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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造 與 偉 大 
 

信仰之初之（三）創 1-3 章 
 

引言、上帝有幾「偉大」？！ 
 

在對上的兩篇講章中，我已經嚕囌了多遍，指明上帝真是我們的「父」，祂是情深意切甚

至飽受「產難」地「生育」我們，而不是泛泛地創造一個客體世界。本篇我會繼續接續這

個「倫理」和「反面」進路，進一步將上帝的創造按經文正意解說為「做一頓飯」和「越

失敗越偉大」的一個「創造傳奇」。 

 

對於絕大多數的「宗教家」來說，「做一頓飯」是絕對不能夠編入「神學辭典」的，因為

上帝的創造一定是一個「超人間」的「偉大」作為，人世間的任何行動都無可比擬，更何

況是連在人間都不很入流的「做一頓飯」呢？而且，「偉大」這一詞，顧名思議，只可能

與「成功」掛勾，怎可能「越失敗越偉大」呢？ 

 

許多人，將上帝的「偉大」想當然地理解為祂的「全智」、「全善」和「全能」之類的所

謂「屬性」的總稱，然後，再類推出上帝最偉大的作為，自然莫過於創造宇宙萬物了。就

連「基督救贖」也必定要納入為「創造工程」的一部分，才能同步顯出其偉大的一面。按

此思路，解讀創世記的目的就只有一個，甚至摩西寫創世記的目的也只可能得一個，就是

極力宣揚：「上帝！你真偉大！」不是嗎？歌都有得唱啦： 

 

主阿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你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 （你真偉大！） 

 

另外，有一首類似詩歌也這樣唱： 

 

耶和華我們的主，你的名在地何美，你將榮耀彰顯於天，將榮耀彰顯於天。 
觀看你所造的天，所擺設月亮星宿。 
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他算甚麼？ 
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你賜他榮耀冠冕。        （人算甚麼？） 

 

據稱，這兩首都是教會的「流行曲」。當然，籠統說，基督徒怎可以說上帝的創造大能不

值得「讚美」呢？基督徒誰會質疑上帝的創造工程不夠「偉大」呢？但是，慣於「多愁善

感」的我，卻是一直對「讚美上帝創造陽光空氣」之類的祈禱完全無法投入，對「上帝創

造花花草草」也從未有甚麼「驚嘆」的感覺，至於甚麼對著「大自然」來默想，更是老半

天也想不出甚麼來。 

 

實話實說，慣常人們所說的「上帝創造」在我心裡連半點漣漪都不曾激起過。因為在一段

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完全無法感應到上帝「創造」有甚麼實質的難度。祂「說有就有，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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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就立」，不費吹灰之力；而祂之所以不費吹灰之力，也不是因祂先前經過極大的刻苦努

力，而是祂「天生」就是無所不能的！想想，一個「天生」的億萬富豪隨手捐上一千幾百

萬，有幾「偉大」呢？──呸！ 

 

我對於人世間的一切「失敗英雄」，就是那些奮鬥一生卻因著懷才不遇、時不我與，終而

救世無力，鬱鬱而終的人，總是肅然敬。這些人無疑是「失敗者」，但我倒覺得他們才是

真真正正的「偉大者」。反之，這個「天生」就是無所不能，就能夠毫不費勁地創造出一

切的上帝，我倒是真的想不出祂有幾「偉大」！？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每當要

讚美「你真偉大」的時候，我總是覺得十分撇扭，無法投入。再者，只要我們稍有心肝，

為著每天都出現在我們身邊眼底的人間悲劇，就更不得不苦苦追問：「上帝啊，你昔日創

天造地無所不能的『偉大』跑到哪裡去了？」 

 

除非我們自甘於拾人牙慧，抄襲一堆只存在「神學字典」裡頭的「空概念」而隨口「讚美」

一番、「偉大」一番，又或我們對身邊眼底的人間悲劇根本不聞不問或無動於中，否則，

我懇請大家跟我一起，嘗試「反其道而行」──以截然不同的眼界和眼光去重新解讀創世

記，就是從最「微不足道」之處、最「失敗挫折」之處去尋找、發現和定義上帝的創造的

真真正正的偉大。  

 

