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创世纪1:1
》），但是这个地暂时还没能成为
人类的家园。因为那个时候，渊面黑
暗，所以没有生命能够在其生长（《
创世纪1:2》）。于是，神使光进入世
界（《创世纪1:3 – 5》），而且第三
天使旱地从众水中显露出来（《创世
纪1:9 – 10》）。因为有了旱地，人
类才得以在此居住，以及敬拜神（《
创世纪1:1 – 2:3》）。

以色列却重蹈了亚当和夏娃的覆辙。以色列也是
神的儿子（《出埃及记4:22》），神也借他来实
现祂的众多应许。祂曾应许以色列，他们将会成
为一个大国（《出埃及记19:5 – 6》），也会占领
迦南之地（《出埃及记23:31》），而且有一个大
拯救者将会由其而出（《申命记18:15 – 19》）。
于是，神从埃及人的手里解救了以色列（《出埃
及记3:10》）。以色列在干地中跨过红海；不仅
如此，神还为他们在旷野预备食物（《出埃及记
16:31》）。接着以色列又在干地中跨过约旦河（
《约书亚记1:11，3:17》）。
（《约书亚记1 – 3》） 

许多年以后，神使以色列人重新回到迦南，也使他们
在那里重新生活（《以斯拉记1:1 – 4》）。神再次履
行了祂的应许。祂差遣一个名叫约翰的先知，为那个
大拯救者，耶稣，预备道路（约翰福音《1:19 – 23》
）。约翰在约旦河为耶稣施洗，神也称耶稣为祂的儿
子（《马太福音3:17》）。耶稣从水中起来，神的灵
像鸽子那样降在祂身上，膏举祂将为人类带来拯救（
《马太福音3:16》）。因为有神的能力驱使，耶稣便
被差遣来顺从神，而且行神所喜悦的事（《马太福音
4:1》）。
（《马太福音3》、《路加福音3:1 – 22》） 

正如亚当的故事一般，神的极美极佳之地总是
在众水和干地后出现。以色列进入了迦南之
地。迦南就像一个新的乐园。因为它流奶与蜜（
《申命记6:3》），有众多的泉水，也有不计其数
的果园（《申命记8:7 – 9》）。同样的，如果神
的儿子真的完全听从神的教导（《申命记8:10 – 
11》），神也应许祂将与祂的百姓重新同住，而
且赐给他们生命与福气（《利未记26:11 – 12》）
。但如果他们悖逆神的教导，神便不再与他们同
住，而且他们也将被咒诅，也会从迦南之地被驱
逐出来（《申命记28:41》）。
（《约书亚记5:10 – 11》） 

整体总结：神为祂的百姓创造了一个地方。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
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其他可以参考的故事：《创世纪6 – 9》、《出埃及记14 – 19》 

当以色列刚刚进入迦南的时候，神便教导百姓，
所有的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
为圣（《约书亚记6:19》）。正如从前的夏娃一
般，有一个以色列人，名叫亚干，没有禁住诱
惑。他“看到了”耶利哥城的当灭之物是“悦人眼目
的”，于是对其“垂涎不已”，最后也“拿了并藏下”
那当灭之物（《约书亚记7:21》）。当诱惑来临
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没有顺从神的教导。正如
亚当的故事一般，亚干把罪和死亡的咒诅带入了
那原本能够赐人生命和福气的地方（《约书亚记
7:25》）。
（《约书亚记6 – 7》） 

在迦南，以色列行事越发像亚干。像一个悖逆的儿
子那样，他们没有听从他们父亲的教导，反而转去
跟从许多其他的偶像（《列王纪下17:7 – 19》）。
虽然作为神的儿子，他们却没有像一个儿子应当如
何顺服他父亲那样行事为人。神差遣了许多的先知
去警告他们，也给了他们时间来忏悔，但是他们竟
都不听（《历代志下24:19》）。于是，神使以色
列离开祂的面，正如亚当和夏娃那样。神派巴比伦
王国使以色列人被掳去（《列王纪下25:1》；《但
以理书1:1 – 2》）。那么，人们还有机会与神同在
吗？
（《历代志下36:15 – 21》） 

神使这个旱地成为花园的天堂。因为在这
个乐园里，没有罪的存在。神使亚当和夏
娃居住其中，而亚当也是神的儿子（《路加福
音3:38》）。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和夏
娃（《创世纪1:27》）。这就意味着，只要亚
当和夏娃专心顺服神，他们的生命便能自然而
然地彰显属神的品质（《创世纪1:27》）。如
果他们真的顺从了神，那么他们就有能力去祝
福其他的生命，他们也可以吃生命树上结的果
子，他们也便能够永远地活着（《创世纪3:22
》）。这中间最大的好处，便是能够永远地与
神在一起。他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供应并满
足了他们（《创世纪2：16》）。
《创世纪2:4 – 25》

神嘱咐亚当和夏娃不可吃那善恶树上的果
子（《创世纪3:3》）。他们如果吃了，就
会死（《创世纪2:17》）。但是撒旦以蛇
的形象进入园子，而且也引诱了女人不去
信任神（《创世纪3:1，4 – 5》、《约翰
福音8:44》）。于是，夏娃以为吃了善恶
树上的果子，她便能有智慧（《创世纪3:6
》）。她“看到”那果子“很好”，且是“可喜
爱的”，于是“摘下”果子，也“吃了”。不仅
如此，她也把果子给了亚当（《创世纪3:6
》）。他也吃了（《创世纪3:6》）。亚当
是一个悖逆的儿子。他犯罪了，而且没有
相信神的良善（《创世纪3:1 – 6》）。

亚当和夏娃犯罪后，他们也曾尝试掩盖其
罪。于是，他们便“逃避”神的面，但是神
还是找到了他们（《创世纪3:8》）。神首
先对蛇施行公正的咒诅（《创世纪3:14 – 
15》）。于是神应许，有一个后裔要从夏
娃而来（《创世纪3:15》）。这个后裔将
是一个拯救者。他抵制恶，也能彻底击败
蛇，而且还会将神的百姓重新带入乐园之
中。接着，神也审判了亚当和夏娃，因为
他们也犯罪了（《创世纪3:16 – 19》）。
因为罪的缘故，整个人类的生活变得越发
艰难。如果亚当选择听从神的声音，而不
是他妻子的声音（《创世纪3:7》）。
（《创世纪3:17 – 19》 

神是圣洁完美的（《利未记11:44》）
。在祂里面，有永生的福分与生命（
《创世纪1:28； 3:22》、《提摩太前
书6:16》）；但是，亚当和夏娃却把
死亡和罪的咒诅带入了这个世界（《
创世纪3:6，17》）。这就意味着，神
没有办法能够允许有罪的人类与祂同
住，祂也没有办法让人类继续生活在
祂所创造的乐园中。于是，神使亚当
和夏娃离开祂的面，也离开祂所创造
的完美的乐园之中（《创世纪3:23》
）。那么，人类还有机会重新与神同
住吗？

