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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樂園
明白上帝創造的本意1.

熱身
你贊成只能在一男一女的婚姻中享受性關係嗎？為什麼？

（這是一道熱身題，請自由作答。）

思考
1. 你認為上帝所賜的性是美好而聖潔的嗎？為什麼？

在人墮落之前，上帝為人所創造的一切都甚好。創世記1章31節所說的

「一切所造的」是指上帝所有的創造物。這不單指地上的創造物，也包括

人及其擁有的一切能力—包括性的能力。上帝除了賜人治理大地的使命

之外，還賜人「生養眾多」的使命（創世記1章28節）。生育能力是蒙上帝

賜福的，但是我們只能在上帝所設定的婚姻關係裡才能體會到性的美好。

「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創世記2章24節）。一男

一女在婚姻關係中的結合是神聖的，所以作者說：「性親密是上帝所賜的

禮物。在祂所設定的婚約中，夫妻享受上帝所賜的這個福分，並達成特定

的目標：生育繁衍、相知相惜、彼此愉悅。」（第8頁）

2. 你同意「婚姻和男女關係往往令人挫折沮喪，無法令人滿足」（第9頁）

這個說法嗎？為什麼？

罪的本質就是相信自己過於相信上帝，不願意停留在上帝為人所設立

的界線之內，反而按照自己的喜好來決定行事為人的界線。這就是人墮落

之後的境況。罪破壞了人與上帝的關係，也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

此，活在罪中的人會扭曲和濫用自己的能力，進而破壞婚姻和男女關係，

使人感到沮喪且無法滿足。

3. 我們應以什麼態度來面對人的性慾問題（第9頁）？

作者指出，我們要正確地找到問題的癥結，才能夠對症下藥。他認

為，人的性慾問題不是因為資訊不足，也不是源於社會壓力和潮流趨勢，

其根源在於屬靈的層面。因此，我們只能尋求上帝的幫助。他鼓勵我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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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帝創造人這個起點，來尋求解決性慾問題的方法。

正如作者所言，我們需要用聖經的眼光來看問題，因為聖經清晰而務

實地揭露了人在墮落之後，情慾上的複雜變化。這樣，我們才不會幼稚和

輕率地判斷問題，或者聽信虛假不實的承諾來解決性慾的掙扎。我們只有

帶著屬靈的眼光來看待情慾和性慾，才不會將它們理想化、偶像化，也不

會為了壓抑它們而藐視肉體的自然反應。這是因為，上帝創造性關係的心

意原是好的，性有其美善的角色。

探索
閱讀創世記1章26-31節

1. 上帝「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27節）的意義何在？

第一，人可以擁有上帝一切美善的性情。這是因為，上帝是一位有位

格的上帝，祂有意識，有情感，有智慧。祂創造萬物並賦予它們美好的價

值，而人在本質上對真善美的追求也反映了上帝的形象。第二，人因著上

帝而擁有尊貴的身分。人作為上帝在地上的代表，管理祂所造的一切，表

明人在創造物中擁有獨特的地位。人在未墮落以先，擁有上帝兒女的榮耀

身分，能與上帝溝通，並將上帝的旨意帶到地上。

2. 男人和女人都是上帝所造的（27節）。這對於兩性關係的意義何在？

這節經文首先指出，上帝「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緊接著，它再次

強調：上帝「乃是照著祂的形象造男造女」。男和女並不是獨立的個體，

他們構成了「人」這個整體。誠然，在創世記2章中，上帝先造男人，再造

女人，兩性受造有其先後次序。但是，男和女都是上帝創造的，他們同樣

擁有上帝的形象。因此，在兩性關係中，男性並不比女性優勝，男人不可

以操控女人。事實上，創世記2章告訴我們，上帝為亞當造一個配偶的目的

是「幫助」他。在上帝的創造中，男女關係原本是美好的配搭。男和女應

當互相尊重，各自發揮所長，彼此互補，共同完成上帝所託付的使命。

3. 上帝造人之後，將什麼使命託付給他們（28節）？

第一，生養眾多，遍滿地面。男女結婚生子、繁衍後代，是上帝所喜

悅、所賜福的事情。第二，治理地上所有的活物。除了人之外，地球上其

他的活物，不論是在空中的、水中的還是地上的，上帝都交給人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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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請閱讀創世記1章27-28節和2章21-25節。明白男人和女人的性

