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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東加拿大感恩節特會 

總題總題總題總題    從舊約中的歷史從舊約中的歷史從舊約中的歷史從舊約中的歷史、、、、人物人物人物人物、、、、預言預言預言預言，，，，尋得神聖的啟示尋得神聖的啟示尋得神聖的啟示尋得神聖的啟示    

第一段第一段第一段第一段    從已過的永遠到神呼召亞伯拉罕之前的歷史從已過的永遠到神呼召亞伯拉罕之前的歷史從已過的永遠到神呼召亞伯拉罕之前的歷史從已過的永遠到神呼召亞伯拉罕之前的歷史    

壹、 神在已過的永遠裡啟示祂自己是： 

一、 以羅欣，表明祂是信實的大能者（創一 1，二 4） 

二、 耶和華，意思是：我是那我是，指名祂是自有永有者 

三、 從亙古到永遠無始無終的創造者（詩九十 2，來七 3，創一 1） 

四、 三而一者 

1. 聖經啟示神是獨一的──哥林多前書八章四節說，『神只有一位，再沒有別的神。』

以賽亞書四十五章 5 節說，『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除了我以外再沒

有 神。』還有 6 節、21～22 節，四十六章 9 節，四十四章 6 節、8 節，都有同樣

的話。『我』是單數的，只有一位。神這多次的宣言，強有力的證明，神只有一位 

2. 以羅欣是多數，指明神是三而一的──正如創世記一章 26～27 節裡用「我們」，「我

們的」，以及「他」等代名詞得以證實。神在以賽亞六章八節說，『我可以差遣誰呢？

誰肯為我們去呢？』神稱自己一面作「我」，一面又作「我們」，這證明我就是我們，

我們也就是我 

3.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 18 節啟示，父、子、聖靈的名，一個名卻包含三個身位，也指明

神是三而一的 

4. 新約進一步啟示，父、子、聖靈三者，從永遠到永遠同時共存，且互相內住（約一

1～2，十四 10～11，八 29，十五 26，啟一 4～5） 

5. 父、子、聖靈三者，雖有分別卻不分開（約八 29，16 徒十 38，路四 1，18） 

貳、 神在已過的永遠裡立了一個永遠的經綸──弗三 9～10，一 10 

一、 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裡之奧秘的安排〈經綸〉，乃是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

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萬般的智慧。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

所定的旨意。 

二、 神的安排〈經綸〉乃是要將萬有在基督裡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 

三、 為著完成神永遠的安排〈經綸〉，基督必要照著神的定旨〈定議〉先見被交給人（徒二

23）。主耶穌釘十字架並不是人類歷史中的偶然事件，乃是神在創立世界以前照著祂的

定旨和計畫所安排的，因此在神的眼中，基督是從創立世界以來，就是從人墮落起就

被殺了（啟十三 8） 

參、 神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就已經用天上各樣屬靈的福分，祝福了信徒──弗一 3

～6 

一、 揀選他們，使他們成為聖別，無有瑕疵（4 節） 

二、 按著祂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他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歸於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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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祂神聖的生命（5 節下） 

三、 使祂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祂在基督那蒙祂所愛者裡面所恩賜我們的（6 節） 

肆、 神在時間裡創造宇宙──在撒但背叛前，神原初所造的宇宙 

一、 神所以創造宇宙，完全是為著祂的兒子，要叫祂的兒子在萬有之上居首位、得榮耀。

歌羅西一章十六至十八節說，『萬有……都是在祂裡面造的；又是被造歸給祂的；祂在

萬有之先，萬有也在祂裡面得以維繫……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二、 創世記一章一節的『創造』，是從無創出有來。所以神創造宇宙，完全是從無裡面創造

