很多天使，天使的首领叫天使长。但是有些天使背叛
了上帝，于是他们被赶出了天堂。这些背叛的天使就变成了恶魔，而
他们的首领就叫撒旦，或者叫魔鬼。

撒旦是上帝最大的仇敌，他是所有罪恶的父。撒旦在游荡的时
候，看到了上帝刚刚造的这个新世界，还有我们的地球。

“这是上帝造的！”撒旦说。“我恨上帝！我恨祂！我要毁了祂
造的这个世界，我要毁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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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撒旦到了伊甸园，但是亚当和夏娃还看不到他。撒旦不想
被发现，于是他把自己藏到一条蛇里，蛇比其他野兽更狡猾。撒旦从
蛇的身体里面对夏娃说话。

蛇用轻松而迷人的口气跟夏娃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
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不是的，”夏娃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
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
们死。’”

“不，你们不一定死，”那蛇说，“上帝知道你们吃了那树上的
果子，眼睛就会明亮了，你们就会和上帝一样聪明了，你们就自由
了。上帝可不想你们那样，因为祂不想要有对手。祂不想让你们知道
祂知道的事，祂不想给你们最好的。祂只想控制你们，要你们一切都
得依靠祂，一切都听祂的。可是，如果你们吃了那树上的果子，你们
就像上帝一样，可以自己知道对错了。然后，你们就可以自己决定什
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们就完全不用依靠上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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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想让夏娃往坏处想上帝。

上帝指定亚当做带领者，夏娃是他的帮手。当时，上帝警告的是
亚当，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
死。”本来，亚当马上就应该出面斥责撒旦。他应该对撒旦这样
说：“不要试图破坏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上帝把我们照顾的非常好！
你走开！”但是，亚当并没有这么做。

那么，夏娃本来应该怎么做呢？亚当和夏娃已经结婚了，上帝也
选亚当作这个家庭的头，你不觉得她应该和丈夫商量一下这件事吗？
但是事实是，夏娃什么也没有跟亚当说，就独自行事了。她想要完全
独立，不再听上帝的话。

夏娃望着那棵树和树上美丽的果实。她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要
吃，因为上帝已经说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所以
她一直听上帝的话，连看都没有想看它。但是现在，她走到树前，她
觉得这个果子很漂亮，而且又听说，吃了以后可以让她变得像上帝一
样，就再也不需要听上帝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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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望着那美味多汁的果子挂在那里，好像就等着她去采摘。

蛇也看着夏娃呐！当夏娃的伸手去触摸那果子，并且摘下来吃的
时候，撒旦简直要乐疯了。

这个时候，夏娃转向她的丈夫说：“亚当，尝尝这美味的果子
吧。”亚当也就吃了。

45



撒旦心中洋洋得意地想：“哈，我成功了！上帝造的男人和女人
背叛了祂。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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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和夏娃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果子，那么上帝会怎么说呢？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3章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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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谁是上帝最大的敌人？牠想做什么？

2 亚当和夏娃不应该吃的那一棵树的名字是什么？

3 蛇告诉夏娃什么？

4 夏娃希望吃了果子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怎么做同样的事
情的？

5 这是罪第一次进入世界的故事，今天你身边罪有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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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惩罚和应许

撒旦在园子里诱惑亚当和夏娃。亚当和夏娃上当了，他们听信了
撒旦的谎言。

撒旦曾经对他们这么说：“上帝知道你们吃了那树上的果子，眼
睛就会明亮了，你们就会和上帝一样聪明了，你们就自由了。”

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以后，上帝的警告成了事实。上帝曾经这么
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
死。”亚当和夏娃吃了那果子，他们就死了。是的，他们死了。

虽然他们的身体还和以前一样活着，但是，他们和以前不一样
了。当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的时候，罪就进到了他们的心里。因为
罪，他们与上帝隔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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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亚当和夏娃为自己赤身露体而感到难为情了，他们想要遮
盖自己的身体不让对方看到。他们的心中有了罪，赤裸的身体让他们
感到羞愧和内疚。撒旦在树丛里穿梭，观察着亚当和夏娃。

亚当和夏娃变得很害怕他们最好的朋友，上帝。上帝每天来拜访
他们的时刻又到了，亚当和夏娃慌乱地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成裙子，
来遮盖身体，他们不再认为身体是上帝的杰作了。

哦，他们好想像撒旦曾经说的那样有智慧，好想自由地管理自己
的生活。现在，他们好像是自由了，可是他们并不享受这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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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起了凉风，他们听见耶和华上帝在园子里行走的声音，他们不
敢去迎接祂。以前，他们总是盼着上帝的到来，但是现在不是了。