正如亚当和以色列的故事一样，对耶
稣的试探也是在他受过水的洗礼之
后。受神所感，耶稣离开了他受洗
之处，来到旷野（《路加福音4:1》
）。在那里，撒旦试探了耶稣三次
（《路加福音4:3、6:7、9 – 11》
）。但耶稣的表现比亚当和以色
列好。因为耶稣完全相信神完美
的话语，他抵制了恶，而且用行
动证明了他是属神的、听话的儿
子（《路加福音4:4，8，12》
）！耶稣对神的顺服，胜过世
上任何一人对神的

魔鬼伺机等候，要在最合适的时机，
再次引诱耶稣（《路加福音4:13》）
。于是，它等到了耶稣生命终结的时
候（《路加福音22:53》）。正如亚当
那般，耶稣进入了一片树林（《路加
福音22:39》）；在那里，他也得禁受

罪的诱惑。于是，他三次祷告，以至他
有能力“不会进入诱惑之中”（《路加福音
22:40》）。耶稣所选择的，并不是随从
他自己的意愿，乃是随从神的旨意（《路

加福音22:42》）。他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是
属神的、唯一听话的儿子。
（《路加福音22:39 – 46》） 

人们拘捕、击打并控告了耶稣，
以至于让他死在十字架上。在他
濒临死亡之际，与他同受刑罚的
罪人却相信耶稣无罪，而且全心相
信了他（《路加福音23:42》）。
耶稣跟他说：“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
园了。”（《路加福音23:43》）。很
久很久以前，神向我们应许了一位大
拯救者（《创世纪3:15》）。于是耶
稣来了，他的慷慨就义成全了世上的
罪人，以至罪人能重新归入神的乐园
之中。
（《路加福音23:26 – 49》） 

亚当和以色列做不到的事，耶稣做到
了。他完全无罪的生命战胜了邪恶，神
也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路加福音24:5 – 6
》）。祂现在坐在宝座上为王（《路加福
音24:51》、《启示录11:15》）。祂以全
新的方式，在乐园里给人们提供与神同
在的永生生命与福分（《启示录22:1 – 5
》）。因为耶稣的缘故，“神的帐幕在
人间。祂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祂的子
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
神。” 
（《启示录21:3》）。
（《启示录21 – 22》）

故事、诗歌、预言

“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创世纪1:1
》），但是这个地暂时还没能成为
人类的家园。因为那个时候，渊面黑
暗，所以没有生命能够在其生长（《
创世纪1:2》）。于是，神使光进入世
界（《创世纪1:3 – 5》），而且第三
天使旱地从众水中显露出来（《创世
纪1:9 – 10》）。因为有了旱地，人
类才得以在此居住，以及敬拜神（《
创世纪1:1 – 2:3》）。

以色列却重蹈了亚当和夏娃的覆辙。以色列也是
神的儿子（《出埃及记4:22》），神也借他来实
现祂的众多应许。祂曾应许以色列，他们将会成
为一个大国（《出埃及记19:5 – 6》），也会占领
迦南之地（《出埃及记23:31》），而且有一个大
拯救者将会由其而出（《申命记18:15 – 19》）。
于是，神从埃及人的手里解救了以色列（《出埃
及记3:10》）。以色列在干地中跨过红海；不仅
如此，神还为他们在旷野预备食物（《出埃及记
16:31》）。接着以色列又在干地中跨过约旦河（
《约书亚记1:11，3:17》）。
（《约书亚记1 – 3》） 

许多年以后，神使以色列人重新回到迦南，也使他们
在那里重新生活（《以斯拉记1:1 – 4》）。神再次履
行了祂的应许。祂差遣一个名叫约翰的先知，为那个
大拯救者，耶稣，预备道路（约翰福音《1:19 – 23》
）。约翰在约旦河为耶稣施洗，神也称耶稣为祂的儿
子（《马太福音3:17》）。耶稣从水中起来，神的灵
像鸽子那样降在祂身上，膏举祂将为人类带来拯救（
《马太福音3:16》）。因为有神的能力驱使，耶稣便
被差遣来顺从神，而且行神所喜悦的事（《马太福音
4:1》）。
（《马太福音3》、《路加福音3:1 – 22》） 

正如亚当的故事一般，神的极美极佳之地总是
在众水和干地后出现。以色列进入了迦南之
地。迦南就像一个新的乐园。因为它流奶与蜜（
《申命记6:3》），有众多的泉水，也有不计其数
的果园（《申命记8:7 – 9》）。同样的，如果神
的儿子真的完全听从神的教导（《申命记8:10 – 
11》），神也应许祂将与祂的百姓重新同住，而
且赐给他们生命与福气（《利未记26:11 – 12》）
。但如果他们悖逆神的教导，神便不再与他们同
住，而且他们也将被咒诅，也会从迦南之地被驱
逐出来（《申命记28:41》）。
（《约书亚记5:10 – 11》） 

整体总结：神为祂的百姓创造了一个地方。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
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其他可以参考的故事：《创世纪6 – 9》、《出埃及记14 – 19》 

当以色列刚刚进入迦南的时候，神便教导百姓，
所有的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
为圣（《约书亚记6:19》）。正如从前的夏娃一
般，有一个以色列人，名叫亚干，没有禁住诱
惑。他“看到了”耶利哥城的当灭之物是“悦人眼目
的”，于是对其“垂涎不已”，最后也“拿了并藏下”
那当灭之物（《约书亚记7:21》）。当诱惑来临
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没有顺从神的教导。正如
亚当的故事一般，亚干把罪和死亡的咒诅带入了
那原本能够赐人生命和福气的地方（《约书亚记
7:25》）。
（《约书亚记6 – 7》） 

在迦南，以色列行事越发像亚干。像一个悖逆的儿
子那样，他们没有听从他们父亲的教导，反而转去
跟从许多其他的偶像（《列王纪下17:7 – 19》）。
虽然作为神的儿子，他们却没有像一个儿子应当如
何顺服他父亲那样行事为人。神差遣了许多的先知
去警告他们，也给了他们时间来忏悔，但是他们竟
都不听（《历代志下24:19》）。于是，神使以色
列离开祂的面，正如亚当和夏娃那样。神派巴比伦
王国使以色列人被掳去（《列王纪下25:1》；《但
以理书1:1 – 2》）。那么，人们还有机会与神同在
吗？
（《历代志下36:15 – 21》） 

神使这个旱地成为花园的天堂。因为在这
个乐园里，没有罪的存在。神使亚当和夏
娃居住其中，而亚当也是神的儿子（《路加福
音3:38》）。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和夏
娃（《创世纪1:27》）。这就意味着，只要亚
当和夏娃专心顺服神，他们的生命便能自然而
然地彰显属神的品质（《创世纪1:27》）。如
果他们真的顺从了神，那么他们就有能力去祝
福其他的生命，他们也可以吃生命树上结的果
子，他们也便能够永远地活着（《创世纪3:22
》）。这中间最大的好处，便是能够永远地与
神在一起。他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供应并满
足了他们（《创世纪2：16》）。
《创世纪2:4 – 25》