出來的。神是憑藉著祂的話，從無中創造出宇宙來。希伯來十一章三節說，『諸世界是

藉神話造成的。』約翰一章三節也說，萬物是藉著神的話造的。神說有就有，命立就

立（詩篇三三 9）──神的話是何等有權能 

三、 聖經也指明，神藉著基督，祂的兒子，創造了諸天與地。希伯來一章二節說，神藉著

祂的兒子創造諸世界，就是宇宙。歌羅西一章十五至十六節也說，萬有都是在神的兒

子裡面造的──神的兒子就是神的話（約一 1，14），二者乃是一 

四、 神先創造諸天同諸天上一切的活物：鋪張諸天（賽四二 5 上，亞十二 1 上）。創造星辰

（伯三八 7 上）。創造神的眾子──天使（伯三八 7 下） 

五、 神接著創造地同地上的萬有：奠立地基（亞十二 1，伯三八 4）。有正確的尺度同堅固

的根基與作記號的角石（伯三八 5～6）。因著神建造大地的美麗，群星一同歌唱，神

的眾子──天使，也都歡呼（伯三八 7） 

六、 在當初的宇宙裡，沒有一點罪惡的影兒，也沒有絲毫紛亂的跡象，乃是完全光明，完

全美麗。這給我們看見那位創造者是何等光明、美麗 

伍、 神在時間裡在撒但背叛後，審判撒但和宇宙 

一、 撒但原是明亮之星（或作晨星，拉丁文譯為「路西弗」），早晨之子，指明撒但是神在

宇宙的「早晨」所造早期的天使之一（賽十四 12） 

二、 撒但原是神所造尊高的天使長，完美的基路伯。以西結二十八章十二至十四節說『佩

戴各樣寶石』，原文是『披蓋各樣寶石』。這是表明他的住處是用各樣寶石造的。『又有

精美的鼓笛在你那裡；都是在你受造之日豫備齊全的。』在古時，這樣的樂器都是為

君王的。這表示撒但曾是一位君王，在那宇宙中掌有最高的地位。這就是何以主耶穌

稱他為『這世界的王』（約十二 31），使徒也稱他為『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弗二 2）。『你

是那受膏遮掩約櫃的基路伯。』這也許是指他在諸天界，遮掩神的約櫃說的（出二五

20，啟十一 19）；又說，『我將你安置在神的聖山上。』可見他的地位是神所安置的。

神膏了這天使長，並且指派他來遮掩祂的約櫃 

三、 撒但的背叛 

1. 撒但背叛神是由於他心裡驕傲。以西結二十八章說，他『因美麗心中高傲，又因榮

光而敗壞智慧』（17） 

2. 撒但背叛的目的乃是要高抬自己，要與神同等。以賽亞十四章十三到十四節，撒但

五次說『我要』──『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我要坐在聚會的山

上』，『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 

3. 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參與他的背叛（啟十二 4 上），成了『空中執政掌權的』（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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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亞當以前之世代的活物也加入他的背叛 

四、 背叛的結果 

1. 神審判了撒但，以致他必從諸天被摔到地上，並墜落陰間，到坑中極深之處（結二

八 16～17，賽十四 15） 

2. 他與他屬下的天使成為諸天界裡邪惡的屬靈體系，由他為其首領（弗六 12，二 2 下；

但十 13，20） 

3. 亞當以前之世代的活物成了污鬼（太十二 43～45），為撒但黑暗的國作工（太十二

26，徒二六 18 上，西一 13 上） 

4. 神審判了被撒但背叛所污染的諸天和地，因而整個宇宙變為黑暗（伯九 5～7，創一

2 上） 

5. 神必要一步一步執行祂對撒但的審判，直到他被扔在火湖裡（路十 17～19，啟十二

9，10 下，13，二十 2～3，7，10） 

6. 在神對撒但的審判完成之前，撒但仍然能進到神面前，控告神的子民（伯一 6～12，

二 1～7，亞三 1～2，啟十二 10 下），並且他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

吞吃的人（彼前五 8） 

7. 神對他的審判，乃是用很長的一段時間執行的。主耶穌在肉身顯現出來，為要除滅

魔鬼的作為（約壹三 8），就是執行神的審判。主也給祂的門徒權柄，勝過所有仇敵

撒但的能力（路十 19）。當門徒趕出污鬼的時候，撒但就從天上墜落（路十 17～20）。

主藉著祂十字架上的死，敗壞了魔鬼（來二 14），傷了古蛇的頭 

8. 藉著教會執行審判的工作，魔鬼將被摔到地上，他的使者也要與他一同被摔下去（啟

十二 9）。以後他要被捆綁並被扔到無底坑裡（啟二十 2～3）。最終他要被扔在火湖

裡（啟二十 10）。這樣，神在撒但並他跟從者身上，審判的執行就完成了 

陸、 恢復受審判的宇宙，並進一步創造──創一 2～25 

一、 原初的宇宙受審判的結果──地變成荒廢空虛，淵面黑暗（2 節上） 

二、 神的靈覆翼在水面上（2 節下） 

三、 在第一天，神恢復光，將光與暗分開，稱光為晝，稱暗為夜（3～5 節） 

四、 在第二天，神在諸水之間造出空氣，以分開空氣以下的水，和空氣以上的水；神稱空

氣為天（6～8 節） 

五、 在第三天，神將天下的水聚在一處，使旱地露出來；神稱旱地為地，稱水的聚處為海

（9～10 節）。神使地發生青草、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11～13 節） 

六、 在第四天，神恢復天上的光，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並要發光

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兩個大光，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眾星（14～19 節） 

七、 在第五天，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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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也要多生在地上（20～23 節） 

八、 在第六天，神使地生出活物來，各從其類，有牲畜、爬物和野獸，各從其類（24～25

節） 

柒、 創造人──創一 26～二 25 

一、 在第六天，神開了一個神格會議，要照著祂的形像，按著祂的樣式造人（創一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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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作成人（作人的身體），並將生命之氣吹在他鼻孔裡（作人的