能力都是上帝創造的一部分，對你有什麼重要的啟發？

根據創世記的記載，上帝所創造的一切都「甚好」。男

人和女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賜福給他們，並且吩

咐他們要生養眾多。因此，男人和女人的性能力是蒙上帝賜福

的，而性關係應當只發生在夫婦之間（參創世記2章24節）。

反思
1. 明白人有上帝的形象，對你建立婚姻關係重要嗎？為什麼？

（這是一道開放性問題，請自由作答。）

2. 明白上帝的創造觀能幫助你面對肉體的自然反應嗎？

（這是一道開放性問題，請自由作答。組長宜特別提醒所有組員
遵守保密原則：未經當事人同意，不可向小組以外的人透露其他
組員在小組中所分享的內容。）

進
深

靈修與默想
靈命日糧文章《甚好！》

（組長可以邀請組員以這篇文章作為當天回家後的靈修內容，鼓勵他們
操練每日靈修的習慣。組長也可以在聚會期間與組員一同閱讀這篇文章，並
與組員彼此分享靈修心得。組長可以分享與以下內容類似的靈修心得。）

上帝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祂不單創造了這個美麗的世界，更創造了

我們人類。

上帝創造我們的特別之處在於，我們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及樣式造

的。由於我們受造的獨特性，上帝用「甚好」而不單是「好」來評價我

們。這一獨特性使我們不單懂得珍惜與尊重自己，也同樣曉得珍惜與尊重

別人。不單如此，上帝照著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因此，我們不論男

女，都需要尊重彼此的獨特性。惟有明白所有人都是上帝創造的傑作，我

們才懂得欣賞別人身上的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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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身
你認為夫妻之間可以坦誠相處、沒有祕密嗎？為什麼？

（這是一道熱身題，請自由作答。）

思考
1. 為什麼作者會說「亞當和夏娃的罪，玷污並破壞了上帝對我們的婚姻和

性生活的心意」（第15頁）？

上帝創造亞當和夏娃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在人類

第一樁婚姻中，性關係受到認可和稱許，且被視為上帝創造的高峰。他們

在上帝所預備的花園中，面對面站立，並不覺得羞恥，也不擔心對方會在

自己身上找到不妥之處。

但是，他們吃了那不可吃的果子之後，就知道自己赤身露體。這一發

現表明他們已經被罪玷污，從上帝原本美好的創造中墮落，以致他們要用

物件遮蔽身體。這樣，上帝創造人的本意被破壞，祂對我們的婚姻和性生

活的心意也被破壞。

2. 創世記1章和2章都描述了上帝的創造，二者有什麼分別（第15頁）？

創世記1章和2章分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描述上帝的創造。1章從宏觀

的角度記述上帝創造宇宙萬物的情景，2章則記錄人類受造的細節。因此，

我們應在1章的範疇之內去理解2章的內容。

3. 上帝為人所設立的婚姻關係有何美好之處（第15-16頁）？

在上帝所設立的婚姻關係中，丈夫和妻子透過身體與心靈的交流，

享受純潔的愉悅。他們之間不受玷污的性關係，吸引他們在彼此愉悅之際

建立更深的親密關係。兩人帶著聖潔的身軀結為一體，尊貴和諧，相輔相

成，實為天作之合。

回到起點
明白上帝創造夫妻關係的美好心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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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閱讀創世記2章7-8、18-25節

