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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文
创世记 1：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ṣelem，按着我们的样式 dᵊmûṯ 造人
'āḏām，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
虫。” 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 ṣelem 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 zāḵār 造女
nᵊqēḇâ。 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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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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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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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 5 野地还没有草木，田
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 6 但有雾气
从地上腾，滋润遍地。 7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āḏām，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
就成了（有灵）的活人（living person， psyche），名叫亚当（KJV 无）。8 耶和华神在
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 'āḏām 安置在那里。 9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
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
树。 10 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 11 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
环绕哈腓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 12 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
瑙。 13 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 14 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流在亚
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
15 耶和华神将那人 'āḏām 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16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
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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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耶和华神说：“那人 'āḏām 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
他。” 19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 'āḏām 面前，
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 20 那人 'āḏām 便给一切牲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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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 'āḏām 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21 耶和华神使他
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22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 'āḏām
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iššâ，领她到那人 'āḏām 跟前。 23 那人'āḏām 说：“这是
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 'iššâ，因为她是从男人 'îš 身上取出来的。” 24
因此，人 'îš 要离开父母，与妻子 'iššâ 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eḥāḏ。 25 当时夫妻二人赤
身露体，并不羞耻。3：1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精明，中
性词）。蛇对女人'iššâ 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2 女人
'iššâ 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3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
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4 蛇对女人'iššâ 说：“你们不一定死！ 5 因为神知
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 yāḏaʿ 善恶。”6 于是女人'iššâ 见那棵
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îš，她丈夫也吃了。 7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8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
'āḏām 和他妻子'iššâ 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9 耶和
华神呼唤那人'āḏām，对他说：“你在哪里？” 10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
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11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
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12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iššâ，她把
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13 耶和华神对女人'iššâ 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
'iššâ 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14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
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 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iššâ 彼此为
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16
又对女人'iššâ 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
夫'îš，你丈夫必管辖你。” 17 又对亚当 'āḏām 说：“你既听从妻子'iššâ 的话，吃了我所吩
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
的。 18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19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
口，直到你归了土 'ăḏāmâ，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 ʿāp̄ār，仍要归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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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20 亚当 'āḏām 给他妻子'iššâ 起名叫夏娃 ḥaûâ，因为她是众生之母。 21 耶和华神
为亚当'āḏām 和他妻子'iššâ 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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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永远活着。” 23 耶和华神便打
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 24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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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两棵树的故事
•

生命树，tree of life, ḥay,

•

分别善恶树， 英文为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善恶知识，
原文， daʿaṯ, 达雅特 之树。 达雅特词根为雅

达。yada。
= 深深知道，深深联结和联合的意思
亚当与夏娃同房 yada, 生了该隐！ （创 4：1）。
耶和华知道 yada 义人的道路 （诗 1：6）
耶和华神禁止亚当和女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用意：
•

两棵树都是好的。

•

生命树是高于分别善恶树的：生命意味着联合、提升。后者起着分开和审
判。人被造是用来审判堕落的天使的（林前 6：3），神不会让人不知道善
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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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愿意是人先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神在允许他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

如果抗命（犯罪）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就不仅有了善恶的知识，更
是与善恶相契合（创 3：22， 耶和华神很清晰地说 他们 yada 善恶，而不是
拥有关于善恶的知识！），被这棵具有审判意义的果子所审判。

3. 按我们的形象造人
他们被造的形象和样式，从伊甸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了以下的特质：

1. 与灵相通
2. 自由
3. 团体性和爱 （造男造女自我不封闭、需要有爱的对象、去爱、去保护、去分
享）
4. 求智慧
5. 表诉智慧和爱，产生语言艺术（诗歌） 、视觉艺术（悦目的美）
6. 能力 （命名、管理、开辟）
7. 顺服
亚当的爱情诗歌显示他爱女人，他道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女从男而出，男视女为尊
重。但是女人在那时没有回应对于男人的顺服。
创 2： 22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 'āḏām 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iššâ，领她到那人
'āḏām 跟前。 23 那人'āḏām 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 'iššâ，
因为她是从男人 'îš 身上取出来的。” 24 因此，人 'îš 要离开父母，与妻子 'iššâ 联合，二
人成为一体 'eḥāḏ。 25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

