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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造 与 伟 大 
 

信仰之初之（三）创 1-3 章 
 

引言、上帝有几「伟大」？！ 
 

在对上的两篇讲章中，我已经噜苏了多遍，指明上帝真是我们的「父」，祂是情深意切甚

至饱受「产难」地「生育」我们，而不是泛泛地创造一个客体世界。本篇我会继续接续这

个「伦理」和「反面」进路，进一步将上帝的创造按经文正意解说为「做一顿饭」和「越

失败越伟大」的一个「创造传奇」。 

 

对于绝大多数的「宗教家」来说，「做一顿饭」是绝对不能够编入「神学辞典」的，因为

上帝的创造一定是一个「超人间」的「伟大」作为，人世间的任何行动都无可比拟，更何

况是连在人间都不很入流的「做一顿饭」呢？而且，「伟大」这一词，顾名思议，只可能

与「成功」挂勾，怎可能「越失败越伟大」呢？ 

 

许多人，将上帝的「伟大」想当然地理解为祂的「全智」、「全善」和「全能」之类的所

谓「属性」的总称，然后，再类推出上帝最伟大的作为，自然莫过于创造宇宙万物了。就

连「基督救赎」也必定要纳入为「创造工程」的一部分，才能同步显出其伟大的一面。按

此思路，解读创世记的目的就只有一个，甚至摩西写创世记的目的也只可能得一个，就是

极力宣扬：「上帝！你真伟大！」不是吗？歌都有得唱啦： 

 

主阿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 （你真伟大！） 

 

另外，有一首类似诗歌也这样唱： 

 

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地何美，你将荣耀彰显于天，将荣耀彰显于天。 
观看你所造的天，所摆设月亮星宿。 
便说人算甚么？你竟顾念他，他算甚么？ 
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你赐他荣耀冠冕。        （人算甚么？） 

 

据称，这两首都是教会的「流行曲」。当然，笼统说，基督徒怎可以说上帝的创造大能不

值得「赞美」呢？基督徒谁会质疑上帝的创造工程不够「伟大」呢？但是，惯于「多愁善

感」的我，却是一直对「赞美上帝创造阳光空气」之类的祈祷完全无法投入，对「上帝创

造花花草草」也从未有甚么「惊叹」的感觉，至于甚么对着「大自然」来默想，更是老半

天也想不出甚么来。 

 

实话实说，惯常人们所说的「上帝创造」在我心里连半点涟漪都不曾激起过。因为在一段

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完全无法感应到上帝「创造」有甚么实质的难度。祂「说有就有，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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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就立」，不费吹灰之力；而祂之所以不费吹灰之力，也不是因祂先前经过极大的刻苦努

力，而是祂「天生」就是无所不能的！想想，一个「天生」的亿万富豪随手捐上一千几百

万，有几「伟大」呢？──呸！ 

 

我对于人世间的一切「失败英雄」，就是那些奋斗一生却因着怀才不遇、时不我与，终而

救世无力，郁郁而终的人，总是肃然敬。这些人无疑是「失败者」，但我倒觉得他们才是

真真正正的「伟大者」。反之，这个「天生」就是无所不能，就能够毫不费劲地创造出一

切的上帝，我倒是真的想不出祂有几「伟大」！？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要

赞美「你真伟大」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十分撇扭，无法投入。再者，只要我们稍有心肝，

为着每天都出现在我们身边眼底的人间悲剧，就更不得不苦苦追问：「上帝啊，你昔日创

天造地无所不能的『伟大』跑到哪里去了？」 

 

除非我们自甘于拾人牙慧，抄袭一堆只存在「神学字典」里头的「空概念」而随口「赞美」

一番、「伟大」一番，又或我们对身边眼底的人间悲剧根本不闻不问或无动于中，否则，

我恳请大家跟我一起，尝试「反其道而行」──以截然不同的眼界和眼光去重新解读创世

记，就是从最「微不足道」之处、最「失败挫折」之处去寻找、发现和定义上帝的创造的

真真正正的伟大。  

 

对，上帝的「创造」（姑且仍用这字眼）是「伟大」的，不过，祂的伟大不是祂造了花花

草草、日月星辰，而是别有所指。今天，我会主要透过创世记一至三章，与大家一起细味

上帝在祂的创造之中所呈现的真正伟大。我说过了，我的解经多是大刀阔斧的，甚少斟字

酌句。至于创世记一至三章，从字句形式到内容铺排，更显然是「诗味」很重的经文，换

然之，我们要解的是它的「整体意境」而不是「个别字句」。所以，以下我不会逐字逐句

解，而只会串说重点及大意，为省减烦琐，部分我会连读经都省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看