神嘱咐亚当和夏娃不可吃那善恶树上的果
子（《创世纪3:3》）。他们如果吃了，就
会死（《创世纪2:17》）。但是撒旦以蛇
的形象进入园子，而且也引诱了女人不去
信任神（《创世纪3:1，4 – 5》、《约翰
福音8:44》）。于是，夏娃以为吃了善恶
树上的果子，她便能有智慧（《创世纪3:6
》）。她“看到”那果子“很好”，且是“可喜
爱的”，于是“摘下”果子，也“吃了”。不仅
如此，她也把果子给了亚当（《创世纪3:6
》）。他也吃了（《创世纪3:6》）。亚当
是一个悖逆的儿子。他犯罪了，而且没有
相信神的良善（《创世纪3:1 – 6》）。

亚当和夏娃犯罪后，他们也曾尝试掩盖其
罪。于是，他们便“逃避”神的面，但是神
还是找到了他们（《创世纪3:8》）。神首
先对蛇施行公正的咒诅（《创世纪3:14 – 
15》）。于是神应许，有一个后裔要从夏
娃而来（《创世纪3:15》）。这个后裔将
是一个拯救者。他抵制恶，也能彻底击败
蛇，而且还会将神的百姓重新带入乐园之
中。接着，神也审判了亚当和夏娃，因为
他们也犯罪了（《创世纪3:16 – 19》）。
因为罪的缘故，整个人类的生活变得越发
艰难。如果亚当选择听从神的声音，而不
是他妻子的声音（《创世纪3:7》）。
（《创世纪3:17 – 19》 

神是圣洁完美的（《利未记11:44》）
。在祂里面，有永生的福分与生命（
《创世纪1:28； 3:22》、《提摩太前
书6:16》）；但是，亚当和夏娃却把
死亡和罪的咒诅带入了这个世界（《
创世纪3:6，17》）。这就意味着，神
没有办法能够允许有罪的人类与祂同
住，祂也没有办法让人类继续生活在
祂所创造的乐园中。于是，神使亚当
和夏娃离开祂的面，也离开祂所创造
的完美的乐园之中（《创世纪3:23》
）。那么，人类还有机会重新与神同
住吗？

正如亚当和以色列的故事一样，对耶
稣的试探也是在他受过水的洗礼之
后。受神所感，耶稣离开了他受洗
之处，来到旷野（《路加福音4:1》
）。在那里，撒旦试探了耶稣三次
（《路加福音4:3、6:7、9 – 11》
）。但耶稣的表现比亚当和以色
列好。因为耶稣完全相信神完美
的话语，他抵制了恶，而且用行
动证明了他是属神的、听话的儿
子（《路加福音4:4，8，12》
）！耶稣对神的顺服，胜过世
上任何一人对神的

魔鬼伺机等候，要在最合适的时机，
再次引诱耶稣（《路加福音4:13》）
。于是，它等到了耶稣生命终结的时
候（《路加福音22:53》）。正如亚当
那般，耶稣进入了一片树林（《路加
福音22:39》）；在那里，他也得禁受

罪的诱惑。于是，他三次祷告，以至他
有能力“不会进入诱惑之中”（《路加福音
22:40》）。耶稣所选择的，并不是随从
他自己的意愿，乃是随从神的旨意（《路

加福音22:42》）。他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是
属神的、唯一听话的儿子。
（《路加福音22:39 – 46》） 

人们拘捕、击打并控告了耶稣，
以至于让他死在十字架上。在他
濒临死亡之际，与他同受刑罚的
罪人却相信耶稣无罪，而且全心相
信了他（《路加福音23:42》）。
耶稣跟他说：“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
园了。”（《路加福音23:43》）。很
久很久以前，神向我们应许了一位大
拯救者（《创世纪3:15》）。于是耶
稣来了，他的慷慨就义成全了世上的
罪人，以至罪人能重新归入神的乐园
之中。
（《路加福音23:26 – 49》） 

亚当和以色列做不到的事，耶稣做到
了。他完全无罪的生命战胜了邪恶，神
也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路加福音24:5 – 6
》）。祂现在坐在宝座上为王（《路加福
音24:51》、《启示录11:15》）。祂以全
新的方式，在乐园里给人们提供与神同
在的永生生命与福分（《启示录22:1 – 5
》）。因为耶稣的缘故，“神的帐幕在
人间。祂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祂的子
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
神。” 
（《启示录21:3》）。
（《启示录21 – 22》）

故事、诗歌、预言

“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创世纪1:1
》），但是这个地暂时还没能成为
人类的家园。因为那个时候，渊面黑
暗，所以没有生命能够在其生长（《
创世纪1:2》）。于是，神使光进入世
界（《创世纪1:3 – 5》），而且第三
天使旱地从众水中显露出来（《创世
纪1:9 – 10》）。因为有了旱地，人
类才得以在此居住，以及敬拜神（《
创世纪1:1 – 2:3》）。

以色列却重蹈了亚当和夏娃的覆辙。以色列也是
神的儿子（《出埃及记4:22》），神也借他来实
现祂的众多应许。祂曾应许以色列，他们将会成
为一个大国（《出埃及记19:5 – 6》），也会占领
迦南之地（《出埃及记23:31》），而且有一个大
拯救者将会由其而出（《申命记18:15 – 19》）。
于是，神从埃及人的手里解救了以色列（《出埃
及记3:10》）。以色列在干地中跨过红海；不仅
如此，神还为他们在旷野预备食物（《出埃及记
16:31》）。接着以色列又在干地中跨过约旦河（
《约书亚记1:11，3:17》）。
（《约书亚记1 – 3》） 

许多年以后，神使以色列人重新回到迦南，也使他们
在那里重新生活（《以斯拉记1:1 – 4》）。神再次履
行了祂的应许。祂差遣一个名叫约翰的先知，为那个
大拯救者，耶稣，预备道路（约翰福音《1:19 – 23》
）。约翰在约旦河为耶稣施洗，神也称耶稣为祂的儿
子（《马太福音3:17》）。耶稣从水中起来，神的灵
像鸽子那样降在祂身上，膏举祂将为人类带来拯救（
《马太福音3:16》）。因为有神的能力驱使，耶稣便
被差遣来顺从神，而且行神所喜悦的事（《马太福音
4:1》）。
（《马太福音3》、《路加福音3:1 – 22》） 

正如亚当的故事一般，神的极美极佳之地总是
在众水和干地后出现。以色列进入了迦南之
地。迦南就像一个新的乐园。因为它流奶与蜜（
《申命记6:3》），有众多的泉水，也有不计其数
的果园（《申命记8:7 – 9》）。同样的，如果神
的儿子真的完全听从神的教导（《申命记8:10 – 
11》），神也应许祂将与祂的百姓重新同住，而
且赐给他们生命与福气（《利未记26:11 – 12》）
。但如果他们悖逆神的教导，神便不再与他们同
住，而且他们也将被咒诅，也会从迦南之地被驱
逐出来（《申命记28:41》）。
（《约书亚记5:10 – 11》） 

整体总结：神为祂的百姓创造了一个地方。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
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其他可以参考的故事：《创世纪6 – 9》、《出埃及记14 – 19》 

当以色列刚刚进入迦南的时候，神便教导百姓，
所有的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
为圣（《约书亚记6:19》）。正如从前的夏娃一
般，有一个以色列人，名叫亚干，没有禁住诱
惑。他“看到了”耶利哥城的当灭之物是“悦人眼目
的”，于是对其“垂涎不已”，最后也“拿了并藏下”
那当灭之物（《约书亚记7:21》）。当诱惑来临
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没有顺从神的教导。正如
亚当的故事一般，亚干把罪和死亡的咒诅带入了
那原本能够赐人生命和福气的地方（《约书亚记
7:25》）。
（《约书亚记6 – 7》） 