對，上帝的「創造」（姑且仍用這字眼）是「偉大」的，不過，祂的偉大不是祂造了花花

草草、日月星辰，而是別有所指。今天，我會主要透過創世記一至三章，與大家一起細味

上帝在祂的創造之中所呈現的真正偉大。我說過了，我的解經多是大刀闊斧的，甚少斟字

酌句。至於創世記一至三章，從字句形式到內容舖排，更顯然是「詩味」很重的經文，換

然之，我們要解的是它的「整體意境」而不是「個別字句」。所以，以下我不會逐字逐句

解，而只會串說重點及大意，為省減煩瑣，部分我會連讀經都省去，大家需要的話可以看

講章（文字版）或自行查看聖經。 

 

一、工程浩大，關懷微小！ 
 

我們讀創世記第一章，第一要緊的就是不要先入為主，只著眼去看那些「大」的東西，譬

如日月星晨是怎麼造和為甚麼造的，然後再依現代人的「心理需要」和「現實關懷」來「發

展」出一套甚麼「創造神學」。我們只要忠於經文本身，用心細心的讀（留意，不是咬文

嚼字這種細心，而是善用心靈忖摩的那種細心），就一定可以發現全章經文的指向與關切

是越來越「微小」的。我們看創世記第一章。 

 
1:1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
2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3
上

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4
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

5
上帝稱光為

「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第一日上帝造了「光」，但是接下來，創世記的經文對「光」的著墨並不多，重點倒是移

向在「光」照耀之下的「天地」，這就像你進房子開「燈」後，也不會把注意力放在「燈

光」之上，而是著意於燈光照耀下的其他事物上。另外，這裡說到的「光」與顯然不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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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月亮等光體發出的「物質的光」，而是指某種「屬靈的光」。由「光」而及於「天

地」，某意義講就是由「靈界」轉到「物質界」上，驟看，上帝的關懷是明顯「降格」了。 
 

6
上帝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將水分為上下。」

7
上帝就造出空氣，將空氣以下

的水、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了。事就這樣成了。
8
上帝稱空氣為「天」。有晚上，有早

晨，是第二日。 

 

第二日上帝就造出（或說分出了）了「天」和「地」（廣義的地，指被大水所覆蓋的整個

大地），但是接下來，經文對「上面的天」的著墨不多，而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下面的地」

的上面，即是，上帝的「眼界」又再進一步收窄或說「降格」了。 

 
9
上帝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旱地露出來。」事就這樣成了。

10
上帝稱旱地

為「地」，稱水的聚處為「海」。上帝看著是好的。
11
上帝說：「地要發生青草和

結種子的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著核。」事就這樣成了。
12

於是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各從其類；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

都包著核。上帝看著是好的。
13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第三日上帝就造出（或說分出了）了「海」和「旱地」（狹義的地，露出水面的地），但

是，接下來的經文對「海」的著墨不多，而把注意力更主要地放在「旱地」之上。 

 
14
上帝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

15
並要發

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16 於是上帝造了兩個大光，大的管晝，

小的管夜，又造眾星，
17
就把這些光擺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18
管理晝夜，分別明

暗。上帝看著是好的。
19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第四日，雖然提到上帝造出了天上的星體，但這不意味上帝又回過頭關心「天」，將祂的

眼界「升格」回到比較高的境界去。留意，上帝並不在乎外太空有否「高等生物」，月球

有否水分、火星究竟住不住得人，太陽會否有一天燒光等等。上帝造出「天體」卻只著眼

於一事，就是它們對「人間」（人類）的「作用」。即是，上帝雖然「抬頭望天」造出日

月星晨，但祂的心原來沒有一刻離開過人間。祂的關心，是「下」而不是「上」。 

 
20
上帝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

21

上帝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從其類；又造出各樣飛鳥，各

從其類。上帝看著是好的。
22
上帝就賜福給這一切，說：「滋生繁多，充滿海中的

水；雀鳥也要多生在地上。」
23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第五日，上帝又就造出了「天」和「海」裡的生物，但是，一如以往，接著經文又把注意

力主要放在「旱地」及其上的生命之上。 

 
24
上帝說：「地要生出活物來，各從其類；牲畜、昆蟲、野獸，各從其類。」事就

這樣成了。
25
於是上帝造出野獸，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一切昆蟲，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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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其類。上帝看著是好的。
26
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