靈）；人就成了活的魂（創二 7） 

三、 耶和華神將人擺在伊甸園，當中有兩棵樹（創二 8～9） 

1. 生命樹，表徵神在基督裡作人的生命，好給人接受（啟二 7 下，二二 2，14，19） 

2. 善惡知識樹，表徵撒但是死的源頭（來二 14），神不准人吃（創二 17，三 3） 

四、 有一道河，河流中有金子、珍珠和紅瑪瑙──創二 10～12 

五、 耶和華神用亞當的肋骨建造一個女人，作亞當的妻子，成為他的配偶，與他相配，表

徵教會由基督復活的生命所建造而成，成為祂的配偶，與祂相配，作祂永遠的滿足（創

二 18～24，弗五 23～32） 

六、 神完成祂一切創造與造作之工，在第七天安息了（創二 1～3） 

捌、 在人墮落後拯救人──創世記三章 

一、 墮落是由於蛇的欺騙，蛇就是那試誘者，神的仇敵魔鬼撒但的化身（創三 1～6，提前

二 14，啟十二 9 上，太四 3，十三 39 上） 

二、 因人吃善惡知識樹的果子，棄絕那作生命樹的神（創三 6） 

三、 人墮落的結果 

1. 撒但進到人裡面，成為人內住的罪（羅七 17，20～21） 

2. 罪進到人類裡面（羅五 12 上） 

3. 罪把死帶給人類（羅五 12 下） 

4. 罪把虛空和敗壞的奴役帶給一切受造之物（羅八 20～21） 

5. 人被構成了罪人，魂敗壞了，體變質了，靈也死了（羅五 19 上，創三 7） 

6. 人落在定罪之下（羅五 18 上，創三 8） 

7. 人企圖遮蓋自己，躲避神的面（創三 7～9） 

8. 神不容人吃生命樹，直到他墮落的性情受對付（創三 22） 

9. 神把人趕出伊甸園，並把生命樹的道路向人封閉，以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

來把守（創三 23～24） 

四、 神對人墮落的處置（創三 8～21） 

1. 神來尋找失喪的罪人（創三 8～13） 

2. 神咒詛試誘人的蛇，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說它必用肚子行走，並要終生吃土（創

三 14） 

3. 神必多多加增女人懷胎的苦楚；她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她必戀慕她的丈夫，她丈

夫必管轄她（創三 16） 

4. 神咒詛地，地必長出荊棘和蒺藜，因此人必終身勞苦，汗流滿面才得餬口，直到他

歸了土（他的身體死了，歸於塵土）；這是神藉著苦難限制並保護墮落的人，使人不

致於過度墮落（創三 17 下～19） 

五、 神傳福音給他們，應許神的兒子基督必來作女人的後裔 

1. 為人打傷那誘惑人之蛇的頭（創三 15，約壹三 8 下） 

2. 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受死之奴役的人（來二 14～15） 

3. 亞當相信神這應許，並稱他妻子為夏娃，因為她是眾生之母；夏娃意義就是活。他

相信他和夏娃都活了，不要死了（創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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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神用犧牲的皮子，為他和他妻子作衣服，給他們穿上，把他們完全遮蓋了；這是表明，

神藉著基督所流的血──由被殺的犧牲所預表（來九 22，太二六 28），將人贖回，並

藉著基督作人的義──由被殺犧牲的皮子作的衣服所預表（林前一 30，加二 17 上），

稱人為義（創三 21） 

玖、 神在受造的人（從亞伯到挪亞）身上的工作，並對墮落之世界（從該隱到巴別）的審判 

一、 神在拯救亞當之後，繼續在一些亞當子孫身上作工；他們根據生命樹的原則，走神生

命之路 

二、 神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創四 4） 

三、 神立了塞特代替亞伯（四 25），並在他生以挪士後，開始呼求耶和華的名（四 26） 

四、 神藉著以諾給兒子起名叫瑪土撒拉，意思是「當他死時，要差它（洪水）來」，而預言

洪水將到（創五 21） 

五、 神得著以諾與祂同行三百年，並在洪水以前把以諾從地上取去（五 22～24） 

六、 神得著挪亞與祂同行並預備方舟，使挪亞和他全家藉洪水得救，脫離那敗壞的世代（六

9～22）。神且喜悅挪亞燔祭的馨香之氣，而維持地和地的系統，並與挪亞和他子孫以

及一切活物立約，他們不再被洪水所滅，乃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八 20～九 17） 

七、 神也在消極一面審判亞當其餘的子孫；他們根據善惡知識樹的原則，走撒但死亡之路，

而成了在神定罪下的世界 

1. 神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創四 5） 

2. 神審判該隱，使他成為在地上流離飄蕩的人，結果他和他的後代發明了人類無神的

文化（四 10～22） 

3. 神用洪水審判那由成了肉體之人所組成敗壞的世界（六 1～7，11～13） 

4. 神在巴別審判那棄絕祂並與撒但聯結為一的世界，結束了在亞當族類身上的工作（十

一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