在迦南，以色列行事越发像亚干。像一个悖逆的儿
子那样，他们没有听从他们父亲的教导，反而转去
跟从许多其他的偶像（《列王纪下17:7 – 19》）。
虽然作为神的儿子，他们却没有像一个儿子应当如
何顺服他父亲那样行事为人。神差遣了许多的先知
去警告他们，也给了他们时间来忏悔，但是他们竟
都不听（《历代志下24:19》）。于是，神使以色
列离开祂的面，正如亚当和夏娃那样。神派巴比伦
王国使以色列人被掳去（《列王纪下25:1》；《但
以理书1:1 – 2》）。那么，人们还有机会与神同在
吗？
（《历代志下36:15 – 21》） 

神使这个旱地成为花园的天堂。因为在这
个乐园里，没有罪的存在。神使亚当和夏
娃居住其中，而亚当也是神的儿子（《路加福
音3:38》）。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和夏
娃（《创世纪1:27》）。这就意味着，只要亚
当和夏娃专心顺服神，他们的生命便能自然而
然地彰显属神的品质（《创世纪1:27》）。如
果他们真的顺从了神，那么他们就有能力去祝
福其他的生命，他们也可以吃生命树上结的果
子，他们也便能够永远地活着（《创世纪3:22
》）。这中间最大的好处，便是能够永远地与
神在一起。他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供应并满
足了他们（《创世纪2：16》）。
《创世纪2:4 – 25》

神嘱咐亚当和夏娃不可吃那善恶树上的果
子（《创世纪3:3》）。他们如果吃了，就
会死（《创世纪2:17》）。但是撒旦以蛇
的形象进入园子，而且也引诱了女人不去
信任神（《创世纪3:1，4 – 5》、《约翰
福音8:44》）。于是，夏娃以为吃了善恶
树上的果子，她便能有智慧（《创世纪3:6
》）。她“看到”那果子“很好”，且是“可喜
爱的”，于是“摘下”果子，也“吃了”。不仅
如此，她也把果子给了亚当（《创世纪3:6
》）。他也吃了（《创世纪3:6》）。亚当
是一个悖逆的儿子。他犯罪了，而且没有
相信神的良善（《创世纪3:1 – 6》）。

亚当和夏娃犯罪后，他们也曾尝试掩盖其
罪。于是，他们便“逃避”神的面，但是神
还是找到了他们（《创世纪3:8》）。神首
先对蛇施行公正的咒诅（《创世纪3:14 – 
15》）。于是神应许，有一个后裔要从夏
娃而来（《创世纪3:15》）。这个后裔将
是一个拯救者。他抵制恶，也能彻底击败
蛇，而且还会将神的百姓重新带入乐园之
中。接着，神也审判了亚当和夏娃，因为
他们也犯罪了（《创世纪3:16 – 19》）。
因为罪的缘故，整个人类的生活变得越发
艰难。如果亚当选择听从神的声音，而不
是他妻子的声音（《创世纪3:7》）。
（《创世纪3:17 – 19》 

神是圣洁完美的（《利未记11:44》）
。在祂里面，有永生的福分与生命（
《创世纪1:28； 3:22》、《提摩太前
书6:16》）；但是，亚当和夏娃却把
死亡和罪的咒诅带入了这个世界（《
创世纪3:6，17》）。这就意味着，神
没有办法能够允许有罪的人类与祂同
住，祂也没有办法让人类继续生活在
祂所创造的乐园中。于是，神使亚当
和夏娃离开祂的面，也离开祂所创造
的完美的乐园之中（《创世纪3:23》
）。那么，人类还有机会重新与神同
住吗？

正如亚当和以色列的故事一样，对耶
稣的试探也是在他受过水的洗礼之
后。受神所感，耶稣离开了他受洗
之处，来到旷野（《路加福音4:1》
）。在那里，撒旦试探了耶稣三次
（《路加福音4:3、6:7、9 – 11》
）。但耶稣的表现比亚当和以色
列好。因为耶稣完全相信神完美
的话语，他抵制了恶，而且用行
动证明了他是属神的、听话的儿
子（《路加福音4:4，8，12》
）！耶稣对神的顺服，胜过世
上任何一人对神的

魔鬼伺机等候，要在最合适的时机，
再次引诱耶稣（《路加福音4:13》）
。于是，它等到了耶稣生命终结的时
候（《路加福音22:53》）。正如亚当
那般，耶稣进入了一片树林（《路加
福音22:39》）；在那里，他也得禁受

罪的诱惑。于是，他三次祷告，以至他
有能力“不会进入诱惑之中”（《路加福音
22:40》）。耶稣所选择的，并不是随从
他自己的意愿，乃是随从神的旨意（《路

加福音22:42》）。他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是
属神的、唯一听话的儿子。
（《路加福音22:39 – 46》） 

人们拘捕、击打并控告了耶稣，
以至于让他死在十字架上。在他
濒临死亡之际，与他同受刑罚的
罪人却相信耶稣无罪，而且全心相
信了他（《路加福音23:42》）。
耶稣跟他说：“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
园了。”（《路加福音23:43》）。很
久很久以前，神向我们应许了一位大
拯救者（《创世纪3:15》）。于是耶
稣来了，他的慷慨就义成全了世上的
罪人，以至罪人能重新归入神的乐园
之中。
（《路加福音23:26 – 49》） 

亚当和以色列做不到的事，耶稣做到
了。他完全无罪的生命战胜了邪恶，神
也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路加福音24:5 – 6
》）。祂现在坐在宝座上为王（《路加福
音24:51》、《启示录11:15》）。祂以全
新的方式，在乐园里给人们提供与神同
在的永生生命与福分（《启示录22:1 – 5
》）。因为耶稣的缘故，“神的帐幕在
人间。祂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祂的子
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
神。” 
（《启示录21:3》）。
（《启示录21 – 22》）

故事、诗歌、预言

1. 这套课程使用了图片和文字。
 - 书页的正面为图片。
 - 书页的反面为文字。

2. 正面的图片与反面的文字互相映衬。
 - 比如说，正面最左侧上方的图片与反面最左侧上方的文字相关。
 - 每一个箭头都讲述了一个故事、一首诗歌、和一篇预言。
         贯穿每一个图框里的横向箭头表示其中所讲述的某个故事、 
  诗歌 或者预言正在发展中。

3. 每一页都包含了不止一个故事，诗歌或者预言。
 - 比如说，在演示图中的这一页里就包含了三个故事。
 - 贯穿每一个图框里的竖向箭头把人们的视线从某个故事、诗歌 
  或者预言中的场景拉到另一个相似的场景中，而这“另一个场 
  景”就是圣经写作者所描述的第二个故事、诗歌或者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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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些图片包含了一颗星。
 - 这颗星代表着某系列故事、诗歌或者预言所要强调的中心意思 
  就在这颗星星所在图框的图片或者文字中。
 - 而这个中心意思在书页反面的底部有其相关总结。

5. 充满在每一个图框外围的颜色频带，表示其中所引用的故事、诗 
  歌或者预言，来自《圣经》中具体某一个系列。
 - 这些颜色的背景来源于《领袖培育工厂》这一课程。
 - 以下颜色来自《圣经旧约》：
         蓝色代表《律法书》系列
         黄色代表《先知书》系列
         绿色代表《文集》系列
 - 以下颜色来自《圣经新约》：
         橘色代表《福音书》以及《使徒行传》系列
         紫色代表《书信》系列
         粉色代表《启示录》系列

6. 这个课程的版面设计方便我们自行打印，打印后我们也可以用三 
  环活页夹来放置并整理此课程的诸多书页。
 - 课程的使用者最好将其打印在11英寸x17英寸的纸张上。
 - 正反两面顶部和底部有两条细小的灰线。这是告诉我们可以按 
  照灰线的位置将纸张折入三环活页夹中。
 - 两侧的三个微弱圆圈表示用于三环活页夹打孔的位置。

 

Blue background color indicates this story was taken from the section of Scripture called the Law.