讲章（文字版）或自行查看圣经。 

 

一、工程浩大，关怀微小！ 
 

我们读创世记第一章，第一要紧的就是不要先入为主，只着眼去看那些「大」的东西，譬

如日月星晨是怎么造和为甚么造的，然后再依现代人的「心理需要」和「现实关怀」来「发

展」出一套甚么「创造神学」。我们只要忠于经文本身，用心细心的读（留意，不是咬文

嚼字这种细心，而是善用心灵忖摩的那种细心），就一定可以发现全章经文的指向与关切

是越来越「微小」的。我们看创世记第一章。 

 
1:1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3
上

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4
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5
上帝称光为

「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第一日上帝造了「光」，但是接下来，创世记的经文对「光」的着墨并不多，重点倒是移

向在「光」照耀之下的「天地」，这就像你进房子开「灯」后，也不会把注意力放在「灯

光」之上，而是着意于灯光照耀下的其它事物上。另外，这里说到的「光」与显然不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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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月亮等光体发出的「物质的光」，而是指某种「属灵的光」。由「光」而及于「天

地」，某意义讲就是由「灵界」转到「物质界」上，骤看，上帝的关怀是明显「降格」了。 
 

6
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7
上帝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

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
8
上帝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

晨，是第二日。 

 

第二日上帝就造出（或说分出了）了「天」和「地」（广义的地，指被大水所覆盖的整个

大地），但是接下来，经文对「上面的天」的着墨不多，而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下面的地」

的上面，即是，上帝的「眼界」又再进一步收窄或说「降格」了。 

 
9
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

10
上帝称旱地

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上帝看着是好的。
11
上帝说：「地要发生青草和

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
12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

都包着核。上帝看着是好的。
13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第三日上帝就造出（或说分出了）了「海」和「旱地」（狭义的地，露出水面的地），但

是，接下来的经文对「海」的着墨不多，而把注意力更主要地放在「旱地」之上。 

 
14
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

15
并要发

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16 于是上帝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

小的管夜，又造众星，
17
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18
管理昼夜，分别明

暗。上帝看着是好的。
19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第四日，虽然提到上帝造出了天上的星体，但这不意味上帝又回过头关心「天」，将祂的

眼界「升格」回到比较高的境界去。留意，上帝并不在乎外层空间有否「高等生物」，月

球有否水分、火星究竟住不住得人，太阳会否有一天烧光等等。上帝造出「天体」却只着

眼于一事，就是它们对「人间」（人类）的「作用」。即是，上帝虽然「抬头望天」造出

日月星晨，但祂的心原来没有一刻离开过人间。祂的关心，是「下」而不是「上」。 

 
20
上帝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

21

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

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
22
上帝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

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23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第五日，上帝又就造出了「天」和「海」里的生物，但是，一如以往，接着经文又把注意

力主要放在「旱地」及其上的生命之上。 

 
24
上帝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

这样成了。
25
于是上帝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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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
26
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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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28上帝就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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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上帝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

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30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

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牠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31
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第六日的创造完全集中在范围大幅收窄、境界也太幅下滑到「下界」的「旱地」之上，但

同时又十分明显的，就是至此才是上帝创造工程的焦点和高峰。至于上帝在「旱地」上的

创造有三大项目：１、陆上动物；２、人；３、陆上植物。我先说「陆上植物」。 

 

最要紧的，是我们应该看到，上帝创造的工程的确很「浩大」，但是，祂实质的关怀却是

非常「微小」，「格局」越来越细。祂先造出了灵界的「真光」，再出浩瀚无边的物质宇

宙，但是，祂的「眼界」却是「越过」这些，一步一步收窄、下滑，由灵界（光）而及于

物质界的天地（广义的地），再及于局促的旱地（狭义的地），最后，更及于旱地上最微

小的生命──果树的种子，为的，原来正正是「做好这顿饭」──为人预备可以吃用的食

物。世界如此之广大高深，但是，上帝的关怀，竟然集中于为人类「做好这顿饭」。这就

像一对年轻夫妇，为着他们快要出世的孩子，逛公司时除了「婴儿用品」外，便好象甚么

都看不见一样。伟大的上帝，但是祂的关怀却是这样及于「微小」，想想，这种不是使人

更加心动的「伟大」么？ 

 

