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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历史: 创世记 1-11 
   
1. 

第二课： 失而复得的乐园 
 
（创世记 2:4 至 3:24）   
 
3.   我相信每个人一生中或多或少一定有遗失东西的经验。可能是一本书，可能是
你家大门的钥匙。我不知道你会是怎么做，当我遗失一样东西的时候，我所作的第
一件事就是追溯我经过的每一步路，凭着记忆一步步回想我把它错放在什么地方。
一旦追溯找回遗失物以后，我就会小心纠正我所犯的错误，把钥匙放回书桌，书本
摆回书架，物归原位。 

本课的题目是『失而复得的乐园』。我们要针对创世纪 2:4~3:24 这段经文来
看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故事，以及摩西借着述说亚当和夏娃失乐园的经历来
勉励以色列人，使他们追溯、并倒转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经历。只有从这故事中
学到功课，他们才有可能重得失去的乐园。我们更要看见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勉励正
是今天神要给我们的信息。借着追溯亚当和夏娃走过的路程。现在的基督徒也能寻
回乐园。 

4. 我们把创世纪 2:3~3:24 分为三个部份来研读。首先，我们要探讨这段经文
的文学结构。其次，我们要针对这些章节的原意来解明摩西为何向以色列民做如此
的描述。 后，我们要留心它在现今的应用，看看新约中的教导如何把这段经文恰
当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从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开始。 

 

5  虽然创世记 2 至 3 章 的经文较长，并且涉及许多主题，但事实上它却是一
个完整的故事。要准确地了解这段经文，我们必须把这两章的经文看为一个文学的
单元。 

 

6. 我们要从两个主要的重点来探讨创世纪 2 到 3 章的文学结构：第一，为这
段经文主要的段落理出一个大纲。第二，讨论在不同段落中一些重要的平行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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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能掌握摩西想要向以色列人传达的中心思想。让我们从创世纪 2:4 到 3:24
章的文学结构的大纲开始。 

 

6a. 除了出现在创世纪 2 章 4 节前半节，这一个简短的标题之外，这两章经文
分成 4 大段落。这 4 大段主要是根据主题和主角的转换来区分的。 我们要逐一讨
论这四个阶段，并简述它们的主要内容。 

 

故事中第一个戏剧性的阶段出现在 2 章 4-17 节。我们看见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
里。经文告诉我们，这整个园子是一个提供亚当居住和工作的绝佳场所。接着经文
的重心就集中在亚当的创造和神所交付他在园子里的工作。靠着神的恩典，亚当被
赋予一个极大的特权：替神看管园子。 

7b. 故事的第二阶段包含 2:18-25。我们为它定一个标题：「人类的状况得蒙改
进」。这段经文中，神在亚当的生活中加添更大的祝福。2:18 经文的开头引出一
个新的问题来。 

 

8. 在那里神看见亚当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接着在 2:18-25 就记载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亚当在动物当中寻找一个配偶，但
后神造了一个女人，把她带到亚当面前。就是这样，神大大的改进了人类在园子里
原已享有的美好生活状况。 

 

9. 故事的第三阶段在 3:1-21，我们称它「人类的状况遭到咒诅」。从 3:1 开始
引进一个新的角色和主题： 

 

10. 诱惑人的蛇。从这个起点，3:1-21 开始描述有关蛇的诱惑和它造成的后
果。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失败了，她和亚当一起吃了禁果，因此就落在神的咒诅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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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  第四个要素出现在 3：22-24 这段概括性结构的经文。我们称它为「被放逐
园外的人类」。这段经文是另一次主题的转换。我们发现神提到有关生命树的问
题。 

 
10b 3:22 说：「（那人）…；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
著。」 

 

10c. 为了防范亚当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可能引起的难题，神把亚当赶出园外，并且
设立和发火焰的剑守住伊甸园的入口。从那时起，除非神的直接介入，人类再也不
能进入伊甸园。 

 

11.    

12.   先把这段经文的四大分段存记在心，现在我们可以更仔细来看创世纪 2：4-
3:24 这段经文，研究一下它所呈现出来的戏剧性的对称。摩西籍着在这些段落
中不同要素的并列对照，来表明他故事里的主要关注点。 

 

13.   在探讨此段经文的对称性的时候，我们要先看开头与结尾两段叙述之间的平
衡，然后再看两段中间部分的经文中彼此的对称。 

 

14.   让我们首先来看这段经文的开头和结尾。我们发现创世纪 2:4-17 和 3:22-24
这两段经文，至少在三个重要的方面呈现出强烈的对比。 

1） 第一个对比是地点。在 2：8 故事一开始，神把亚当放在乐园
中。使他在一个充满了神祝福的地方生活和工作。有美好的菜
蔬，供应生命需要的河水，金银宝石在四面环绕。相对的，到了
3:24 故事结束的时候，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乐园外。这个地理环
境上的对比清楚的表明出人类生活在地上 理想的地方是在伊甸
园里面。 