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

昆蟲。」27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28上帝就賜福

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

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29
上帝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

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
30
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

飛鳥，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給牠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
31
上帝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第六日的創造完全集中在範圍大幅收窄、境界也太幅下滑到「下界」的「旱地」之上，但

同時又十分明顯的，就是至此才是上帝創造工程的焦點和高峰。至於上帝在「旱地」上的

創造有三大項目：１、陸上動物；２、人；３、陸上植物。我先說「陸上植物」。 

 

最要緊的，是我們應該看到，上帝創造的工程的確很「浩大」，但是，祂實質的關懷卻是

非常「微小」，「格局」越來越細。祂先造出了靈界的「真光」，再出浩瀚無邊的物質宇

宙，但是，祂的「眼界」卻是「越過」這些，一步一步收窄、下滑，由靈界（光）而及於

物質界的天地（廣義的地），再及於侷促的旱地（狹義的地），最後，更及於旱地上最微

小的生命──果樹的種子，為的，原來正正是「做好這頓飯」──為人預備可以吃用的食

物。世界如此之廣大高深，但是，上帝的關懷，竟然集中於為人類「做好這頓飯」。這就

像一對年輕夫婦，為著他們快要出世的孩子，逛公司時除了「嬰兒用品」外，便好像甚麼

都看不見一樣。偉大的上帝，但是祂的關懷卻是這樣及於「微小」，想想，這種不是使人

更加心動的「偉大」麼？ 

 

再說「陸上動物」。「陸上植物」是造給人吃用的，哪「陸上動物」，上帝造來又是為了

甚麼呢？第一章未說分明，第二章就清清楚楚了： 

 
2:18

耶和華上帝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19
耶和華上帝

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麼。那人怎

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牠的名字。
20
那人便給一切牲畜和空中飛鳥、野地走獸都

起了名；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 

 
21
耶和華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

22
耶和

華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那人跟前。23 那人說：這是

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
24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25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

不羞恥。 

 

原來，上帝造出陸上的動物是給我們作「玩伴」的。雖然，所有陸上動物都落選了，最後

上帝造出「女人」來作給人作「伴」（配偶）。但是，上帝造出動物是給人「作伴」的作

用仍在，只是牠們沒有「女人」那種與人能相等相交血肉相連的「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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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看到，上帝工程浩大的創造，勞師動眾搞足六天，原來，都不過是為人類預備

陸上植物作食物，預備陸上動物作玩具和玩伴，實質與「一般小夫妻」為他們的小寶貝做

的事情本質上完全一樣，就是又怕他餓又怕他悶，於是，一天到晚為他們的小寶貝預備食

物和玩具（玩伴）。對，天父真偉大，但不是因為祂「創天造地」好巴閉，而是祂竟然如

此溫柔細膩地、不嫌低下地為我們預備吃用、預備玩具，還預備一起玩的伴侶和朋友。這

種「偉大」才會叫人動心啊！ 

 

二、保護周全，設置危險！ 
 

但是，天父也像「一般小夫妻」一樣，孩子稍大，除了為他們預備「吃」和「玩」地東西

之外，為了孩子的「成長」和「將來」，也會預備一些東西、或者設立一些場景，或者交

付一些「工作」（譬如所謂「幫忙做家務」之類），好給他們的孩子一點「學習」和「訓

練」的機會。天父的心腸也是如此，甚至猶有過之。 

 
1:26

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

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27
上帝就照著自己的

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28
上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

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

的活物。」 

 

不過，無所不能的上帝，根本用不著人來幫忙管理甚麼，而人笨手笨腳，也實在幫不了甚

麼，正如小孩子根本不能幫你做甚麼「家務」一樣。天父之所以要人「做事」，其實，是

希望我們能夠在最大的能力範圍內「分享」（不是「分擔」）上帝的創造，正如媽媽在開

飯前叫孩子放碗筷端菜盤，為的是讓他有機會「分享」媽媽做好這頓飯的功勞和喜悅一樣。

不但如此，內裡更有一個深情細意的動機，就是想這樣她的孩子就會乖乖吃飯──因為這

頓飯是你也「有分」做的呀！（正常而言，人總會愛惜保守他「有分」做的事物。）這就

是慈母心腸，我們的天父叫我們「幫忙」管理的心腸更是如此。看到嗎？天父的創造安排

如此的「心細如絲」，真是何等偉大！ 

 