再说「陆上动物」。「陆上植物」是造给人吃用的，哪「陆上动物」，上帝造来又是为了

甚么呢？第一章未说分明，第二章就清清楚楚了： 

 
2:18

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19
耶和华上帝

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么。那人怎

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牠的名字。
20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

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21
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22
耶和

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23 那人说：这是

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24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25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

不羞耻。 

 

原来，上帝造出陆上的动物是给我们作「玩伴」的。虽然，所有陆上动物都落选了，最后

上帝造出「女人」来作给人作「伴」（配偶）。但是，上帝造出动物是给人「作伴」的作

用仍在，只是牠们没有「女人」那种与人能相等相交血肉相连的「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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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看到，上帝工程浩大的创造，劳师动众搞足六天，原来，都不过是为人类预备

陆上植物作食物，预备陆上动物作玩具和玩伴，实质与「一般小夫妻」为他们的小宝贝做

的事情本质上完全一样，就是又怕他饿又怕他闷，于是，一天到晚为他们的小宝贝预备食

物和玩具（玩伴）。对，天父真伟大，但不是因为祂「创天造地」好巴闭，而是祂竟然如

此温柔细腻地、不嫌低下地为我们预备吃用、预备玩具，还预备一起玩的伴侣和朋友。这

种「伟大」才会叫人动心啊！ 

 

二、保护周全，设置危险！ 
 

但是，天父也像「一般小夫妻」一样，孩子稍大，除了为他们预备「吃」和「玩」地东西

之外，为了孩子的「成长」和「将来」，也会预备一些东西、或者设立一些场景，或者交

付一些「工作」（譬如所谓「帮忙做家务」之类），好给他们的孩子一点「学习」和「训

练」的机会。天父的心肠也是如此，甚至犹有过之。 

 
1:26

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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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

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28
上帝就赐福给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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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无所不能的上帝，根本用不着人来帮忙管理甚么，而人笨手笨脚，也实在帮不了甚

么，正如小孩子根本不能帮你做甚么「家务」一样。天父之所以要人「做事」，其实，是

希望我们能够在最大的能力范围内「分享」（不是「分担」）上帝的创造，正如妈妈在开

饭前叫孩子放碗筷端菜盘，为的是让他有机会「分享」妈妈做好这顿饭的功劳和喜悦一样。

不但如此，内里更有一个深情细意的动机，就是想这样她的孩子就会乖乖吃饭──因为这

顿饭是你也「有分」做的呀！（正常而言，人总会爱惜保守他「有分」做的事物。）这就

是慈母心肠，我们的天父叫我们「帮忙」管理的心肠更是如此。看到吗？天父的创造安排

如此的「心细如丝」，真是何等伟大！ 

 

不过，天父的心细如丝并不止于此。祂担心「治理这地」的目标一下子太大，于是，祂就

为我们又造出了一个「缩水版」的世界──伊甸园来「训练」和我们的始祖。我们且看第

二章，更加「微观」地看看上帝创造里的细意柔情。 

 
2:8
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9
耶和华上帝使

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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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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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16
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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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甸园外，我们看到有四道河流，代表着「生命水」，在伊甸园内，我们又看到有无数

的「生命树」，这一切表明，伊甸园是在上帝的「无限供应」下的，意思是，这个「训练

场地」实质上得着上帝的「无限支持」，受着「重重保护」的。这像爸爸妈妈叫孩子「帮

忙」做点甚么，但事实上，为了让孩子做到这点「可有可无」的帮忙，作爸妈的先要倒过

来「帮」上许多把，好让他们能「帮忙」一样。上帝一边叫人「做事」，但为了叫人能做

到那一点「事」，上帝自己却要先要为他「部署」好一切。伊甸外围着生命水，伊甸内遍

植生命树，里应外合，意味为着设立这个「训练场地」，上帝已做了最好的安排部署。 

 

当然，问题来了，如此美好完备的安排部署，却又为甚么「百密一疏」，放上一个有可能

叫人跌倒的「陷阱」──「分别善恶树」，后来还不知从哪里跑进条引人犯罪的「蛇」就

更不用说了。换言之，我们要问的是，上帝一手布置的伊甸园为甚么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大

矛盾：一方面「保护周全」，一方面又「设置危险」。 

 