Deleted: 7



 4 

2） 第二个区别是这两段经文的中心：就是园里特别的树。在 2:4b-
17 提到两棵树：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但是到了 2:16 重心就
移到其中的一棵，就是分别善恶的树。这棵树具有给人类在经验
上分别善恶的能力；可以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见前所未见的
事。 

相对的，在 3:22-24 故事结尾的描述中，神不再关注那可分别善恶的
树，却单单提到生命树。这棵树具有给人永远生命的能力。但是神却驱
逐亚当，不许他靠近这棵树。这个对比清楚的表明人类已经失去了曾经
拥有住在园里往来的自由、享受各样福气的权利，直到神定意恢复的时
候。 

3） 这故事开头和结尾的第三个区别在于神给人类的使命。在 2:8 首
先看见神任命亚当在园里做蒙福的工作，没有痛苦，也没有困
难。而在 3：23，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园外，并惩罚他们在园外
做繁重体力的工作。这个对比为这段故事提出一个主要的观点。
人类不但失去了伊甸园里美妙的生活，并且被判定只要一天活在
乐园外面就必定会有困难重担。 

 

14a.   创世纪 2-3 章开头和结尾的两段经文之间的这三个对比，提醒我们注意这个
故事里一些很重要的层面。摩西记载在远古的时代，人类的状况出现了一个重大的
转折。神原本定意要人类住在乐园里。但因为亚当和夏娃所犯的罪使他们陷入困难
和重担里面，远离了赐人永生的生命树。我们看见这些对比正好说明了摩西带领以
色列人前往应许地的时候他们的处境。以色列人远离伊甸园，在埃及地承受严酷的
奴仆生活。他们非常需要重新得著神在伊甸园所赐的祝福。 

 

15.   明白了故事外围部分的首尾两段之间的对应以后，我们要把注意力转移到故
事中间部分的两个段落（2：18-25 和 3：1-21）。这中间的两段填补了开头和
结尾之间的间隔，并且它们也至少在三方面各自形成不同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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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 一个对比针对人与神的关系。在第二个阶段里我们看见亚当与神之间是
一种和谐的关系。2：18 神表达他对亚当的关怀，赐给他一个完美的配偶夏
娃。从这里让我们看到一幅神人之间亲密而和谐的图画。然而在第三部分的
叙述中，不和谐却取代了神人之间原本的和谐。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命
令。3：8 说：「他躲避耶和华」。神也生气的责问亚当和夏娃。 

2） 第二个对比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上。在 2：18-25 这第二阶段，亚当和夏娃生
活在一个完美幸福的光景里。在 2：23 亚当谱写了圣经中第一首爱情诗；
他说夏娃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们生活在一起赤身露体并不羞
耻，然而，相反的，在 3：16 神却对这种关系宣告了一个咒诅，说：男人
和女人将要不断的彼此争战；女人要恋慕她的丈夫，丈夫要管辖她。这些话
说明了亚当和夏娃的罪不仅破坏了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彼此的关
系。从那时开始，人类的关系就一直存着困难和争斗。 

3） 第三个对比表明在人与邪恶的关系上。在第二阶段的故事中，邪恶是不存在
的。亚当与夏娃纯洁无暇，远离邪恶的势力。然而到了第三个阶段，人类却
落为蛇的掠物，开始长期活在与邪恶争战的状态中。虽然在 3：15，神应许
夏娃的后裔有一天要打败这蛇，但他却没有让亚当和夏娃立刻就得胜。 

 

17.   第二和第三阶段的这些对比帮助我们了解摩西的著述中几个主要关注点。摩
西描述亚当夏娃的方式与以色列人的经历息息相关。他们的生活渐渐被罪侵蚀
毁坏，使得神与人之间和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遭到破坏。不但如此，摩西和以
色列人知道他们每一天都必须像亚当和夏娃一样仰望等候，直到神带领他的百
姓胜过罪恶的时候。 

 

18.    了解这些资料中的文学结构以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这段经文的原意。为
何摩西要记载这段人类被赶出伊甸园的经过？正当他带领以色列民前往应许之
地的时候，这段记载要向他们传达一个什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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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们可以确定摩西写这段经文基本的目的，必定是用来教导他所带领的以色
列人一些基本的神学课题。他告诉他们许多有关罪在世上的起源，性质和造成
的后果。这些都是重要课题。然而正如我们曾经在前一课探讨过的。摩西写作
太古史的目的不但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一段历史和神学问题。就象远古时代许多
其它的作者一样，摩西写这段太古史。是要为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这个当前
的宗教和社会计划提供实际的教导。 

 

20. -1 我们看见创世纪 2:4-3:24 为摩西写作太古史的整体目的提供了一个非常重
要的贡献。摩西按着心中一个确定的特殊目标取材，撰写成了这段纪述。他描
写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把他们如何受试探，犯罪，遭受咒诅作为这段经文
的前景。然而，他撰写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要鼓励出埃
及和征服迦南的以色列人。 

 