不過，天父的心細如絲並不止於此。祂擔心「治理這地」的目標一下子太大，於是，祂就

為我們又造出了一個「縮水版」的世界──伊甸園來「訓練」和我們的始祖。我們且看第

二章，更加「微觀」地看看上帝創造裡的細意柔情。 

 
2:8
耶和華上帝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裏。

9
耶和華上帝使

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園子當中又有生

命樹和分別善惡的樹。 

 
10
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從那裏分為四道：

11
第一道名叫比遜，就是環繞

哈腓拉全地的。在那裏有金子，
12
並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裏又有珍珠和紅瑪

瑙。
13
第二道河名叫基訓，就是環繞古實全地的。

14
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流在亞

述的東邊。第四道河就是幼發拉底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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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耶和華上帝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16
耶和華上帝吩咐他說：「園

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17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在伊甸園外，我們看到有四道河流，代表著「生命水」，在伊甸園內，我們又看到有無數

的「生命樹」，這一切表明，伊甸園是在上帝的「無限供應」下的，意思是，這個「訓練

場地」實質上得著上帝的「無限支援」，受著「重重保護」的。這像爸爸媽媽叫孩子「幫

忙」做點甚麼，但事實上，為了讓孩子做到這點「可有可無」的幫忙，作爸媽的先要倒過

來「幫」上許多把，好讓他們能「幫忙」一樣。上帝一邊叫人「做事」，但為了叫人能做

到那一點「事」，上帝自己卻要先要為他「部署」好一切。伊甸外圍著生命水，伊甸內遍

植生命樹，裡應外合，意味為著設立這個「訓練場地」，上帝已做了最好的安排部署。 

 

當然，問題來了，如此美好完備的安排部署，卻又為甚麼「百密一疏」，放上一個有可能

叫人跌倒的「陷阱」──「分別善惡樹」，後來還不知從哪裡跑進條引人犯罪的「蛇」就

更不用說了。換言之，我們要問的是，上帝一手佈置的伊甸園為甚麼會出現一個這樣的大

矛盾：一方面「保護周全」，一方面又「設置危險」。 

 

於此，一般泛泛的「創造論」就行人止步了，因為它太簡化上帝的創造動機、創造工程和

創造的曲折和難度。一句話，上帝要創造的原來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一分「關係」。

上帝要造出千萬個類似「人」的物體，毫無難度，要造出千萬個「馬爾代夫」式的「伊甸

園」給人享用也毫無難度，真正難的，是「造」出一分「兩情相悅」永世不渝的關係。創

造關係比創造一切都困難，因為它必需得到對方「合作」和「配合」，而要得到對方的「合

作」和「配合」以成就這分關係，上帝唯有「創造」出最吊詭的一樣事物──禁令： 

 
2:16

耶和華上帝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
17
只是分別善惡

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為了「配合」禁令──讓人有違反禁令的「自由」，於是，祂唯有故意「百密一疏」，在

本來絕對安全的伊甸園裡置設「分別善惡樹」，讓人有表達順服或反叛的自由，最終以此

來「成就關係」。上帝的創造工程也因此而變得非常的曲折，甚至陷於失敗挫折的困難境

地。但是，這就更顯出祂的「偉大」了，因為這充分反映出上帝是何等尊重人，何等重視

與人建立關係，甚至不惜為此而冒上大風險、承擔大失敗、忍受大痛苦。 

 

三、容忍失敗，又施咒詛！ 
 

事實上，天父為達到與人創造關係的最終目的，祂的創造流程中吊詭的地方很多，非常專

注於「微小」之處是其一，容許類似「分別善惡樹」這類「危險」的因素出現是其二，而

更甚的是，祂竟然容忍祂的創造工程要承受某種「失敗」，還施以某種「咒詛」！這就是

創世記第三章講到的，一種極為奇特的創造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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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耶和華上帝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上帝豈是

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
2
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

可以吃，3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上帝曾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