耶和华上帝呼唤着:“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其实，上帝当
然知道他在哪里。

亚当和夏娃悄悄地从林子里走了出来，身上穿着他们用无花果树
叶做的裙子。

亚当说：“哦，耶和华上帝啊，我们听见你来了，就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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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为什么要穿着那些东西？”上帝问他们说。

“因为我们赤身露体，我们不想让你看见我们的样子。”

“谁告诉你们赤身露体呢？难道你们吃了我吩咐你们不可吃的那
树上的果子吗？”

亚当说：“是的，我吃了。不过那不是我的错，是你赐给我，那
个做我妻子的女人，是她给了我那个果子，我就吃了。”

耶和华上帝对那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啊，这太糟糕了！”

夏娃说：“是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耶和华上帝对蛇说：“你既然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

野兽、牲畜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1

蛇有一天将会被彻底地摧毁。

上帝还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
后裔也彼此为仇。”

蛇的后裔就是指那些撒旦的追随者。女人的后裔就是上帝将来要
差派来的，那一位由童贞女所生的救主。

上帝继续对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
跟。”

蛇要伤救主的脚跟，虽然伤害他，但是不能杀死他。而救主就要
打碎蛇的头，并且杀死它。

亚当和夏娃听到了上帝对蛇所说的一切。当然，他们不知道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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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谁，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就是：

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生在伯利恒的耶稣。2

耶稣生活在地上的时候，一次次地击败撒旦。当耶稣死在十字架

上并且复活的时候，耶稣胜过了魔鬼。3 对于信靠耶稣的人，耶稣已

经打破了魔鬼在他们身上的权势。4魔鬼在这个世界上虽然还掌权，
但是那只是一个有限的时间。圣经说：“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

除灭魔鬼的作为。”5圣经还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祂就会彻底

摧毁撒旦。那时，撒旦将被丢入火湖。6那就是撒旦最终的惩罚。

而女人，就是夏娃，也要因为违背神的话而受到惩罚。上帝对她
说：“我要多多增加你怀胎生产的痛苦。你会想要控制你丈夫，但你

的丈夫必管辖你。”7

因为夏娃听从了撒旦的话，她作为母亲的幸福将被怀孕生产的痛
苦而破坏，而她作为妻子的幸福也会被破坏。她和亚当不能再和睦相
处。他们会争吵，因为罪已经进入了她的心里。夏娃想要控制她的丈
夫，对丈夫发号施令。她的丈夫可不会喜欢这样，她丈夫会辖制她。

而亚当也会受到惩罚。上帝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
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因为你不再信任我，地必为你的缘故
受咒诅。地必长出荆棘和蒺藜，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
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变老死去。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当你的

身体被埋葬，就会变成地上的尘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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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原本并没有计划让人类像我们现在这样死去。圣经说：“死

因一人而来。”9那就是因为亚当犯了罪。10

亚当和夏娃背离了上帝，因此一切都被毁了。上帝原本创造的是
一个完美的世界，但是现在，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荆棘和蒺藜、痛苦和
战争、恐惧和死亡。圣经说，自从罪进入了世界，上帝所有的受造之

物都一起劳苦叹息。11

但是，上帝没有因此就彻底抛弃亚当和夏娃。尽管他们现在已经
是罪人了，住在一个受咒诅的世界里，亚当知道他在地上的生命还会
继续下去。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意思是“众生之母”，就是
这个地球上所有人的母亲。

耶和华对亚当和夏娃还是很有慈爱的，祂用皮子代替无花果树叶
子给亚当和夏娃做了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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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帝很伤心。

当亚当信靠上帝的时候，他只知道美丽与良善。但是他们听从了
撒旦，罪就因此进入了他们的内心。

上帝只有伤心地把这一对心中充满内疚的夫妻赶出了伊甸园，让
他们在外面艰苦的世界里劳苦做工。但是上帝仍然爱着亚当和夏娃，
上帝也仍然照看着他们，不让他们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他们已经
有了罪，如果他们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就要永远活在罪所帶来的
痛苦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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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想这件事情发生，于是，上帝派了两个基路伯，就是两位
天使，拿着转动发出火焰的剑，把守着去到生命树的道路。