20-2 他描述亚当和夏娃的罪，「受咒诅」的情形，和「被赶出」伊甸园的经过。
他特别针对这些事件来劝勉以色列人，盼望他们能追溯并倒转亚当和夏娃所走
过的路。以色列人必须从罪中转回，忠心「顺从」神。摩西盼望他们一反亚当
的悖逆；信服神，承受祝福，而不是遭受咒诅。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
园；摩西却呼召以色列人，要他们进入迦南地。创世纪 2-3 章的太古记事和以
色列人生活两者的对比 是摩西写作这段经文的主要关注点。 

 

21.   我们要从故事中三方面的要素来探讨摩西如何连接远古的伊甸园记事和以色
列人征服迦南这两件事。第一，摩西对伊甸园的描述；第二，他著重对亚当和
夏娃顺服的要求；第三，他描述亚当和夏娃所受的咒诅。首先来看摩西如何描
写伊甸园。 

22.   摩西对伊甸园的描述极为复杂。以至我们今天提出的许多有关伊甸园的问题
也许永远没有答案。虽然如此，我们仍有可能掌握摩西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摩西对伊甸园所作的描述使我们可以认定伊甸园就是应许之地。根据摩西的观
点，当时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去的那地方正是昔日称为伊甸园的所在。 



 7 

23.   创世纪 2-3 章里许多方面的描述都表明了摩西盼望以色列人知道迦南地和伊
甸园的关联。其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色：第一个是伊甸园的确实地点；第二
个是伊甸园的神圣本质。让我们先来看伊甸园的确实地点。 

24.   现今大多数人认为伊甸园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它没有一个真实的的地理位
置，就象一个传奇或童话故事一样。不可否认的，这个地方的确有它属灵和超
自然的层面，超过日常地上生活的范畴。这些属灵的层面只有在末日的时候才
会完全重现。但是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发现摩西认为以色列人必须
知道他要带领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就是伊甸园的所在，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 

25.    
创世纪 2：10-14 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
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腓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 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
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
底格里斯，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大河。」 

虽然摩西的叙述中牵涉许多的奥秘，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中看出一些地形位置的大
略轮廓。如同后来的旧约先知提到有一条河从耶路撒冷流出来，滋润全地。摩西在
此处也描写有一条河从伊甸园流出来，分成四道河。这四道河就是比逊、基训、底

格里斯和幼法拉底河。这条从伊甸流出来分为四道的主河，是这四道支流的源头。 

 

26. 在研究摩西这些描述的时候，我们必须记得自从创世纪以来，我们的地球经历
过许多地形上的变化。即使是在摩西时代也已经找不到一条分为四道支流的大
河。根据圣经的教导，这条众水源头的大河只有等到末日的时候才会重现出
来。但是摩西对这个由一中心源头分成为四道河的记述给了我们一幅他所认为
的伊甸园所在的大略图画。 

27. 我们可以确定 2：13，14 提到的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就是今天的两河流域
地区。因为创世纪提到这两条河使得今天大多数解经家以为创世纪和巴比伦神
话中的伊甸同样都是位于米索波大米地带。在巴比伦文字中「伊甸」的意思是
「一处平原或开阔的平地」。这个字用来形容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的下游
地区是很合适的。但是希伯来文的「伊甸」并不是「平原」的意思，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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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令人愉快或欢喜的地方」。所以，摩西根本不是用这个巴比伦的字，他所用
的是一个与巴比伦文「伊甸」发音相近的希伯来文，但他对这个地方的观念却
不相同。事实上，创世纪的记载很明确的提到伊甸并不在米索波大米。 

 

28. 从创世纪 2：10，我们看见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是从伊甸的一条更大的河
流出来的。「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这节经文
说到伊甸的大河流入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而不是说伊甸座落在底格里斯
河和幼法拉底河流域。 

29. 摩西提到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是为了界定一个大致的方位，指明伊甸园尽
东的边界。东边的两条大河就是伊甸园东界的指标。这个看法可以从创世纪 2
章提到的另外几条河的位置得到证实。 

30. 在 2：11 和 13 节摩西提到另外两条河。他说伊甸的大河流入 「比逊，就是环

绕哈腓拉全地的」；也流入 「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在旧约中，哈腓
拉和古实通常指的是埃及一带的地区。我们不能确实知道摩西如何理解这两条
河与尼罗大河的关系。但是可以确定地说，他指出埃及北部地区是伊甸的西部
边界。 

31.  

32.  

33.  