“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创世纪1:1
》），但是这个地暂时还没能成为
人类的家园。因为那个时候，渊面黑
暗，所以没有生命能够在其生长（《
创世纪1:2》）。于是，神使光进入世
界（《创世纪1:3 – 5》），而且第三
天使旱地从众水中显露出来（《创世
纪1:9 – 10》）。因为有了旱地，人
类才得以在此居住，以及敬拜神（《
创世纪1:1 – 2:3》）。

以色列却重蹈了亚当和夏娃的覆辙。以色列也是
神的儿子（《出埃及记4:22》），神也借他来实
现祂的众多应许。祂曾应许以色列，他们将会成
为一个大国（《出埃及记19:5 – 6》），也会占领
迦南之地（《出埃及记23:31》），而且有一个大
拯救者将会由其而出（《申命记18:15 – 19》）。
于是，神从埃及人的手里解救了以色列（《出埃
及记3:10》）。以色列在干地中跨过红海；不仅
如此，神还为他们在旷野预备食物（《出埃及记
16:31》）。接着以色列又在干地中跨过约旦河（
《约书亚记1:11，3:17》）。
（《约书亚记1 – 3》） 

许多年以后，神使以色列人重新回到迦南，也使他们
在那里重新生活（《以斯拉记1:1 – 4》）。神再次履
行了祂的应许。祂差遣一个名叫约翰的先知，为那个
大拯救者，耶稣，预备道路（约翰福音《1:19 – 23》
）。约翰在约旦河为耶稣施洗，神也称耶稣为祂的儿
子（《马太福音3:17》）。耶稣从水中起来，神的灵
像鸽子那样降在祂身上，膏举祂将为人类带来拯救（
《马太福音3:16》）。因为有神的能力驱使，耶稣便
被差遣来顺从神，而且行神所喜悦的事（《马太福音
4:1》）。
（《马太福音3》、《路加福音3:1 – 22》） 

正如亚当的故事一般，神的极美极佳之地总是
在众水和干地后出现。以色列进入了迦南之
地。迦南就像一个新的乐园。因为它流奶与蜜（
《申命记6:3》），有众多的泉水，也有不计其数
的果园（《申命记8:7 – 9》）。同样的，如果神
的儿子真的完全听从神的教导（《申命记8:10 – 
11》），神也应许祂将与祂的百姓重新同住，而
且赐给他们生命与福气（《利未记26:11 – 12》）
。但如果他们悖逆神的教导，神便不再与他们同
住，而且他们也将被咒诅，也会从迦南之地被驱
逐出来（《申命记28:41》）。
（《约书亚记5:10 – 11》） 

整体总结：神为祂的百姓创造了一个地方。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
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其他可以参考的故事：《创世纪6 – 9》、《出埃及记14 – 19》 

当以色列刚刚进入迦南的时候，神便教导百姓，
所有的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
为圣（《约书亚记6:19》）。正如从前的夏娃一
般，有一个以色列人，名叫亚干，没有禁住诱
惑。他“看到了”耶利哥城的当灭之物是“悦人眼目
的”，于是对其“垂涎不已”，最后也“拿了并藏下”
那当灭之物（《约书亚记7:21》）。当诱惑来临
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没有顺从神的教导。正如
亚当的故事一般，亚干把罪和死亡的咒诅带入了
那原本能够赐人生命和福气的地方（《约书亚记
7:25》）。
（《约书亚记6 – 7》） 

在迦南，以色列行事越发像亚干。像一个悖逆的儿
子那样，他们没有听从他们父亲的教导，反而转去
跟从许多其他的偶像（《列王纪下17:7 – 19》）。
虽然作为神的儿子，他们却没有像一个儿子应当如
何顺服他父亲那样行事为人。神差遣了许多的先知
去警告他们，也给了他们时间来忏悔，但是他们竟
都不听（《历代志下24:19》）。于是，神使以色
列离开祂的面，正如亚当和夏娃那样。神派巴比伦
王国使以色列人被掳去（《列王纪下25:1》；《但
以理书1:1 – 2》）。那么，人们还有机会与神同在
吗？
（《历代志下36:15 – 21》） 

神使这个旱地成为花园的天堂。因为在这
个乐园里，没有罪的存在。神使亚当和夏
娃居住其中，而亚当也是神的儿子（《路加福
音3:38》）。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和夏
娃（《创世纪1:27》）。这就意味着，只要亚
当和夏娃专心顺服神，他们的生命便能自然而
然地彰显属神的品质（《创世纪1:27》）。如
果他们真的顺从了神，那么他们就有能力去祝
福其他的生命，他们也可以吃生命树上结的果
子，他们也便能够永远地活着（《创世纪3:22
》）。这中间最大的好处，便是能够永远地与
神在一起。他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供应并满
足了他们（《创世纪2：16》）。
《创世纪2:4 – 25》

神嘱咐亚当和夏娃不可吃那善恶树上的果
子（《创世纪3:3》）。他们如果吃了，就
会死（《创世纪2:17》）。但是撒旦以蛇
的形象进入园子，而且也引诱了女人不去
信任神（《创世纪3:1，4 – 5》、《约翰
福音8:44》）。于是，夏娃以为吃了善恶
树上的果子，她便能有智慧（《创世纪3:6
》）。她“看到”那果子“很好”，且是“可喜
爱的”，于是“摘下”果子，也“吃了”。不仅
如此，她也把果子给了亚当（《创世纪3:6
》）。他也吃了（《创世纪3:6》）。亚当
是一个悖逆的儿子。他犯罪了，而且没有
相信神的良善（《创世纪3:1 – 6》）。

亚当和夏娃犯罪后，他们也曾尝试掩盖其
罪。于是，他们便“逃避”神的面，但是神
还是找到了他们（《创世纪3:8》）。神首
先对蛇施行公正的咒诅（《创世纪3:14 – 
15》）。于是神应许，有一个后裔要从夏
娃而来（《创世纪3:15》）。这个后裔将
是一个拯救者。他抵制恶，也能彻底击败
蛇，而且还会将神的百姓重新带入乐园之
中。接着，神也审判了亚当和夏娃，因为
他们也犯罪了（《创世纪3:16 – 19》）。
因为罪的缘故，整个人类的生活变得越发
艰难。如果亚当选择听从神的声音，而不
是他妻子的声音（《创世纪3:7》）。
（《创世纪3:17 – 19》 