于此，一般泛泛的「创造论」就行人止步了，因为它太简化上帝的创造动机、创造工程和

创造的曲折和难度。一句话，上帝要创造的原来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分「关系」。

上帝要造出千万个类似「人」的物体，毫无难度，要造出千万个「马尔代夫」式的「伊甸

园」给人享用也毫无难度，真正难的，是「造」出一分「两情相悦」永世不渝的关系。创

造关系比创造一切都困难，因为它必需得到对方「合作」和「配合」，而要得到对方的「合

作」和「配合」以成就这分关系，上帝唯有「创造」出最吊诡的一样事物──禁令： 

 
2:16

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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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配合」禁令──让人有违反禁令的「自由」，于是，祂唯有故意「百密一疏」，在

本来绝对安全的伊甸园里置设「分别善恶树」，让人有表达顺服或反叛的自由，最终以此

来「成就关系」。上帝的创造工程也因此而变得非常的曲折，甚至陷于失败挫折的困难境

地。但是，这就更显出祂的「伟大」了，因为这充分反映出上帝是何等尊重人，何等重视

与人建立关系，甚至不惜为此而冒上大风险、承担大失败、忍受大痛苦。 

 

三、容忍失败，又施咒诅！ 
 

事实上，天父为达到与人创造关系的最终目的，祂的创造流程中吊诡的地方很多，非常专

注于「微小」之处是其一，容许类似「分别善恶树」这类「危险」的因素出现是其二，而

更甚的是，祂竟然容忍祂的创造工程要承受某种「失败」，还施以某种「咒诅」！这就是

创世记第三章讲到的，一种极为奇特的创造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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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耶和华上帝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

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2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

可以吃，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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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5
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

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
6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

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能，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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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

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 

 
9
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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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13
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你

做的是甚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依惯常的「创造论」的讲法，我们不会把这次「失败事件」纳入为上帝的「创造计划」的

一部分，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分别善恶树」是上帝故意「百密一疏」布置在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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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容许牠私自进来的（牠也可能本就是伊甸园的看守者之一），而人犯罪时上帝不马上加

以阻止，而事后才出现追究，也是相当匪夷所思的，让人觉得祂好象是「故意」的。（类

似事例还有：该隐杀弟后上帝才出现，扫罗刚献完祭撒母耳就来到了，彼得三次不认主后

鸡就啼了，都是「巧合」得令人觉得是故意安排的。）在在证明，这件「堕落事件」，某

意义讲，是包含在上帝的创造（特指人）的计划中的。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上帝『创

造』人的失败！」这就正如浪子的父亲容许小儿子离开，某意义上讲，是他「造成」小儿

子在外面的「堕落」一样。 

 

死心眼的人一定不能了解上帝为甚么要「创造失败」，我也不打算解得他们明白。但请你

动心想想，你与上帝的关系是怎样「建立」的？是读神学读出来的吗？岂不正是你在苦罪

沉沦之中开始发现或至少开始在乎的么？浪子正因「堕落」才想起父家和父亲，父亲容许

小儿子离家「堕落」，岂是无因？主耶稣明知而仍容许彼得跌倒，为的是叫他更知道不可

以离开主，用心也是相同。上帝为着「创造」与我们的关系，不惜「创造」一系列的「失

败经验」给我们，祂的苦心也是在此。这样的「创造」心肠，才是真正伟大的啊！还不止

于此，人类失败后，天父还怕我们忘记这个教训，于是，祂就「咒诅」人： 

 
3:16

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

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17
又对亚当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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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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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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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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但天父上帝不是为咒诅而咒诅，这一切，一是为使人在「劳苦」中想望天家，一是叫人在

生产与劳动的磨难中，领会天父「生养」我们的痛苦与艰难。这些「咒诅」，其实也是上

帝创造关系的工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客观上，人类在今生的苦罪沉沦，使我们将来回到

天家后，不敢再离家出走；主观上，让我们饱尝生产与劳动之苦，好领会天父「生养」我

们的痛苦与艰难，因而自己责备自己，将来就不会再伤祂的心了。这样，天父与我们的关

系就创造完满，稳如泰山了。天父的创造心肠，曲折如此，但因而就更加动人！  

 

四、留下回忆，禁走快捷方式！ 
 

上文说到，心细如丝的天父，为永久地创造我们与祂的关系，不惜「创造失败」甚至「创

造咒诅」，但是，祂又怕这种「创造」方式太过吊诡曲折，我们可能无法领会，或误走歪

路，于是，祂在赶逐始祖离开伊甸时，就做了两个部署： 

 
3:20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
21
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