34. 所以我们知道在摩西的观念中，伊甸不是一个小地方。而是一大片从底格里斯
河和幼法拉底河延伸到今天的土耳其南部和埃及的边界。几乎涵盖了我们今日
称为肥沃月弯形的全部地区。伊甸园就是在这个令人喜悦的地方，是整个大伊
甸区的中心点。 

35. 咋听之下摩西确认伊甸就是肥沃月弯形地区似乎不那么重要。其实，摩西在写
作创世纪的时候，为了使以色列人明白伊甸园的意义，这一点是极具关键性
的。在创世纪别处的经文中摩西引述创世纪第二章告诉以色列人说这称为肥沃
月弯形的伊甸地就是神应许赐给以色列人的，也就是摩西正要带领他们前去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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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这个观点到了创世纪 15：18，从神向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中就更清楚地浮现出来
了。听听在这节经文中神怎样描述应许地的边界。「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
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在这里我们
看见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一边延伸到底格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地区，另
一边直达「埃及河」。许多解经家认为「埃及河」可能不是指尼罗河本身，而
是指位于埃及西乃半岛边界一条较小的河流。无论如何，这节经文说明了创世
纪 2 章所记伊甸园四围地形的界限。从引述创世纪 2 章这点也清楚地看出摩西
相信神应许将这片从前称为伊甸的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37. 摩西刻意向他的读者指明伊甸的确实所在。他教导他们说伊甸园的确是坐落在
神应许赐给以色列人列祖的地区。摩西所描述的伊甸不是一个遥远陌生之地，
而是在他所要带领以色列人前往的那块土地上。从摩西的观点，以色列人前往
迦南地事实上就是前往远古伊甸地的所在。 

 

38. 为了显明以色列人前往伊甸的重要性，摩西必须强调神 初安顿亚当和夏娃那
地方的神圣特质。他点明伊甸的神圣本质，为要叫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正要前往
的应许地是一个可以承受祝福，享受神特别同在的地方。 

 

39. 摩西形容伊甸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所用的词汇可以同样应用在旷野中所造的会
幕上。虽然神全在的属性使它可以临在任何一处地方，摩西却建造一个会幕，
使神可以在那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临到他的百姓当中与他们相会。神要从会幕
中显明他的同在，赐下他的律法，接受他百姓的敬拜，赐福给他们。因此，当
摩西用形容会幕的用词来描述伊甸园的时候，他就是表明伊甸，也就是迦南，
是神在地上神圣同在的地方。在那里，以色列人可以承受从神而来极大的福
气。 

 

40. 至少有七个方面显明出伊甸与会幕一样，是神特别同在的神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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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 3：8 摩西选用一个特别的词汇来描写神「在园中行走」。「行走」
这个词是从希伯来文“ &Leh't]mi   ” 翻译过来的，这个字具有特殊的含
义，因为摩西在利未记 26：11，12 和其它的经文中特别用这个字来描写神在
会幕中的同在。 

第二，2：9 提到的生命树是伊甸园的中心主题。这课含有表征意义的树具有
一种能力可以赐永生给一切吃的人。虽然圣经并没有清楚的这么说，但根据
近考古学的研究，在许多古文明圣地的遗址都有这种表征生命树的雕像。这个
证据大大的支持一种看法，就是摩西会幕中那个有七叉尖的灯台很有可能就是
象征生命树的表记。根据这个观点，伊甸园就是地上的原始圣地。 

摩西提到伊甸神圣性质的第三点是他把焦点指向这个地区的金子和玛瑙。从
2：12，13 我们看见伊甸地区盛产金子和玛瑙。而正如所料，在出埃及记 25-
40 章里面提到金子和玛瑙在建造会幕时占了很重要的分量。 

第四样伊甸园和会幕之间的关连是基路伯或天使。在 3：24，神设立基路伯把
守生命树的道路。同样的，在会幕设计上也处处可见例如出埃及记 25：18 和
37：9。这些基路伯不但提醒以色列人有关天上的天使，也让他们想起在伊甸
圣地上的天使。 

第五，我们从 3：24 看到伊甸园的入口在东边。这个事实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意义，直到我们注意到出埃及记 27：13 和其它的经文中所记的会幕大门和许
多古代近东的神殿入口都是造在东边。这个事实再以一次显明伊甸是上帝神圣
的居所。 

第六，摩西描述亚当在伊甸园中工作所使用的语言，也在另一处地方用来形容
利未人在会幕中的服事。 

 

41.  摩西在 2：15 描写亚当在园中的职责，说：「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在这里，「修理看守」的希伯来文是
Hr;m]v;l]W Hd;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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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同一组词汇也出现在民数记 3：7-8；8：26 和其它的经节。摩西用这些字眼来
描写利未人在会幕中的服事工作。而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所担任的就是祭司
的职份。 

第七，伊甸园出现在六日创造之后是有特别的意义的。我们在前一课看到创世
纪 2：1-3 记载六日的创造在神的安息日达到 高峰。有趣的是，在出埃及记
24：16，摩西与神同在山上有六天的时间，然后在第七天神给了他建造会幕
的指示。 

43. 以上，有关伊甸的七个特征显明出来摩西认为伊甸园就象会幕一样是圣地，是
一个神在地上特别同在的地方。靠近这个地方就是靠近神的祝福。 

44. 我们在前面谈过，摩西相信迦南地就是伊甸的所在。所以当他强调伊甸的神圣
特质的时候，也就是强调迦南地的神圣特质。靠近迦南地就是靠近神从起初就
预定要作为他神圣的居所。 