你們死。』」
4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5
因為上帝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

就明亮了，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
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

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

夫也吃了。 

 
7
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

做裙子。
8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上帝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上帝的聲音，就

藏在園裏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上帝的面。 

 
9
耶和華上帝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裏？」

10
他說：「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

我就害怕；因為我赤身露體，我便藏了。」
11
耶和華說：「誰告訴你赤身露體呢？

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嗎？」
12
那人說：「你所賜給我、與我

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
13
耶和華上帝對女人說：「你

做的是甚麼事呢？」女人說：「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 

 

依慣常的「創造論」的講法，我們不會把這次「失敗事件」納入為上帝的「創造計劃」的

一部分，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分別善惡樹」是上帝故意「百密一疏」佈置在這裡的

「阱陷」，「不可吃」的禁令也造就了人有反叛的理由和動機，「蛇」（撒但）肯定是上

帝容許牠私自進來的（牠也可能本就是伊甸園的看守者之一），而人犯罪時上帝不馬上加

以阻止，而事後才出現追究，也是相當匪夷所思的，讓人覺得祂好像是「故意」的。（類

似事例還有：該隱殺弟後上帝才出現，掃羅剛獻完祭撒母耳就來到了，彼得三次不認主後

雞就啼了，都是「巧合」得令人覺得是故意安排的。）在在證明，這件「墮落事件」，某

意義講，是包含在上帝的創造（特指人）的計劃中的。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上帝『創

造』人的失敗！」這就正如浪子的父親容許小兒子離開，某意義上講，是他「造成」小兒

子在外面的「墮落」一樣。 

 

死心眼的人一定不能了解上帝為甚麼要「創造失敗」，我也不打算解得他們明白。但請你

動心想想，你與上帝的關係是怎樣「建立」的？是讀神學讀出來的嗎？豈不正是你在苦罪

沉淪之中開始發現或至少開始在乎的麼？浪子正因「墮落」才想起父家和父親，父親容許

小兒子離家「墮落」，豈是無因？主耶穌明知而仍容許彼得跌倒，為的是叫他更知道不可

以離開主，用心也是相同。上帝為著「創造」與我們的關係，不惜「創造」一系列的「失

敗經驗」給我們，祂的苦心也是在此。這樣的「創造」心腸，才是真正偉大的啊！還不止

於此，人類失敗後，天父還怕我們忘記這個教訓，於是，祂就「咒詛」人： 

 
3:16

又對女人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戀慕你

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
17
又對亞當說：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

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裏得吃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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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
19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

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但天父上帝不是為咒詛而咒詛，這一切，一是為使人在「勞苦」中想望天家，一是叫人在

生產與勞動的磨難中，領會天父「生養」我們的痛苦與艱難。這些「咒詛」，其實也是上

帝創造關係的工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客觀上，人類在今生的苦罪沉淪，使我們將來回到

天家後，不敢再離家出走；主觀上，讓我們飽嘗生產與勞動之苦，好領會天父「生養」我

們的痛苦與艱難，因而自己責備自己，將來就不會再傷祂的心了。這樣，天父與我們的關

係就創造完滿，穩如泰山了。天父的創造心腸，曲折如此，但因而就更加動人！  

 

四、留下回憶，禁走捷徑！ 
 

上文說到，心細如絲的天父，為永久地創造我們與祂的關係，不惜「創造失敗」甚至「創

造咒詛」，但是，祂又怕這種「創造」方式太過吊詭曲折，我們可能無法領會，或誤走歪

路，於是，祂在趕逐始祖離開伊甸時，就做了兩個部署： 

 
3:20

亞當給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為她是眾生之母。
21
耶和華上帝為亞當和他妻子用

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 

 
22
耶和華上帝說：「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現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

樹的果子吃，就永遠活著。」
23
耶和華上帝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

土。
24
於是把他趕出去了；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

要把守生命樹的道路。 

 

第一、天父用一件「皮衣」為我們「創造了回憶和盼望」。這個「皮衣」象徵，後來就擴

大為舊約裡的贖罪祭和新約裡的基督贖罪。透過這個「遊子身上衣」的象徵，仁慈的天父

深情細意地告訴我們：祂雖然趕逐我們暫時離開父家，但祂的心天天惦念著我們，總有一

天，祂要領我們重返父家，永居父家。 

 