神是圣洁完美的（《利未记11:44》）
。在祂里面，有永生的福分与生命（
《创世纪1:28； 3:22》、《提摩太前
书6:16》）；但是，亚当和夏娃却把
死亡和罪的咒诅带入了这个世界（《
创世纪3:6，17》）。这就意味着，神
没有办法能够允许有罪的人类与祂同
住，祂也没有办法让人类继续生活在
祂所创造的乐园中。于是，神使亚当
和夏娃离开祂的面，也离开祂所创造
的完美的乐园之中（《创世纪3:23》
）。那么，人类还有机会重新与神同
住吗？

正如亚当和以色列的故事一样，对耶
稣的试探也是在他受过水的洗礼之
后。受神所感，耶稣离开了他受洗
之处，来到旷野（《路加福音4:1》
）。在那里，撒旦试探了耶稣三次
（《路加福音4:3、6:7、9 – 11》
）。但耶稣的表现比亚当和以色
列好。因为耶稣完全相信神完美
的话语，他抵制了恶，而且用行
动证明了他是属神的、听话的儿
子（《路加福音4:4，8，12》
）！耶稣对神的顺服，胜过世
上任何一人对神的

魔鬼伺机等候，要在最合适的时机，
再次引诱耶稣（《路加福音4:13》）
。于是，它等到了耶稣生命终结的时
候（《路加福音22:53》）。正如亚当
那般，耶稣进入了一片树林（《路加
福音22:39》）；在那里，他也得禁受

罪的诱惑。于是，他三次祷告，以至他
有能力“不会进入诱惑之中”（《路加福音
22:40》）。耶稣所选择的，并不是随从
他自己的意愿，乃是随从神的旨意（《路

加福音22:42》）。他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是
属神的、唯一听话的儿子。
（《路加福音22:39 – 46》） 

人们拘捕、击打并控告了耶稣，
以至于让他死在十字架上。在他
濒临死亡之际，与他同受刑罚的
罪人却相信耶稣无罪，而且全心相
信了他（《路加福音23:42》）。
耶稣跟他说：“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
园了。”（《路加福音23:43》）。很
久很久以前，神向我们应许了一位大
拯救者（《创世纪3:15》）。于是耶
稣来了，他的慷慨就义成全了世上的
罪人，以至罪人能重新归入神的乐园
之中。
（《路加福音23:26 – 49》） 

亚当和以色列做不到的事，耶稣做到
了。他完全无罪的生命战胜了邪恶，神
也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路加福音24:5 – 6
》）。祂现在坐在宝座上为王（《路加福
音24:51》、《启示录11:15》）。祂以全
新的方式，在乐园里给人们提供与神同
在的永生生命与福分（《启示录22:1 – 5
》）。因为耶稣的缘故，“神的帐幕在
人间。祂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祂的子
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
神。” 
（《启示录21:3》）。
（《启示录21 – 22》）

故事、诗歌、预言

“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创世纪1:1
》），但是这个地暂时还没能成为
人类的家园。因为那个时候，渊面黑
暗，所以没有生命能够在其生长（《
创世纪1:2》）。于是，神使光进入世
界（《创世纪1:3 – 5》），而且第三
天使旱地从众水中显露出来（《创世
纪1:9 – 10》）。因为有了旱地，人
类才得以在此居住，以及敬拜神（《
创世纪1:1 – 2:3》）。

以色列却重蹈了亚当和夏娃的覆辙。以色列也是
神的儿子（《出埃及记4:22》），神也借他来实
现祂的众多应许。祂曾应许以色列，他们将会成
为一个大国（《出埃及记19:5 – 6》），也会占领
迦南之地（《出埃及记23:31》），而且有一个大
拯救者将会由其而出（《申命记18:15 – 19》）。
于是，神从埃及人的手里解救了以色列（《出埃
及记3:10》）。以色列在干地中跨过红海；不仅
如此，神还为他们在旷野预备食物（《出埃及记
16:31》）。接着以色列又在干地中跨过约旦河（
《约书亚记1:11，3:17》）。
（《约书亚记1 – 3》） 

许多年以后，神使以色列人重新回到迦南，也使他们
在那里重新生活（《以斯拉记1:1 – 4》）。神再次履
行了祂的应许。祂差遣一个名叫约翰的先知，为那个
大拯救者，耶稣，预备道路（约翰福音《1:19 – 23》
）。约翰在约旦河为耶稣施洗，神也称耶稣为祂的儿
子（《马太福音3:17》）。耶稣从水中起来，神的灵
像鸽子那样降在祂身上，膏举祂将为人类带来拯救（
《马太福音3:16》）。因为有神的能力驱使，耶稣便
被差遣来顺从神，而且行神所喜悦的事（《马太福音
4:1》）。
（《马太福音3》、《路加福音3:1 – 22》） 

正如亚当的故事一般，神的极美极佳之地总是
在众水和干地后出现。以色列进入了迦南之
地。迦南就像一个新的乐园。因为它流奶与蜜（
《申命记6:3》），有众多的泉水，也有不计其数
的果园（《申命记8:7 – 9》）。同样的，如果神
的儿子真的完全听从神的教导（《申命记8:10 – 
11》），神也应许祂将与祂的百姓重新同住，而
且赐给他们生命与福气（《利未记26:11 – 12》）
。但如果他们悖逆神的教导，神便不再与他们同
住，而且他们也将被咒诅，也会从迦南之地被驱
逐出来（《申命记28:41》）。
（《约书亚记5:10 – 11》） 

整体总结：神为祂的百姓创造了一个地方。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
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其他可以参考的故事：《创世纪6 – 9》、《出埃及记14 – 19》 

当以色列刚刚进入迦南的时候，神便教导百姓，
所有的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
为圣（《约书亚记6:19》）。正如从前的夏娃一
般，有一个以色列人，名叫亚干，没有禁住诱
惑。他“看到了”耶利哥城的当灭之物是“悦人眼目
的”，于是对其“垂涎不已”，最后也“拿了并藏下”
那当灭之物（《约书亚记7:21》）。当诱惑来临
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没有顺从神的教导。正如
亚当的故事一般，亚干把罪和死亡的咒诅带入了
那原本能够赐人生命和福气的地方（《约书亚记
7:25》）。
（《约书亚记6 – 7》） 

在迦南，以色列行事越发像亚干。像一个悖逆的儿
子那样，他们没有听从他们父亲的教导，反而转去
跟从许多其他的偶像（《列王纪下17:7 – 19》）。
虽然作为神的儿子，他们却没有像一个儿子应当如
何顺服他父亲那样行事为人。神差遣了许多的先知
去警告他们，也给了他们时间来忏悔，但是他们竟
都不听（《历代志下24:19》）。于是，神使以色
列离开祂的面，正如亚当和夏娃那样。神派巴比伦
王国使以色列人被掳去（《列王纪下25:1》；《但
以理书1:1 – 2》）。那么，人们还有机会与神同在
吗？
（《历代志下36:15 – 21》） 