45.  
在摩西教导有关未来敬拜的地方 清楚的经文是申命记 12：10-11。他在那里说
到 ：「但你们过了约但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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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经文显明了摩西异象中迦南地的一个中心特质。他强调迦南地有一天要成
为神与人同在的永久居所，就是耶和华的殿。 

 

46. 在这个中心地，有一座象征生命树的灯台，正如在伊甸园里有一棵生命树一
样。在那里有金子和玛瑙，像在伊甸一样。正如亚当和夏娃在神的园子里做祭
司的工作，以色列百姓也要住在这肥沃富足，有神特别同在的应许地做国度的
祭司。 

47. 当然，摩西时代的迦南地只不过是当初伊甸园的影子，即使到了所罗门在耶路
撒冷建造圣殿的时候，这应许地也还未能完全从罪恶当中赎出来，恢复起初完
美的光景。然而，摩西却描述伊甸的神圣本质，把这地未来要达到的景象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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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人面前。抵达迦南地就是进入伊甸境内。那是神在地上一个特别的，
神圣同在的地方。正如当初神把亚当和夏娃安置在奇妙的神殿园子里，他现在
正在带领以色列人前往迦南。等他们在那地定居的时候，以色列民就要开始经
历与神特别同在的福气。 

48. 在看过摩西如何以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所享有的福气，作为神要在应许之地向
以色列人施恩的典范之后，我们现在要进入创世纪 2-3 章的第二个主题：神要
考验亚当和夏娃的忠贞。这个主题在他的陈述中具有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49. 忠贞这个主题在摩西描述伊甸的故事中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伊甸是个享有极大
福分之地，却也是一个承担道德责任的地方。摩西强调这一点，为了要以色列
人记得在所要去的应许地上，他们也必须忠于神的诫命。 

50. 要明白摩西强调这个主题的原因，我们必须探讨两个问题：1）在伊甸园里忠
贞的要求。2）在迦南地忠贞的要求。让我们先来看在伊甸园，神所要求亚当
和夏娃的忠心。 

51. 在伊甸园，忠贞这个主题很早就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并且在第二和第三章里
面一再的重复出现。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两章经文的中心主题。 

52.  
我们来看看神如何要求亚当的忠诚。创世纪 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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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神为什么禁止我们的先祖吃这棵树上的果子。因为我们从别
处的经文看到，能分别善恶是极可贵的。即使有这一个不明确的地方，我们却
很清楚知道神是在考验亚当和夏娃，要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忠心顺从他。亚当和
夏娃若顺从神，就从神得到更多的祝福。若是悖逆神就要承受神的审判。伊甸
是圣洁之地，住在其中的人也必须圣洁。 

54. 看了摩西专注的描述伊甸园里忠贞的考验，又发现他极力的要求这些他所带领
前往应许地的以色列人也必须具备对等的忠贞。这时我们才能掌握这事件的真
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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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前往应许地途中不断的警告他们在所要去的地方必须忠心
顺服神。有关这件事的教导，摩西在申命记第八章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陈述。
第八章一开头就说： 

56.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
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这节经文很清楚地说明神要求以色列人
必须向他忠心才能进入并占领迦南地。事实上，在整个旷野漂流期间，神是籍著各
样的考验来教导以色列如何成为圣洁。 
申命记 8：2 说： 「你也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炼
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     
     
56a 摩西更进一步明确地指出等以色列人到了圣地以后，若不能持守对神的忠
心，他们必要失去特权。听听他在申命记 8：10-20 怎么说： 「你吃得饱足，就要
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随从别神，事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
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57. 摩西知道以色列人很容易向亚当和夏娃一样不守神的诫命。因为有这样的倾
向，摩西就以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考验作为他叙述的中心，警告以色列人
说：神要求每一个向往在迦南地居住的人必须忠心顺服他。当然，神并没有要
求以色列人达到完全的地步，而且无论何人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能持守忠心。
但以色列人若故意违背神的律法，背叛他，象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所作的一
样，他们就不能享受应许地的福气。摩西一面鼓励以色列人前往应许地，一面
慎重的提醒他们记得在那地居住的这一个特性。 

58.  

59. 这样，摩西记述伊甸园里忠贞的考验不单是向以色列人解释在亚当夏娃的远古
时代所发生的事，更是对他们说明当时正在进行中的事。神要把在伊甸园中生
活的奇妙福气赐给以色列人。然而，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除非他们忠心顺服
神，否则就不能享受这些福气。摩西呼召以色列人要过信心的生活，成为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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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姓，完全奉献遵守神的诫命。到那个时候，他们才有希望进入应许地平安
的居住。 

60. 现在我们知道摩西如何用神在地上的同在和祝福来说明伊甸园和迦南地的关
连，也知道以色列人前往圣地所必备的忠心事奉。接下来要进入创世纪 2-3 章
原意的第三个层面：亚当和夏娃背叛神的后果对以色列人的意义。 

61. 为了理解在伊甸园背叛神的后果，让我们来看看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造成的三
个后果：死亡，痛苦和放逐。首先，摩西解释说：神曾警告亚当和夏娃犯罪的
后果是死亡。 