第二、天父又「嚴密把守伊甸園和生命樹」，為的是阻止我們走「自己救自己」的捷徑和

歪路。上帝要我們受苦受罰，我們就要甘心受苦受罰，而不是用任何方式「解救」，譬如

偷入伊甸園裡，在與上帝未建立情分關係之下，妄想得到任何形式的「永生不死」。上帝

雖然容許我們失敗，甚至咒詛我們，但只要你明白「慈父心腸」，你就應相信這些都是死

不了的，只要甘心受責，祂怒氣過後，就必再憐恤我們。上帝嚴密把守伊甸園和生命樹不

是「小器」，而是不想我們走歪路。因為永生只能來自與上帝永遠的關係，這關係只能通

過「皮衣」象徵的恩典、犧牲和相信，而不是偷入伊甸園偷摘生命果，靠「錯上加錯」的

惡行可以得著的。為著創造與我們真實和永久的關係，看！上帝的心曲折成怎麼樣子？然

而，為著愛、因著愛，能不曲折嗎？然而，也只有這種創造情懷，才是真正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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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你真偉大！ 
 

對！上帝真是很偉大，祂的創造工程也很偉大，只是，大家要懂得看，懂得想，曉得祂及

祂的創造真正偉大的地方在哪裡。 

 

造宇宙萬物，造山河大地，這種「偉大」可以「嚇人」，但絕不能叫人「動心」──「你

有你偉大，與我何干？」唯有上帝在創造之中顯出的無微不至、心細如絲，以至因此而飽

嘗痛苦，備受冤屈，才足以照見祂的真正偉大。 

 

祂有創天造地的偉大權能，但祂的心眼、祂的關切，竟全部放在我們這些最微不足道的人

身上。大衛的詩篇第八篇就這樣說： 

 
詩 8:1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2
你因

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3我觀

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4
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

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5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6-8
你派他

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裏的魚，凡

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9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令大衛驚嘆的不是上帝造日月群星有幾巴閉，而是，祂竟顧念人，這樣看得起人，還派人

去「管理」甚麼。大衛也不是泛泛地講、概念地講上帝的揀選與提拔。因為，這是他親身

有血有肉地經歷過的。當年，上帝要膏立他為王，沒有一個人看得上他：他爸爸耶西使他

去放羊，根本沒想過他會中選，他的七個哥哥更看他不上眼，連撒母耳最初也不能一眼看

上他，掃羅更自然是最徹底的反對者；卻是，只有上帝一個人，投給大衛唯一的一票。想

想，「日理萬機」的上帝，千萬人中，竟看見你，還看中你，還力排眾議地「保」你，這

不是「偉大」得令人心動嗎？上帝的偉大不是因為祂做了許多「大事」，而是因祂竟做了

把我放在眼內、放在心上的這等「小事」──這麼「小」的事你也做得出來，你真偉大！ 

 

上帝有創天造地的大能大力，但祂的創造的關懷卻又是如此的幼細低微，為人類細意預備

吃用的（果子作食物）、玩樂的（動物作玩伴）、人際的（夏娃作配偶）和學習的（伊甸

園作訓練場），比人間一切父母心腸還更父母，滿眼都只有孩子，做甚麼都是為了孩子。

但比人間父母更加偉大的，是祂為著創造與我們的永久關係，甚至不惜出人意表地「創造

禁令」、「創造失敗」、「創造咒詛」和「創造難產」──忍痛使自己與人類都進入生育

與勞動的綿長的痛苦之中，甚至要備受人類的誤會與責難。苦心孤詣，原來，都只是為了

完成祂的創造（生育）──最終建立與人的永遠關係。 

 

弟兄姊妹，這種深刻細緻、曲折迂迴的，簡直瀝得出「血」來的創造觀，與我們慣常所說

的，貌似偉大而其實毫不費力的蒼白的創造觀完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這才足以呈現上帝

的真正偉大，而這樣呈現出來的上帝創造的「心血」，才能與主耶穌救贖的「鮮血」前後

呼應，渾成一體，整合出一個整全的、動人的基督信仰。原來，救贖要流血，創造也一樣

要「流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