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22
耶和华上帝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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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上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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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父用一件「皮衣」为我们「创造了回忆和盼望」。这个「皮衣」象征，后来就扩

大为旧约里的赎罪祭和新约里的基督赎罪。透过这个「游子身上衣」的象征，仁慈的天父

深情细意地告诉我们：祂虽然赶逐我们暂时离开父家，但祂的心天天惦念着我们，总有一

天，祂要领我们重返父家，永居父家。 

 

第二、天父又「严密把守伊甸园和生命树」，为的是阻止我们走「自己救自己」的快捷方

式和歪路。上帝要我们受苦受罚，我们就要甘心受苦受罚，而不是用任何方式「解救」，

譬如偷入伊甸园里，在与上帝未建立情分关系之下，妄想得到任何形式的「永生不死」。

上帝虽然容许我们失败，甚至咒诅我们，但只要你明白「慈父心肠」，你就应相信这些都

是死不了的，只要甘心受责，祂怒气过后，就必再怜恤我们。上帝严密把守伊甸园和生命

树不是「小器」，而是不想我们走歪路。因为永生只能来自与上帝永远的关系，这关系只

能通过「皮衣」象征的恩典、牺牲和相信，而不是偷入伊甸园偷摘生命果，靠「错上加错」

的恶行可以得着的。为着创造与我们真实和永久的关系，看！上帝的心曲折成怎么样子？

然而，为着爱、因着爱，能不曲折吗？然而，也只有这种创造情怀，才是真正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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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你真伟大！ 
 

对！上帝真是很伟大，祂的创造工程也很伟大，只是，大家要懂得看，懂得想，晓得祂及

祂的创造真正伟大的地方在哪里。 
 

造宇宙万物，造山河大地，这种「伟大」可以「吓人」，但绝不能叫人「动心」──「你

有你伟大，与我何干？」唯有上帝在创造之中显出的无微不至、心细如丝，以至因此而饱

尝痛苦，备受冤屈，才足以照见祂的真正伟大。 

 

祂有创天造地的伟大权能，但祂的心眼、祂的关切，竟全部放在我们这些最微不足道的人

身上。大卫的诗篇第八篇就这样说： 

 
诗 8:1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2
你因

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3我观

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4
便说：人算甚么，你竟顾念他！世人

算甚么，你竟眷顾他！
5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6-8
你派他

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

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9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令大卫惊叹的不是上帝造日月群星有几巴闭，而是，祂竟顾念人，这样看得起人，还派人

去「管理」甚么。大卫也不是泛泛地讲、概念地讲上帝的拣选与提拔。因为，这是他亲身

有血有肉地经历过的。当年，上帝要膏立他为王，没有一个人看得上他：他爸爸耶西使他

去放羊，根本没想过他会中选，他的七个哥哥更看他不上眼，连撒母耳最初也不能一眼看

上他，扫罗更自然是最彻底的反对者；却是，只有上帝一个人，投给大卫唯一的一票。想

想，「日理万机」的上帝，千万人中，竟看见你，还看中你，还力排众议地「保」你，这

不是「伟大」得令人心动吗？上帝的伟大不是因为祂做了许多「大事」，而是因祂竟做了

把我放在眼内、放在心上的这等「小事」──这么「小」的事你也做得出来，你真伟大！ 

 

上帝有创天造地的大能大力，但祂的创造的关怀却又是如此的幼细低微，为人类细意预备

吃用的（果子作食物）、玩乐的（动物作玩伴）、人际的（夏娃作配偶）和学习的（伊甸

园作训练场），比人间一切父母心肠还更父母，满眼都只有孩子，做甚么都是为了孩子。

但比人间父母更加伟大的，是祂为着创造与我们的永久关系，甚至不惜出人意表地「创造

禁令」、「创造失败」、「创造咒诅」和「创造难产」──忍痛使自己与人类都进入生育

与劳动的绵长的痛苦之中，甚至要备受人类的误会与责难。苦心孤诣，原来，都只是为了

完成祂的创造（生育）──最终建立与人的永远关系。 

 

弟兄姊妹，这种深刻细致、曲折迂回的，简直沥得出「血」来的创造观，与我们惯常所说

的，貌似伟大而其实毫不费力的苍白的创造观完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才足以呈现上帝

的真正伟大，而这样呈现出来的上帝创造的「心血」，才能与主耶稣救赎的「鲜血」前后

呼应，浑成一体，整合出一个整全的、动人的基督信仰。原来，救赎要流血，创造也一样

要「流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