62. 这个主题首先出现在创世纪 2：17，神对亚当的警告。神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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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死」
tWmT; twmo  这个希伯来文的用法是在表达一种死亡临到的确定性。这种
文法结构和摩西律法中讲到判处死刑的情形极为相似。根据摩西律法的记载，
在对著重刑犯宣判死刑的时候，摩西就要宣告说：「他必定死」或「他们必定

死」。这些经文的法律内容有力地说明：这是宣判死刑的时候一种例行的表达
方式。神并不是说亚当和夏娃立刻就会死亡。 

63. 根据这个观点，我们知道创世纪 2：17 神给亚当的死亡警告是在陈述神对亚当
宣判的死刑，他必定要被处死。当然摩西是以亚当犯罪的后果来解释死亡怎样
进入世界。但是他更大的目的是要使这件事与他写作的对象，以色列人的经历
有更直接的关连。以色列人对死亡一点都不陌生。摩西的读者眼见大多数出埃
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因背叛神而死在旷野。 

64.  
摩西在民数记 26：65 有这样的描述：「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 他们必要死在
旷野。” 所以，除了耶孚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
留。」 我们又一次看见，引自摩西律法和亚当夏娃伊甸园的记事：「他们必死」
这样的用语。 

65. 这样看来，当以色列人听见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的时候，就会把旷野死亡的经历
与亚当夏娃违背神的诫命相连。在伊甸园中，不忠于神诫命的结果就为人类的
始祖带来了死的刑罚。在他们的时代，以色列人若是严重的背叛神的诫命，也
必要遭遇同样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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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我们读创世纪故事的时候看见，显然死亡并没有立刻临到亚当和夏娃。神使亚
当和夏娃在痛苦的情况下继续存活。夏娃和亚当两人都承担了痛苦的刑罚。 

67. 在一方面，创世纪 3：16 上记著说：「…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

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在另一方面，神也使亚当遭遇困苦的生活。 

68.  
在创世纪 3：17 的这些话是对亚当说的：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
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69. 在摩西对伊甸园犯罪的后果所能描述的一切事件当中，这个人类痛苦的双重焦
点 合乎他为以色列人而作的目的。因为这种痛苦就是  他们持续停留在迦南
地之外的时候所经历的。 

70.  
但让我们听听摩西如何描述应许地的生活。申命记 11：10-12 说：「你要进去得
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
样。 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
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简单的说，摩西要带领
以色列人去一个地方，使他们解除在迦南地外所承受的一切痛苦。 

71. 因为这个缘故，摩西籍著描述亚当和夏娃所遭遇的痛苦来呼吁他的以色列读者
要避免因悖逆神而带来痛苦的后果，却要忠心于神，归回迦南，使他们经历蒙
神祝福的喜乐生活。 

72.  
亚当和夏娃背叛神的第三个后果记在创世纪 3：22。让我们思想创世纪 3：22 的
话。「耶和华神说：“ 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
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著。“ 」 这节经文清楚的说到：生命树可以使人「永远
活着」。  它是解决痛苦和死亡的 终答案。但神却不要亚当和夏娃在这个时候
吃。他们被隔绝在伊甸园和它的生命树之外。 

73. 我们务必记得：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并没有永远对人类关闭。因为从圣经其它的
经文显示出来这个给人类的生命树禁令不是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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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约翰在启示录 2：7 提到这棵树说：「… 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
子赐给他吃。」在这里，约翰是指著在末日基督回到地上的时候说的。但它的
华却说明了摩西向以色列人描述这棵树的原因。虽然神关闭了通往生命树的道
路，他却在摩西的时代为以色列人开了一条路，使他们可以回到园中预先尝到
生命的祝福。 

75.  
在申命记 30：19，20 摩西这样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
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
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
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以色
列人若是忠心顺从神，他们就可以有机会在迦南地享受长寿和幸福。 
 

76. 亚当和夏娃失去了通往生命树的道路，神却在摩西的时代使以色列人在那里尝
试了一次生命的部分祝福。虽然这种生命的经历与基督再来时我们才能得知的
完满的永恒生命不尽相同，但它却是那要在基督里成全的一次部分预尝。摩西
给了以色列人一个在应许地享受生命祝福的机会。 

77. 所以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背叛神的故事不仅只是有关罪在世上的起
源的记载。摩西也籍著描述伊甸和迦南的关连来教导他的以色列读者关乎他们
自己的生活，叫他们看见应许地可以带给他们何等奇妙的福气。 

78. 看完创世纪 2：4-3：24 的文学结构和经文的原意以后，我们要问第三个问
题。新约圣经如何教导我们有关这段经文在今天的应用？我们知道摩西写这段
经文的目的是要勉励他的以色列读者，免得他们重蹈亚当和夏娃的覆辙，并盼
望他们进入迦南，重新回到乐园。但这些给以色列人的教导，和我们今天有什
么关系呢？ 

79. 简单的说，正如摩西用伊甸园中犯罪的故事勉励以色列人去追溯和倒转亚当所
走过的路，使他们得拯救，重回乐园居住；新约的作者们也同样教导我们可以
靠着基督的救赎重新回到乐园。 

80. 照我们一贯的方法，我们要从基督国度的三个阶段来探讨新约如何解释创世纪
2：4-3：24 与基督的关系。先看看这段经文如何应用在国度的奠基，就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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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降世的时代。再看它如何说明在国度的延续中我们现今的生活。 后，
再看新约引用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国度的成全。让我们首先来
看国度的奠基。 

81.  