希伯来文学修辞法：所羅門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歌 1：1） The song of
songs, which is Solomon's.
雅歌= 歌中之歌/至圣所 = 圣中之圣/万王之王 = 王中王/万主之主 = 主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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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骨中的骨 = 上好的骨、肉中的肉=上好的肉。
•

新人格的诞生，我从 'āḏām 上升到 'îš，【发言为 伊希】 而你是 'iššâ 【伊希啊
= 伊莎】！

•

因为她是从男人 'îš 身上取出来的。

撒旦如何钻了空子？
因为亚当的爱女人的方式，不是富有生命的 ！那时他们还没有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他们的爱是令
人窒息的、保护性的、指令性的，也是脆弱的！

三股之绳的启示：二人之爱的不稳定和破口！

传道书 4：9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
碌同得美好的果效。10 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
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
来。这人就有祸了。11 再者，二人同睡，就都
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12

有人攻胜孤

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三股合成的绳
子，不容易折断。

亚当爱女人，却控制、限制女人，损害女人的自由！
耶和华神对于亚当的命令（创 2：16-17）与女人向蛇的复述（创 3：2-3），反应出亚当
把神的吩咐改成控制性的律法交给了女人。当女人被亚当限制时，他们之间就有了嫌隙，
让撒当有机可乘！女人和蛇的交流，撒旦的灵附在蛇的身上，诱惑女人抗命。

创 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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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3：2-3

16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

女人 'iššâ 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

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17 只是分别善恶树 可以吃， 3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

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

定死。”

们死。’”

比较一下，我们可以发现：
（1） 亚当把“耶和华神”压缩成“神”，略去“耶和华”，由于耶和华是神格的第二位，与
亚当熟悉。而神是耶和华后面的掩藏的位格，因此亚当会让女人与神的关系疏
远。
（2） 使得“吩咐”变成“规矩”
（3）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变成“那棵树上的果子”，使其成为绝对性，而非理喻性。
（4） “不可吃”变成“不可吃、不可摸”，限制性增加！指向强硬的限制，以此类推，就
就是 “不可吃、不可摸、不可看，不可想”。。。。
（5） “因为”变成“否则就”（免得,pen 的本意）,从以理服人变成惩罚。

我们必须认定，那时的女人还是天真无邪的，不会扭曲神的吩咐，唯一的合乎逻辑的推论
是亚当出于爱女人，不想失去她，而把神的吩咐变成窒息人的律法体系，直至铸成大错！

撒旦的欺骗：女人与神的对话
亚当和女人遇见试探，而选择背逆去犯罪，加上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开启自己的道德
感，似乎长了智慧。旋即在问责是站不住脚，被道德律定罪，陷入深渊！

打发他出伊甸园去

23 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 24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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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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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于智慧以及生命树的果子的渴望、神的应许
女人指望从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中获得智慧，却一无所获，反遭其害！然而，之后的人类追
求智慧的心愈发强大！
箴言书 3：13 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14 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
如精金。15 比珍珠（或作红宝石）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16 他右手有
长寿。左手有富贵。17 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18 他与持守他的作生命树。持
定他的俱各有福。（和合本）(She is a tree of life to those who take hold of her, And
happy are all who retain her. NKJV)

意译为：对孜孜追求智慧的人来说，智慧就是生命之树。
箴言书 11：30 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原文： 义人 不是泛指，而是特指：“那义者”！
箴言书 11：30 那义者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意译：那义者所结的果子挂在生命树上，（而吃那果实的人，就获得智慧），智慧使你
有能力得到人心。