亚当和夏娃的结局真的令人伤心，他们把一切都毁了。那么，这
个故事最后会是怎么样的结局呢？

结局将是绝妙无比的！上帝将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完
美的世界。那里再没有罪和痛苦，在那里有主耶稣永远做王。所以，
请你不要走开，让我把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故事讲给你听。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3章7-24节

1创世记：3章14节
2加拉太书：4章4节
3约翰福音：12章31节
4约翰一书：4章4节
5约翰一书：3章8节
6启示录：20章10节
7创世记：3章16节
8创世记：3章17-19节
9哥林多前书：15章21节
10罗马书：5章12节
11罗马书：8章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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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当亚当和夏娃吃了果子，什么被破坏了？

2 上帝应许谁会来，有一天会永远毁灭蛇和牠的后裔？

3 因为亚当和夏娃不遵行上帝的命令，对他们的惩罚是什么？

4 亚当和夏娃离开后，为什么上帝封住了回园子的路？如果他们
留在园子里会怎么样？

5 即使我们有罪并且反抗上帝，上帝依然是如何照顾我们，向我
们显出祂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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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儿子
创世记 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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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该隐与亚伯

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所以上帝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
但是上帝还是祝福他们，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儿子，他们就给这个孩子
起名叫该隐。该隐是世界上第一个小婴孩，夏娃非常兴奋。“看
啊，”她对亚当说，“上帝让我们有孩子了，我生了一个男孩！”

或许夏娃以为，这孩子就是那个应许的会摧毁撒旦的救主。如果
夏娃是这么想的，那她就错了。救主只有在上帝认定的正确时间才会
降生，在那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

后来，上帝又赐给亚当和夏娃一个小男孩，他们就给这个孩子起
名叫亚伯。当然，亚当和夏娃后来还有其他的孩子，不过这两个男孩
是他们最大的两个孩子。

该隐和亚伯长大了。该隐成为了一个农夫，耕种庄稼。亚伯成为
一个牧羊人，牧放羊群。

有一天，该隐和亚伯带来了给上帝的供物。该隐带了自己地里出
产的东西，玉米、蔬菜，亚伯带来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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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沒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很
生气。

“该隐，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闷闷不乐呢？”上帝问
他，“如果你做得对，我自然会悦纳。但如果你做的不好，那你就要
小心了。罪像野兽待在门口，随时准备攻击你。罪要控制你，但你必
须要制服它。”

上帝像慈爱的父亲一样对该隐说话，希望该隐悔改，这样上帝就
可以接受他了。

为什么上帝不接受该隐和他的供物呢？是该隐献上的供物不对
吗？不是的，该隐献上了玉米和蔬菜，这并没有错。那是什么地方出
了问题呢？是该隐的内心。该隐的心里充满了嫉妒和仇恨。

该隐恨他的弟兄亚伯，圣经告诉了我们原因。1

上帝没有悦纳该隐的供物，该隐就把对上帝的怒气转到了亚伯的
身上。该隐因为上帝悦纳了亚伯的供物而恨亚伯，他没有因为亚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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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好，而为亚伯高兴。

也许你会说：“真的很难想象，有人会因为兄弟做得好而恨
他。”

是啊，心中充满嫉妒的人就是这样。他会憎恨做得好的人，因为
做得好的人令他们感觉到不舒服。

上帝没有接受该隐的供物，该隐的心里就充满了对上帝的愤怒。
这也说明，该隐心中的罪恶控制了他。因为该隐是个恶人，上帝就不

能接受他的供物，圣经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2。

“除去你心里对弟兄的憎恨。”上帝这样对该隐说。但是该隐不
听，他就让自己心中的仇恨不断增加。直到有一天，可怕的事情发生
了。

“亚伯，”该隐说，“咱们到田里去。”

“好啊！”亚伯回答。2。

于是，他们去到田里，在一个没有人看得见、听得见的地方，该
隐就把他对亚伯的嫉妒和仇恨全都发泄出来。该隐狠狠地说：“上帝
喜欢你超过喜欢我，对吧？接受了你的供物而不要我的。哦，你多好
啊！我看见你就生气！”于是，该隐就打亚伯，他不停地打，直到把
亚伯打死了。

该隐看着弟弟的尸体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满地都是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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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死了，该隐就走开了。

“该隐！”

上帝在叫他。

“该隐，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我不知道，”该隐回答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

上帝问该隐亚伯在哪里，其实是给他一个机会认罪悔改，从而得
到宽恕。但是，该隐不但不认罪，还对上帝撒谎。

“该隐，”上帝说，“你做了坏事了。你弟弟的血从地里向我哀
告，我要惩罚你。这地接收了你弟弟的血，所以你从这地受到咒诅。
你种地，地不再出产，你不得不离开你的家园，到处流浪。”