82. 新约圣经用基督在地上的事工来说明他如何把救恩带进世界。在国度奠基的时
期，基督追溯并倒转了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所作的。他籍著在地上的事工成就
了亚当和夏娃没有达成的神的诫命。 

83. 我们要探讨新约在这方面的教导。首先来看看这个主题如何显明在保罗的书信
中，接着再看它如何呈现在马太福音。让我们从保罗的情况开始。 

84.  
保罗在罗马书 5：14 简单扼要的说明他的观点。他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
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
预像。」  注意在这里，保罗说到亚当是那位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表。罗马书 5 章其
余的经文很清楚地说明基督就是那位「以后要来的人」。  

85.  
听听保罗在罗马书 5：18-19 就这个主题所作的概要。他说：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注意保罗在这里是怎么说的：亚当的「一次过犯」使得「众人都被定罪」；但
基督的「一次义行」却叫「众人都被称义」。这是怎么成的呢？因为亚当「一
人的悖逆」使我们都成了「罪人」。但因为基督「一人的顺从」使我们都成了
「义人」。 

86. 大多数的基督徒对于这个教导都耳熟能详。正如摩西在创世纪 2-3 章的教导
说：亚当一个人的作为影响了所有与他认同的人。亚当的罪为全人类带来死
亡。因为他是我们在神前面集体的或立约的代表。亚当犯罪的结果，是我们一
生下来就被隔绝在伊甸园神的祝福以外，活在死亡的咒诅当中。同样的，新约
圣经也教导我们：基督是所有信他的人集体的或立约的代表。但是，与亚当的
悖逆相反的，基督对神的顺从，却为所有属他的人带来称义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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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我们从这个教导学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知道亚当犯罪的故事是怎么应用在我
们生活中的。重得失去的乐园唯一的途径是透过基督公义的顺服。个人不能凭
着自己站立在神面前而进入救恩的乐园。那位代表我们的人必须在各个方面绝
对的完全，并要在我们以先进入乐园。我们能在神面前蒙拯救得著永远的生命
唯独因为那作我们代表的基督对天父完全的顺从。耶稣以他地上的事工赢得了
进入乐园的权利，而只有那些信靠他的人才能和他一同进去。 

88. 保罗对亚当和基督之间彼此互为关联的描述，其它的新约作者也持相同的观
点。让我们看看这个主题如何在马太福音中表明。 

89. 在马太福音 4：1-11（平行经文见路加 4：1-13），当马太记载基督受试探的
时候，他特别著重描写基督如何追溯和倒转亚当犯罪的经过。 

基督受试探的故事在几个方面与亚当夏娃伊甸园的经历和摩西籍著亚当夏娃的
故事所带给以色列人的挑战呈现了一个平行的对照，1）首先，基督受试探的
地点与以色列人跟随摩西的「地点」有关。马太福音 4：1 说：「…耶稣被圣
灵引到旷野，…」，而神也引导以色列人来到旷野。神在旷野中试验以色列
人，要看他们愿不愿顺从他。基督也同样在旷野中受试探。2）第二，耶稣停
留在旷野的时间相对于以色列人的经历。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而马太福音
4：2 说基督在旷野「四十天」。3）第三，「饥饿」在基督受试探中是一个重
要的特点。马太福音 4：3 记载撒旦试探基督，要他把石头变成食物。基督受
试探的这一个层面相对于以色列人在旷野受到饮水和食物的试验。4）第四，
耶稣引用圣经的话，把他自己的经历与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验的经历相连。在
马太福音 4：4，耶稣引用申命记 8：3 的话。马太 4：7 引用申命记 6：16，
马太 4：10 引用申命记 6：13。以上每一段旧约经文都出自摩西对以色列人在
旷野受试验的描述。耶稣籍著这些他所引述的经文把自己的与以色列民的经历
直接相连。5）第五，马太在结束耶稣受试探的描述中提到天使，把耶稣的经
历倒会去与伊甸园相衔接。 

90.  