神使这个旱地成为花园的天堂。因为在这
个乐园里，没有罪的存在。神使亚当和夏
娃居住其中，而亚当也是神的儿子（《路加福
音3:38》）。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和夏
娃（《创世纪1:27》）。这就意味着，只要亚
当和夏娃专心顺服神，他们的生命便能自然而
然地彰显属神的品质（《创世纪1:27》）。如
果他们真的顺从了神，那么他们就有能力去祝
福其他的生命，他们也可以吃生命树上结的果
子，他们也便能够永远地活着（《创世纪3:22
》）。这中间最大的好处，便是能够永远地与
神在一起。他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供应并满
足了他们（《创世纪2：16》）。
《创世纪2:4 – 25》

神嘱咐亚当和夏娃不可吃那善恶树上的果
子（《创世纪3:3》）。他们如果吃了，就
会死（《创世纪2:17》）。但是撒旦以蛇
的形象进入园子，而且也引诱了女人不去
信任神（《创世纪3:1，4 – 5》、《约翰
福音8:44》）。于是，夏娃以为吃了善恶
树上的果子，她便能有智慧（《创世纪3:6
》）。她“看到”那果子“很好”，且是“可喜
爱的”，于是“摘下”果子，也“吃了”。不仅
如此，她也把果子给了亚当（《创世纪3:6
》）。他也吃了（《创世纪3:6》）。亚当
是一个悖逆的儿子。他犯罪了，而且没有
相信神的良善（《创世纪3:1 – 6》）。

亚当和夏娃犯罪后，他们也曾尝试掩盖其
罪。于是，他们便“逃避”神的面，但是神
还是找到了他们（《创世纪3:8》）。神首
先对蛇施行公正的咒诅（《创世纪3:14 – 
15》）。于是神应许，有一个后裔要从夏
娃而来（《创世纪3:15》）。这个后裔将
是一个拯救者。他抵制恶，也能彻底击败
蛇，而且还会将神的百姓重新带入乐园之
中。接着，神也审判了亚当和夏娃，因为
他们也犯罪了（《创世纪3:16 – 19》）。
因为罪的缘故，整个人类的生活变得越发
艰难。如果亚当选择听从神的声音，而不
是他妻子的声音（《创世纪3:7》）。
（《创世纪3:17 – 19》 

神是圣洁完美的（《利未记11:44》）
。在祂里面，有永生的福分与生命（
《创世纪1:28； 3:22》、《提摩太前
书6:16》）；但是，亚当和夏娃却把
死亡和罪的咒诅带入了这个世界（《
创世纪3:6，17》）。这就意味着，神
没有办法能够允许有罪的人类与祂同
住，祂也没有办法让人类继续生活在
祂所创造的乐园中。于是，神使亚当
和夏娃离开祂的面，也离开祂所创造
的完美的乐园之中（《创世纪3:23》
）。那么，人类还有机会重新与神同
住吗？

正如亚当和以色列的故事一样，对耶
稣的试探也是在他受过水的洗礼之
后。受神所感，耶稣离开了他受洗
之处，来到旷野（《路加福音4:1》
）。在那里，撒旦试探了耶稣三次
（《路加福音4:3、6:7、9 – 11》
）。但耶稣的表现比亚当和以色
列好。因为耶稣完全相信神完美
的话语，他抵制了恶，而且用行
动证明了他是属神的、听话的儿
子（《路加福音4:4，8，12》
）！耶稣对神的顺服，胜过世
上任何一人对神的

魔鬼伺机等候，要在最合适的时机，
再次引诱耶稣（《路加福音4:13》）
。于是，它等到了耶稣生命终结的时
候（《路加福音22:53》）。正如亚当
那般，耶稣进入了一片树林（《路加
福音22:39》）；在那里，他也得禁受

罪的诱惑。于是，他三次祷告，以至他
有能力“不会进入诱惑之中”（《路加福音
22:40》）。耶稣所选择的，并不是随从
他自己的意愿，乃是随从神的旨意（《路

加福音22:42》）。他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是
属神的、唯一听话的儿子。
（《路加福音22:39 – 46》） 

人们拘捕、击打并控告了耶稣，
以至于让他死在十字架上。在他
濒临死亡之际，与他同受刑罚的
罪人却相信耶稣无罪，而且全心相
信了他（《路加福音23:42》）。
耶稣跟他说：“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
园了。”（《路加福音23:43》）。很
久很久以前，神向我们应许了一位大
拯救者（《创世纪3:15》）。于是耶
稣来了，他的慷慨就义成全了世上的
罪人，以至罪人能重新归入神的乐园
之中。
（《路加福音23:26 – 49》） 

亚当和以色列做不到的事，耶稣做到
了。他完全无罪的生命战胜了邪恶，神
也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路加福音24:5 – 6
》）。祂现在坐在宝座上为王（《路加福
音24:51》、《启示录11:15》）。祂以全
新的方式，在乐园里给人们提供与神同
在的永生生命与福分（《启示录22:1 – 5
》）。因为耶稣的缘故，“神的帐幕在
人间。祂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祂的子
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
神。” 
（《启示录21:3》）。
（《启示录21 – 22》）

故事、诗歌、预言

“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创世纪1:1
》），但是这个地暂时还没能成为
人类的家园。因为那个时候，渊面黑
暗，所以没有生命能够在其生长（《
创世纪1:2》）。于是，神使光进入世
界（《创世纪1:3 – 5》），而且第三
天使旱地从众水中显露出来（《创世
纪1:9 – 10》）。因为有了旱地，人
类才得以在此居住，以及敬拜神（《
创世纪1:1 – 2:3》）。

以色列却重蹈了亚当和夏娃的覆辙。以色列也是
神的儿子（《出埃及记4:22》），神也借他来实
现祂的众多应许。祂曾应许以色列，他们将会成
为一个大国（《出埃及记19:5 – 6》），也会占领
迦南之地（《出埃及记23:31》），而且有一个大
拯救者将会由其而出（《申命记18:15 – 19》）。
于是，神从埃及人的手里解救了以色列（《出埃
及记3:10》）。以色列在干地中跨过红海；不仅
如此，神还为他们在旷野预备食物（《出埃及记
16:31》）。接着以色列又在干地中跨过约旦河（
《约书亚记1:11，3:17》）。
（《约书亚记1 – 3》） 

许多年以后，神使以色列人重新回到迦南，也使他们
在那里重新生活（《以斯拉记1:1 – 4》）。神再次履
行了祂的应许。祂差遣一个名叫约翰的先知，为那个
大拯救者，耶稣，预备道路（约翰福音《1:19 – 23》
）。约翰在约旦河为耶稣施洗，神也称耶稣为祂的儿
子（《马太福音3:17》）。耶稣从水中起来，神的灵
像鸽子那样降在祂身上，膏举祂将为人类带来拯救（
《马太福音3:16》）。因为有神的能力驱使，耶稣便
被差遣来顺从神，而且行神所喜悦的事（《马太福音
4:1》）。
（《马太福音3》、《路加福音3:1 – 22》） 