这时，该隐连连痛哭起来，不过，他并不是因为自己所做的坏事
懊悔痛哭，他一点也没有为杀害弟弟而难过。他哭，是因为觉得上帝
对他的惩罚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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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哦，”该隐对上帝说，“我的刑罚太重了，超过我所能承
担的。袮把我从这地赶走，把我赶到见不到袮的地方，袮就再不能保
护我了。我要变成无家可归的人、在野地里游荡的流浪汉，凡是碰见
我的人都会杀我的。”

“该隐，如果有人杀你，必受到严厉地惩罚，七倍的惩罚。没人
会杀你！”上帝说，“我会保护你，在你的身上做一个记号，这样就
没有人会杀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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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这是上帝的惩罚，也是该隐自己
的选择。上帝希望该隐认罪悔改并且得到宽恕，但是，该隐是一个残
忍又骄傲的人，他不但拒绝悔改，而且还选择离开耶和华上帝。

该隐带了些随身的物品，像个流浪汉一样走向伊甸园东边的旷
野。该隐选择了一个没有上帝的人生，他将会怎么生活呢？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4章1-16节

1约翰一书：3章12节
2箴言：15章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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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为什么该隐对上帝的献祭不够好？

2 该隐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该隐受到了什么惩罚？

3 该隐可以做什么来免去这个惩罚？

4 我们要做什么来免去上帝对我们的罪的惩罚？

5 为什么我们心中所存的对上帝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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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该隐和他的家族

该隐离开上帝以后，再没有敬拜过上帝。他在旷野流浪了一阵
子，就在一个叫挪得的地方落了脚，并且造了一座城。在建城的时
候，他的第一个儿子以诺出生了，于是，他就用孩子的名字命名了那
个城市。那并不是个大城市，其实也就是几栋房子和其他一些建筑
物，周围有高墙围绕着，还有一个结实的大门。该隐希望安全地住在
里面。

在该隐建造这座城之前，人们都住在乡村，种庄稼或者放牧羊
群。是该隐开始了城镇生活，所以人们称该隐是城市生活的创始者，
他也的确是。还有人称他是“文明之父”，那是因为他和他家族的人
发明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帮助人们提高生活水平。

该隐的家族追随该隐过着好像没有上帝的生活。他们从来不向上
帝祈求任何东西，也从来没有对上帝赐给他们那丰富的礼物表示过感
谢，他们都是不相信上帝的。

该隐很聪明，他家族的人也都很聪明。圣经提到该隐的后代中有
三个聪明的弟兄：雅八、犹八和土八该隐。他们发明了很多东西，让
人们的生活更方便了。他们开发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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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八驯服了大型的野兽，有野驴和毛驴，可能还有骆驼、母牛和
公牛。他把这些野兽圈起来，然后驯服、喂养和繁殖它们。

为要给牲口找到足够的草料，雅八不能住在房子里。当他的牲口
吃光了一片草场，雅八就得搬到别的草料充足的地方。所以，雅八是
住在帐棚的，他是第一个住帐棚的人。

雅八卖驴和骆驼给人做拉车的牲口，运送人和货物。雅八还卖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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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让人们有肉吃、有奶喝，并且有牛皮做成衣服。雅八让人们的
生活更加轻松，不用再徒步跋涉了，因为可以骑驴和骆驼。人们也不
需要自己背着重物，放在驴背上就行了。雅八也给人们提供了更好的
食物：牛奶和牛排。他是第一个饲养牲畜的人，也是畜牧业的创始
人。

雅八的弟弟犹八发明了乐器，他是第一个吹笛子和弹竖琴的人。
犹八也教其他的人演奏，他是所有弹琴和吹笛子的人的祖师。

雅八和犹八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土八该隐。土八该隐是制
造铜和铁的工具的，他用火、砧和锤子把金属打造成各种工具，有劈
柴砍树的斧子、农夫松土的锄头、耕地的犁头、木匠用的钉子、凿子
和其他小工具。他还造出锅、铲子和其他的一些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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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音乐、金属工具和装饰品，是该隐这个不相信上帝的家
族带给世界好的东西。但是，他们并没有为着上帝给他们的天赋和能
力感谢上帝。

上帝让该隐的家族中出了住帐棚、牧养牲畜的祖师，弹琴、吹笛
子的祖师，打造各样铜铁器的祖师。虽然这个家族能够发明好东西，
但是也有另外的一面，就是土八该隐制造了剑和矛来伤人、杀人。