9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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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94.  
马太福音 4：11 记著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些话毫
无疑问的是暗指创世纪第三章末了时基路伯所扮演的角色。 

95.  
你一定记得摩西在创世纪 3：24 的描述说：「…（神）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
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因着亚当和夏娃的罪，神给人
类设下警告的障碍，拦阻我们接近生命树。然而当耶稣在整个试探的过程中忠心到
底，神就倒转了天使的角色，使他们反过来服侍耶稣的需要。 

96. 所以我看见马太对基督受试探的记载与摩西原先籍著创世纪 2-3 章要告诉以色
列人的信息是互相关联的。在亚当和以色列人失败的地方，耶稣透过他顺服的
作为得胜了。他忠心遵守了神的诫命。 

97. 因为这样耶稣在路加福音 23：43 说了那句为人熟知的名言。正如以色列人在
旷野受试验是为了预备他们进入迦南的乐园。路加福音 23：43 记载耶稣在十
字架上对那个悔改的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基督忠心顺服的奖赏就是进入乐园。 

98. 所以我们看见新约圣经把亚当夏娃受试探和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验与国度奠基
时期基督在地上的事工相连。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他在首先的亚当失败的
事上得胜了。不但如此，基督在旷野，也就是在当初以色列人失败的地方胜过
了试探。为这缘故他可以进入永恒的乐园。 

99. 看过了新约圣经如何说明基督的第一次降世与摩西所写亚当夏娃的伊甸园记事
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个重点。新约如何把这些原则应用在国
度的延续，就是我们现今的世代中？ 

100.  

101. 新约中有几处经文突显了这个主题。我们只来看看其中的两处。第一处是保
罗对创世纪这几章经文的讲论。第二处是雅各对这些主题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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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让我们先来看歌林多后书 11：3 保罗的话：「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
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保罗在同一
章接下来的经文中表明了他对歌林多人极度的关切，深恐他们随从别的福音。 

103. 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用夏娃反面的例证，对离弃基督真实的福音这种极端悖
逆的行为提出警告。正如摩西用夏娃受试探的故事劝诫以色列人，使他们忠心
顺从前往应许地；保罗也用同样的故事警告他那个时代的信徒，叫他们知道跟
随基督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忠心。在国度延续的时期，许多有形教会里的人面临
了离弃福音基本真道的危险。教会需要防备这种背道的行为，免得遭遇如同亚
当和夏娃一般可怕的下场。 

104.  
雅各在解释试验和试探在基督徒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个题目上和保罗有类似的
观点。雅各书 1：12-15 这么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
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 我是
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
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雅各显然是指着创世纪 2-3 章说的。在 1：14，他强调人类的「私欲」是引诱
人犯罪背后的动力。夏娃对分别善恶树的欲望导致她去犯罪。接着，雅各说明
那些胜过试探的人必「得著生命的冠冕」；相反的，犯罪的后果却要「生出死
来」。这生与死的对比，相对于亚当夏娃的故事中生命树的供应与死亡的威胁
这些主题。 

105. 我们可以把保罗和雅各的教导作一个这样的结论：摩西以亚当夏娃受试探作
为借鉴，劝勉在旷野生活中经历试验的以色列人，要他们忠心顺从神。保罗和
雅各也同样勉励我们这些在国度延续中经历试炼的人必须向神忠心。基督徒生
命中的试炼能显出我们的真性情，预备我们承受永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应
该尽心尽力向基督持受忠心，使我们配受永生的赏赐。 

106. 看过新约如何把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故事应用在国度的奠基和延续之后，让
我们转移目标来看 后一个阶段；就是基督再来时，救恩成全的时期。 

这个主题也同样在新约中多次出现。但我们只简单地来看两处经文。一处在罗
马书，另一处在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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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首先，让我们听听保罗在结束罗马书的时候，怎样描述信徒们的盼望。在罗马书
16：20，他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和你们同在！」    

保罗用这些话提醒罗马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基督的再来。
但他却回头指向创世纪第三章里的救赎应许。我们曾经在本课稍早的时候讨论
过，在创世纪 3：15 神对蛇说：有一天夏娃的后裔要打破蛇后裔的头。而在这
节经文，保罗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撒旦要被践踏在基督徒的脚下。基督自
己要除灭撒旦，和我们的强敌死亡。然后，我们要在得胜和荣耀中与基督一同
作王。 

新约另一处连接创世纪 2-3 章与国度成全的主题是在启示录。约翰在这卷书中多处
提到生命树。 

108.  
听听约翰在启示录 2：7 怎样引述这个主题：「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
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里很明显是
指着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被驱逐出境正是因为神不许他们
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然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神要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的百姓
吃。  

109.  
后，我们必须提到启示录 22：1-2。当约翰往前眺望新世界的时候，他看见了这

些景像：「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
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或作：回）果子，每月都
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110. 新约的观点一目了然。当基督再来成全他的国度的时候，凡信靠基督的人都
要承受进入伊甸乐园得福气。撒旦要被践踏在我们的脚下，而我们要吃生命树
的果子，在神的新创造中永远活着。 

111. 从这一课中，我们看到摩西描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故事，在以色列人前往
应许地的路上帮助他们。他呼召以色列民去追述和倒转伊甸园的事件。这一段
信息，在许多方面都与我们今天的情况极为相似。我们听到了摩西向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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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召，勉励他们前往应许地，就知道我们也必须追述和倒转亚当和夏娃的脚
踪。籍著信靠和持守向基督的忠心，我们必能找回失而复得的救恩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