正如亚当的故事一般，神的极美极佳之地总是
在众水和干地后出现。以色列进入了迦南之
地。迦南就像一个新的乐园。因为它流奶与蜜（
《申命记6:3》），有众多的泉水，也有不计其数
的果园（《申命记8:7 – 9》）。同样的，如果神
的儿子真的完全听从神的教导（《申命记8:10 – 
11》），神也应许祂将与祂的百姓重新同住，而
且赐给他们生命与福气（《利未记26:11 – 12》）
。但如果他们悖逆神的教导，神便不再与他们同
住，而且他们也将被咒诅，也会从迦南之地被驱
逐出来（《申命记28:41》）。
（《约书亚记5:10 – 11》） 

整体总结：神为祂的百姓创造了一个地方。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
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其他可以参考的故事：《创世纪6 – 9》、《出埃及记14 – 19》 

当以色列刚刚进入迦南的时候，神便教导百姓，
所有的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
为圣（《约书亚记6:19》）。正如从前的夏娃一
般，有一个以色列人，名叫亚干，没有禁住诱
惑。他“看到了”耶利哥城的当灭之物是“悦人眼目
的”，于是对其“垂涎不已”，最后也“拿了并藏下”
那当灭之物（《约书亚记7:21》）。当诱惑来临
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没有顺从神的教导。正如
亚当的故事一般，亚干把罪和死亡的咒诅带入了
那原本能够赐人生命和福气的地方（《约书亚记
7:25》）。
（《约书亚记6 – 7》） 

在迦南，以色列行事越发像亚干。像一个悖逆的儿
子那样，他们没有听从他们父亲的教导，反而转去
跟从许多其他的偶像（《列王纪下17:7 – 19》）。
虽然作为神的儿子，他们却没有像一个儿子应当如
何顺服他父亲那样行事为人。神差遣了许多的先知
去警告他们，也给了他们时间来忏悔，但是他们竟
都不听（《历代志下24:19》）。于是，神使以色
列离开祂的面，正如亚当和夏娃那样。神派巴比伦
王国使以色列人被掳去（《列王纪下25:1》；《但
以理书1:1 – 2》）。那么，人们还有机会与神同在
吗？
（《历代志下36:15 – 21》） 

神使这个旱地成为花园的天堂。因为在这
个乐园里，没有罪的存在。神使亚当和夏
娃居住其中，而亚当也是神的儿子（《路加福
音3:38》）。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和夏
娃（《创世纪1:27》）。这就意味着，只要亚
当和夏娃专心顺服神，他们的生命便能自然而
然地彰显属神的品质（《创世纪1:27》）。如
果他们真的顺从了神，那么他们就有能力去祝
福其他的生命，他们也可以吃生命树上结的果
子，他们也便能够永远地活着（《创世纪3:22
》）。这中间最大的好处，便是能够永远地与
神在一起。他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供应并满
足了他们（《创世纪2：16》）。
《创世纪2:4 – 25》

神嘱咐亚当和夏娃不可吃那善恶树上的果
子（《创世纪3:3》）。他们如果吃了，就
会死（《创世纪2:17》）。但是撒旦以蛇
的形象进入园子，而且也引诱了女人不去
信任神（《创世纪3:1，4 – 5》、《约翰
福音8:44》）。于是，夏娃以为吃了善恶
树上的果子，她便能有智慧（《创世纪3:6
》）。她“看到”那果子“很好”，且是“可喜
爱的”，于是“摘下”果子，也“吃了”。不仅
如此，她也把果子给了亚当（《创世纪3:6
》）。他也吃了（《创世纪3:6》）。亚当
是一个悖逆的儿子。他犯罪了，而且没有
相信神的良善（《创世纪3:1 – 6》）。

亚当和夏娃犯罪后，他们也曾尝试掩盖其
罪。于是，他们便“逃避”神的面，但是神
还是找到了他们（《创世纪3:8》）。神首
先对蛇施行公正的咒诅（《创世纪3:14 – 
15》）。于是神应许，有一个后裔要从夏
娃而来（《创世纪3:15》）。这个后裔将
是一个拯救者。他抵制恶，也能彻底击败
蛇，而且还会将神的百姓重新带入乐园之
中。接着，神也审判了亚当和夏娃，因为
他们也犯罪了（《创世纪3:16 – 19》）。
因为罪的缘故，整个人类的生活变得越发
艰难。如果亚当选择听从神的声音，而不
是他妻子的声音（《创世纪3:7》）。
（《创世纪3:17 – 19》 

神是圣洁完美的（《利未记11:44》）
。在祂里面，有永生的福分与生命（
《创世纪1:28； 3:22》、《提摩太前
书6:16》）；但是，亚当和夏娃却把
死亡和罪的咒诅带入了这个世界（《
创世纪3:6，17》）。这就意味着，神
没有办法能够允许有罪的人类与祂同
住，祂也没有办法让人类继续生活在
祂所创造的乐园中。于是，神使亚当
和夏娃离开祂的面，也离开祂所创造
的完美的乐园之中（《创世纪3:23》
）。那么，人类还有机会重新与神同
住吗？

正如亚当和以色列的故事一样，对耶
稣的试探也是在他受过水的洗礼之
后。受神所感，耶稣离开了他受洗
之处，来到旷野（《路加福音4:1》
）。在那里，撒旦试探了耶稣三次
（《路加福音4:3、6:7、9 – 11》
）。但耶稣的表现比亚当和以色
列好。因为耶稣完全相信神完美
的话语，他抵制了恶，而且用行
动证明了他是属神的、听话的儿
子（《路加福音4:4，8，12》
）！耶稣对神的顺服，胜过世
上任何一人对神的

魔鬼伺机等候，要在最合适的时机，
再次引诱耶稣（《路加福音4:13》）
。于是，它等到了耶稣生命终结的时
候（《路加福音22:53》）。正如亚当
那般，耶稣进入了一片树林（《路加
福音22:39》）；在那里，他也得禁受

罪的诱惑。于是，他三次祷告，以至他
有能力“不会进入诱惑之中”（《路加福音
22:40》）。耶稣所选择的，并不是随从
他自己的意愿，乃是随从神的旨意（《路

加福音22:42》）。他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是
属神的、唯一听话的儿子。
（《路加福音22:39 – 46》） 

人们拘捕、击打并控告了耶稣，
以至于让他死在十字架上。在他
濒临死亡之际，与他同受刑罚的
罪人却相信耶稣无罪，而且全心相
信了他（《路加福音23:42》）。
耶稣跟他说：“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
园了。”（《路加福音23:43》）。很
久很久以前，神向我们应许了一位大
拯救者（《创世纪3:15》）。于是耶
稣来了，他的慷慨就义成全了世上的
罪人，以至罪人能重新归入神的乐园
之中。
（《路加福音23:26 – 49》） 

亚当和以色列做不到的事，耶稣做到
了。他完全无罪的生命战胜了邪恶，神
也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路加福音24:5 – 6
》）。祂现在坐在宝座上为王（《路加福
音24:51》、《启示录11:15》）。祂以全
新的方式，在乐园里给人们提供与神同
在的永生生命与福分（《启示录22:1 – 5
》）。因为耶稣的缘故，“神的帐幕在
人间。祂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祂的子
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
神。” 
（《启示录21:3》）。
（《启示录21 – 22》）

故事、诗歌、预言

犁耙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