下面是圣经讲到的该隐家族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这个家族的人非
常残暴。该隐自己就是一个残暴的人，他杀了他的兄弟，而且拒绝认
罪。但是，他的后代更加残暴。圣经给了一个该隐家族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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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的名字叫作拉麦，他是雅八、犹八和土八该隐的父亲。拉
麦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他既不敬畏上帝也不尊重人。

拉麦是第一个娶了两个妻子的人。他也非常残暴。有个青年人打
了拉麦，他立刻抽剑，当场死了那个人。这太可怕了！但是更可怕的
是，他还为此来夸耀，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自己杀死了那个年轻人，并
且他还谱了曲子唱给他的两个妻子听。

亚大，洗拉，听我的声音！

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

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

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

若杀该隐，遭报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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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

这首歌叫“刀剑之歌”，而拉麦杀人的剑，就是土八该隐制造
的。

拉麦用手中的剑、用自己的武力，残忍地报复任何阻挡他的人。
上帝曾经说过，杀死该隐的人会遭到七倍的惩罚。但是，对拉麦来
说，七倍不能满足他，他要那个人遭到七十七倍的惩罚，再多十倍。
他以自己标准来取代神的标准，以自己的方法来取代神的方法。拉麦
和该隐的部落都是无法无天，粗暴残忍的。

你认为上帝会怎么对待他们呢？上帝是世界的审判者，祂所做的
都是公义的。上帝会怎么对待该隐这一个不相信上帝的家族呢？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4章17-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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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该隐家族做了什么聪明的事情？

2 该隐家族做了什么错事？

3 我们今天世界的人如何生活得就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

4 使用该隐家族的例子，来讲讲不顺服上帝如何伤害了上帝的创
造。

5 在我们的生活和世界中，不跟随上帝是有后果的，你能看到罪
的哪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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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塞特的家族

对亚当和夏娃来说，该隐杀死他弟弟亚伯的那一天，是多么可怕
的一天呐！在一天里，亚当和夏娃失去了他们的两个儿子，亚伯被杀
死了，该隐被上帝驱逐了。

上帝曾经应许，拯救世界的救主将出于夏娃的后代。但是，亚伯
被杀，该隐被驱逐。那么，上帝该怎么信守承诺，差遣救主来到这个
世界呢？

上帝总是信守承诺的！上帝又赐给亚当和夏娃一个儿子，夏娃很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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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给她的第三个儿子起名叫塞特，因为夏娃说：“上帝另给我
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上帝所应许的救主就会出在塞特的家族中。

亚当活了930岁，他的儿子塞特活了912岁。塞特死的时候，人
类已经在地上生活了一千多年了。所以，塞特在世的时候，地上已经
有很多人了。这些人是，住在挪得和周围地区庞大的该隐家族，和住
在伊甸园外庞大的塞特家族。该隐家族离开上帝，他们的邪恶不断增
长。但是，塞特家族追求更多认识上帝，他们在一起敬拜上帝。

在这之前，人们都是自己敬拜上帝，亚伯单独向上帝献祭。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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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从塞特的儿子以挪士开始，人们就一起呼求敬拜耶和华上帝了。
从塞特一直到他的玄孙以诺，那个时代，可以说他们与上帝的关系非
常亲密。圣经列出了那个时代一起敬拜上帝的那些人的名字。

圣经说，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直接把他接到了天堂，没有经历
死亡。以诺的儿子玛土撒拉活到了969岁，是世界上活得最长的人。
而玛土撒拉的孙子挪亚是上帝非常特别的仆人。

塞特家族敬畏上帝，不过，他们会持续地敬畏上帝吗？还是，他
们也会变的像该隐家族一样邪恶呢？

我们下一次，在挪亚的故事里就知道了。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创世记：4章25-26节, 5章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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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上帝如何保守祂的应许，派一位救主到世界上来？

2 到那个时候，人们怎样敬拜上帝？当塞特作领袖的时候，做了
什么改变？

3 因为以诺与上帝同行，什么事发生在他身上？

4 本章结尾是关于塞特的子孙是否会继续敬拜上帝的问题，你知
道什么帮助人们继续跟随上帝？什么诱惑人远离而不敬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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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第1章：起初
2. “光是能量的一种形式，不仅可以通过太阳和星星产生，还可以通
过不同的方式产生。（太阳和星星是在创造的第四天被造
的。）”（新译本圣经注解，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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