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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紀三章的首尾對偶
A 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 神能知道善

惡 (3:5-6)
B 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 (3:7)

C 躲避耶和華 神的面 (與神分離 - 死, 3:8)
D 亞當的問話 (3:9-11) 

E 夏娃的問話 (3:13) 
F 蛇的咒詛-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3:14-15)

E 夏娃的審判 (3:16)
D 亞當的審判 (3:17-19)

C 亞當給他妻子起名叫夏娃(眾生之母, 3:20)
B 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給他們穿 (3:21)

A 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 (3:22)



誰是蛇

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
是迷惑普天下的(啟 12:9; 20:2,10)。

• 魔鬼 (約壹 3:8)

• 試探者(太 4:1,3,5,8,11;路 4:2-6, 13)

• 誘惑人的(林後11:3; 帖前 3:5)

• 晝夜控告弟兄的(彼前 5:8; 啟 12:10)



撒但的榮耀

• 明亮之星 (Lucifer)、早晨之子阿(賽14:12)

• 主耶和華如此說、你無所不備、智慧充足、
全然美麗。你曾在伊甸 神的園中、佩戴各
樣寶石、就是紅寶石、紅璧璽、金鋼石、水
蒼玉、紅瑪瑙、碧玉、藍寶石、綠寶石、紅
玉、和黃金、又有精美的鼓笛在你那裏．都
是在你受造之日預備齊全的。你是那受膏遮
掩約櫃的基路伯．我將你安置在 神的聖山
上．你在發光如火的寶石中間往來(結
28:12-14)。



撒但的驕傲

• 你心裏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
寶座在 神眾星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
在北方的極處、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
至上者同等(賽14:12-14)。

• 你因美麗心中高傲、又因榮光敗壞智慧 (結
28:17)。



撒但的墮落

• 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一條大紅龍、七頭十角、
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 他的尾巴拖拉著天上
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龍就站在那將要
生產的婦人面前、等他生產之後、要吞吃他的
孩子(啟 12:4)。

• 你何竟從天墜落．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
倒在地上 (賽14:12b)

• 你從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後來在你中間又
察出不義. 就從 神的山驅逐你．遮掩約櫃
的基路伯阿、我已將你從發光如火的寶石中除
滅(結 28:15-16)。



罪的原由
A 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 神
能知道善惡 (3:5-6)

A 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 (3:22)

• 能知道善惡 - 就是靠自己來決定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 善惡的標準本是神定的 - 希伯來文，ָחָטא罪
的意義是不中靶心 (off the mark)



創世紀 3:6

撒旦試探夏娃 撒旦試探耶穌

眼目的情慾
(約翰一書
2:16a)

也悅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愛的
(創 3:6b) 

你若俯伏拜我、我就
把這一切都賜給你
(太 4:9)

肉體的情慾
(約翰一書
2:16b)

見那棵樹的果子
好作食物
(創3:6a)

你若是神的兒子、可
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
食物(太 4:3)

今生的驕傲
(約翰一書
2:16c)

能使人有智慧; 
如神能知道善惡
(創 3:6c; 5)

你若是 神的兒子、
可以跳下去(太 4:6)



罪的獻祭

B 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 (3:7)

B 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給他們穿
(3:21)

A 罪-如神能知道善惡(3:5-6)

B 獻祭-為自己編作裙子(3:7) 

F 蛇的咒詛-女人的後裔要傷你

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3:14-15)

B 獻祭- 用皮子作衣服(3:21)

A 罪-能知道善惡(3:22)

我們
的罪

舊約 新約



罪的審判-男
D 亞當的問話 (3:9-11) 
D 亞當的審判 (3:17-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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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那人說、你所賜
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
我就吃了

a) 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3:17b)
b) 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裏得吃的(3:17c)

a)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
(3:18)
b)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餬口(3:19a)

c) 直到你歸了土(3:19b)
d) 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3:19c)
d) 你本是塵土(3:19d)

c) 仍要歸於塵土(3:19e)



罪的審判-女

E 夏娃的問話 (3:13) 

E 夏娃的審判 (3:16)

• 耶和華 神對女人說、你作的是甚麼事呢。
女人說、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

• 又對女人說、

a)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3:16a)

a)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3:16b)

b)你必戀慕(Desire)你丈夫(3:16c)

b)你丈夫必管轄你(3:16d)



C 躲避耶和華 神的面 (與神分離 - 死亡,3:8)

F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
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3:14-15)

C 亞當給他妻子起名叫夏娃(生命,3:20)

•與神分離是靈裡面的死亡

•夏娃的希伯來原文是 חוה Chavvah,七十士譯本,
翻譯得正確,把 Chavvah 翻譯成“生命”. 英文
版本翻譯成 Eve,失去意義

•耶穌基督在十架為我們所成就的，使我們從與神
分離的處境(死亡)，變成與神和好(得生命)

蛇的審判-罪的救贖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在1968年在耶路
撒冷被發現一具
被釘十字架的屍
體(Yehohanan),
有釘穿過腳跟



結語(1)

• 罪就是要自己決定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 試探是”用不好的手法來完成一件好的事”

• 試探的三步曲、就是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
慾、並今生的驕傲 (約翰一書)。

• 要對抗試探，最好的辦法是要熟悉神的話語

• 凡祭司天天站著事奉 神、屢次獻上一樣的
祭物．這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獻了一次
永遠的贖罪祭、就在 神的右邊坐下了(來
10:11-12)．



結語(2)

• 雖然女人因罪而在生產兒女加增了苦楚, 
但主為我們的罪在十架上所承受的更加痛
楚。

• 雖然男人因罪而要在長出荊棘和蒺藜的地
上汗流滿面地工作,主卻為我們的罪在十架
上帶上荊棘的冠冕, 血流成河。

• 因(亞當)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
樣、因(基督)一次的義行、眾人也就被稱
義得生命了(羅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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