生命树再次来到人间
在整个圣经中，“那义者” 是旧约犹太人一直盼望的（也是弥撒亚的代名词）

司提反的见证 （先知传的就是那义者）：
[使徒行传 7：51 ] 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
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 52 哪那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
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

亚拿尼亚对于保罗的开导：（保罗梦寐以求的正是那义者）
8

使徒行传 22：14 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
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使徒约翰的见证， 那义者就是耶稣基督 ：
约翰一书 2：1 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
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2 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
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耶稣基督自我宣称：
-

约翰福音 6: 34 他们说，主阿，常将这粮赐给我们。35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
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

约翰福音 6：48-50 我就是生命的粮。49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哪，还是死
了。50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

-

约翰福音 6: 51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
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6:52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
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6:53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
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约翰福音 6: 35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
远不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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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树的果子的内涵
林前 1：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
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新天新地中的生命树

启示录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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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录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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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 a 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3
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4 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
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启示录 22：13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
终。 14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 15 城
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
的。16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
裔；我是明亮的晨星。”17 圣灵和新妇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
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18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
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19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
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4. 按我们的样式造人
1) 创世记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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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1：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ṣelem，按着我们的样式 dᵊmûṯ 造人'āḏām，使他们管
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

ṣelem 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 zāḵār 造女 nᵊqēḇâ。
创 3：22 耶和华神说：“那人 'āḏām 已经与我们相似 'eḥāḏ，能知道 yāḏaʿ善恶。现在恐怕他伸
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这是最难解释的一句，不同的英文版罗列如下。
KJV And the LORD God said, Behold, the man is become as one of us, to know good
and evil: and now, lest he put forth his hand, and take also of the tree of life, and eat,
and live for ever:
NKJV Then the LORD God said, “Behold, the man has become like one of Us, to know
good and evil. And now, lest he put out his hand and take also of the tree of life, and
eat, and live forever”—
NLT: Then the LORD God said, “Look, the human beings[fn] have become like us,
knowing both good and evil. What if they reach out, take fruit from the tree of life, and
eat it? Then they will live forever!”
NIV: And the LORD God said, “The man has now become like one of us, knowing good
and evil. He must not be allowed to reach out his hand and take also from the tree of life
and eat, and live forever.”

不同中文译本汇总

和合本（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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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永远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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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高本（1968）

然后上主天主说：「看，人已相似我们中的一个，知道了善
恶；如今不要让他伸手再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活到永
远。」

呂振中译本

然后上主天主说：「看，人已相似我们中的一个，知道了善

（1970）

恶；如今不要让他伸手再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活到永
远。」

新译本（1992）

耶和华

神说：「那人和我们中间的一个相似，能知善恶；

现在恐怕他伸出手来，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
著。」

恢复本 (2003)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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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中文译本

后来，主上帝说：「那人已经跟我们一样，有了辨别善恶的

（2019）

知识；他不可又吃生命树的果子而永远活下去。」

最费解的是神自己的话：“那人和我们中间的一个相似，能知善恶”以及 KJV， NKJV，
NIV。所以要把他亚当逐出伊甸园！究竟“我们中间的一个”是谁呢？
我把希伯来原文与 KJV 进行对照，截图如下。所有的译本都曲解了一个关键词， “一”
（echad, 以哈德)。这个词一直贯穿整本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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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向以色列民的启示其样式！

旧约的精髓在申命记 6：4 体现出来。神启示出自己的本性：

申 6：5 以色列阿，你要听。耶和華─我們

神是獨一的主。

然而这句话很难翻译，由于语言和翻译的缘故。

听以色列主我们的神 主一

英文：Hear Israel Lord our God Lord One 或 Alone
我按照原文逐字转换：原文没有标点符号，也没有是（Be） 动词，这可是难坏了翻译
家们！
KJV 英文： Hear, O Israel! The LORD our God is one LORD

中文直译： 听

啊 以色列，主我们的神是一主 NIV 英文：Hear, O Israel！The LORD our God,
the LORD is one!

中文直译：

听啊 以色列， 主我们的神，主是一。NLT 英文：

Hear, O Israel！The LORD is our God, the LORD alone.中文直译：听啊 以色
列，主是我们的神，唯一主！

受英文的影响，中文译本给人的感觉也不清晰。

和合本

以色列阿，你要听。耶和華─我們

新譯本

以色列阿，你要听。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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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獨一的主。

恢復本

以色列阿，你要听。耶和華是我們的神；耶和華是獨一的。

現代中文译本

以色列阿，你要听。上主是我們的上帝；惟有他是上主( 「上主……惟
有他是上主」或譯「上主─我們的上帝是惟一的上主」或「上主─我們
的上帝是惟一的」。)。

和合本 2010

以色列阿，你要听。耶和華－我們的上帝是獨一的主([6.4]「主」：原
文是「耶和華」。)。

思高 本

以色列阿，你要听。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上主。

呂振中譯本

以色列阿，你要听。永恆主我們的上帝是獨一無二的永恆主；

現代中文譯本 2019

以色列阿，你要听。上主是我們的上帝；唯有他是上主。

大家看着这些翻译，是否有点晕？ 让我们做一个大胆的翻译学上的简化，我们
引用奥卡莫剃刀（Ocam’s Razor）的原理化繁为简。

听以色列主我们的神主一

（1） 把“听”当成接物动词，以随后的“主”作为宾语，这样，示玛的前半句
成了： 以色列阿，你要听主！

（2） 后半句就简化为：我们的神与主为一！ 这样，示玛的全句就变得简洁
而且活跃： 以色列阿，你要听主！我们的神与主为一！

然后我们根据最新的语言学研究对于“一”进行重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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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精通希伯来文、阿拉伯文的宣教士和神学老师- 本尼.帕耳博士(Bernie
Power) 。他在中东生活多年，由于阿拉伯文与希伯来文是近亲，对于“一”的认识相
近。 他也参考了两种语言，得出结论：
“一” （echad, 以哈德) 的众多语义可以归纳为两种：一个是均质的一 (homogeneous
unity)、一个是复合的一 (compound unity) 。他指出复一（compound unity）使不同
成分和谐地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单元。 如此，当主耶和华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们
的神与主”以哈德“为“一”时，就不可能是均质的
一，它必须是复合的一，即“合一”。是不同而又和
谐成为一体的“合一”。当翻译家把神-主看着“均一
“的时候，就把原文的意思扭曲得眼花缭乱，让人
一头雾水！

3) 耶稣基督的的教导

我们从耶稣大量的教导中发现：他把“一“放在”合
一“这个关系中诠释，把三一神中的”父子合一“表
达得淋漓尽致，例如： 耶稣声明 “ 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 10：30） ，明显对应得
是示玛的下半句。结果犹太人气得要杀他，因为他们认为他称神为自己的父（约翰福
音 5：18），耶稣把自己提升到主的位置了，是犯了死罪了。 耶稣甚至直接引用示玛
来诠释耶稣作为基督，是从“合一”的神那里来的：

约翰福音 17：3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
永生。（和合本 1919）
润色之后：

约翰福音 17：3 认识你合一（echad）的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成为你们的主），这就是永生。（和合本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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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神說：「那人已經有了从我们而来的合一之样式，只是他只知善恶。。。（可惜
啊！）

要不是这样，他伸手也摘生命樹的果子吃，就永遠活著。」

4) 保罗揭示的启示

哥林多前書 11:3 但是我願你們知道：基督是每一個男人的頭，男人是女人的頭，而神是
基督的頭。
哥林多前書 11:7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
耀。
希伯來書 1:3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合一：基督从父出，父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父的荣耀！
同样：女人从男人出，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所以，神格内部的这个关系，被投射在人的内部关系。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样式：
dᵊmûṯ，乃是“一”！

笔者对于历代以来的翻译学上的偏差进行纠正，其本真的意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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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3：22 耶和华神说：“那人 'āḏām 已经与他的女人合一，乃是出
于我们的合一'eḥāḏ 性，他们现在深深联结于 yāḏaʿ善恶。要不是
这样，他们就能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所以：样式乃是神格（父子圣灵）的关系投射到人（夫妻孩子）的
关系。 神的群体性 （合一） -----》 人的群体性（合一）

与几何学中的相状的相似！

5. 总结
人类的历史也是浓缩的创造和拯救。 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体！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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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工作

人的认识

1

因为爱，祂创造天地万
物，最后以自己形象和
样式造人：造男造女！

2

因为爱，祂赐给人类律
法， 使他们行在律法
中而蒙福。

3

因为爱，他把自由给
人，让人有选择的自
由，让撒但有机可乘，
怀疑导致犯罪。

4

因为爱，差遣子成肉

上帝，你是大能的造物主
Ps 139:14 I praise you because I
a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your works are wonderful, I know
that full well.
上帝，你是圣洁、赐律法的主
Ps 119:18 Open my eyes that I may
see wonderful things in your law.

上帝，你何必造我，让我受罪？
And about the ninth hour Jesus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saying, Eli,
Eli, lama sabachthani? that is to
say, My God, my God, why hast
thou forsaken me?” (Matthew
27:46, KJV)
Ps 22:1 My God, my God,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 Why are you so
far from saving me, so far from my
cries of anguish?
上帝，你是拯救的主！

身、在十架死、死而复
活，激发人的信心，称
义脱离罪，重返自由！
5

因为爱，他把自己的灵

上帝，你是赐圣灵赐大能的主！

给人！人顺服圣灵的带
领而蒙福!
6

因为爱，让一切信子的
人同做后嗣，同享受荣
耀，在新天新地做王。

附录一： 旧约形象的资料
ṣelem 在旧约共出现 1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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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你是充满万有的荣耀的主！

创 1: 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
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
形象，造男造女。

5:3 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
9:6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民 33:52 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錾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
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

撒上 6：5 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
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

6:11 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
王下 11:18 于是国民都到巴力庙，拆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力的祭司玛坦杀了。祭
司耶何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

志下 23:17 于是众民都到巴力庙，拆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力的祭司玛坦杀了。
诗 39:6 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诗 73:20 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
结 7:20 “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他建立得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
殿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

结 16:17 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它行邪淫。
结 23:14 阿荷利巴又加增淫行，因她看见人像画在墙上，就是用丹色所画迦勒底人的像，
摩 5:26 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

附录二： 旧约关于样式 的资料
样式，希伯来原文 为 dᵊmûṯ ，标号为 H1823，在旧约出现 2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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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1：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
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5：1 亞當的後代記在下面。當神造人的日子，是照著自己的樣式造的， 2 並且造男造女。在他們
被造的日子，神賜福給他們，稱他們為人。

5：3 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
王下 16：10 10 亚哈斯王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在大马士革看见一座坛，就照
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

志下 4:3 海周围有野瓜 a 的样式，每肘十瓜，共有两行，是铸海的时候铸上的。
诗篇 58:4

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他们好像塞耳的聋虺，

赛 13:4 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哄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
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

赛 40:18 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
结 1:5 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 āḏām 的形象，
结 1:10 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
脸。

结 1:13 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
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

结 1:16 轮的形状和颜色 c 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
结 1:22 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
结 1:26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
状。

结 1:28 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
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结 8:2 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
佛光耀的精金。

结 10:1 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
结 10:10 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个样式，仿佛轮中套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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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10:21 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
结 10:22 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身体的形象，是我从前在迦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们俱各直往前
行。

结 23:15 腰间系着带子，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都是军长的形状，仿照巴比伦人的形象，他们的
故土就是迦勒底。
但 10:6 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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