1. 上帝先造亞當（7節），再從亞當造夏娃（21-22節）。這對於夫妻關係

有何意義？

上帝先用塵土造亞當，再用亞當身上的肋骨造夏娃，這是生命出於生

命、生命連於生命的創造。這表明，男人和女人密不可分，而上帝的心意

是要男人和女人結合，成為一個整體。他們雖然是兩個獨立的個體，卻要

結合，成為一個共同生活的整體，彼此互補，發揮所長。 

2. 為什麼亞當稱夏娃為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23節）？

亞當說這話，表明他認同上帝為他創造的夏娃，也認同他與夏娃之

間的親密關係。在18節中，上帝要為亞當造一個配偶，目的是幫助亞當。

到了19-20節，上帝將地上所有的活物都帶到亞當面前，亞當為牠們一一

命名。但聖經特別提到：「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20節）。因

此，上帝為亞當所預備的配偶必須與亞當本身有關係，而非獨立於亞當之

外。於是，上帝使亞當沉睡，用他身上的肋骨來造夏娃。夏娃馬上得到亞

當的認同，並親切地感受到自己與亞當之間存在著血濃於水的關係，因為

這是生命的連結。

3. 上帝為亞當造一個配偶的心意是什麼（18、24節）？

創世記1章表明，上帝的心意是按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並且要他們生

養眾多，而非獨立地生存。而且，上帝不是用另外一堆塵土，而是用亞當

的肋骨來為亞當造配偶，這充分表明祂的心意是要夫婦的生命相結連。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24節）。耶穌更進

一步說明：「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上帝

配合的，人不可分開」（馬太福音19章6節）。
此外，配偶之間應該彼此幫助，不存在從屬關係。「幫助」並不意味

著幫助者比受助者更強大，只是受助者有不足的地方，需要別人協助。反

過來說，幫助者也有不足的地方，同樣需要別人協助。進一步來講，配偶

之間互相幫助，不單單在於生活雜務或生育，更重要的是藉著相互支持，

達致身心靈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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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請閱讀以弗所書5章25-33節。你認為夫妻之間可以親密無間

嗎？為什麼？

上帝用男人的肋骨造女人，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

肉」，所以夫妻二人的關係理應親密無間。在以弗所書5章中，

使徒保羅以夫妻間美好的關係來比喻基督與教會的關係：丈夫如

同愛自己一樣愛妻子（33節），妻子也敬重並順服丈夫（22、33

節）。雖然在現實生活中，夫妻要親密無間地相處，並不容易。

但是，夫妻二人若瞭解上帝對婚姻的美好心意，並且願意在基督

裡彼此相愛，互相尊重，那麼二人的關係必能愈發親密。

（組長可引導組員分享夫妻間一直相親相愛的祕訣與經驗。）

反思
1. 你認為哪些因素會妨礙夫妻建立美好的關係？

2. 明白上帝設立婚姻的心意，對你面對婚姻關係有什麼幫助？

（這兩道都是開放性問題，請自由作答。）

靈修與默想
靈命日糧文章《相遇》

（組長可以邀請組員以這篇文章作為當天回家後的靈修內容，鼓勵他們
操練每日靈修的習慣。組長也可以在聚會期間與組員一同閱讀這篇文章，並
與組員彼此分享靈修心得。組長可以分享與以下內容類似的靈修心得。）

上帝設計婚姻的原意是美好的。上帝造男造女，要他們結合成為夫

婦，為的是叫他們互相幫助、互相扶持。耶和華上帝說：「那人獨居不

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創世記2章18節）。一對男女從相遇

到相戀，然後結為夫婦，一起組織家庭，養育孩子，再相伴到老。這個

過程一點也不簡單，當中的困難與考驗是每一對夫婦都必然會面對的。婚

姻的美好之處就在於，不論發生什麼事，夫婦二人都彼此扶持，一起面對

困難，共同譜寫出美麗的人生。我們只要願意珍惜並看重上帝所賜予的配

偶，就一定能靠著主的恩典，過美滿的婚姻生活。

進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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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身
人能夠自己做決定，你認為這對我們有益嗎？為什麼？

（這是一道熱身題，請自由作答。）

思考
1. 作者提到，今天撒但仍會使用三種花招來誘惑我們犯罪（第22-24頁）。

這三種花招分別是什麼？你同意作者的觀點嗎？為什麼？

作者指出，今天撒但仍會使用的三種花招分別是：第一，削弱上帝的

話。第二，詆毀上帝的屬性。第三，挑戰上帝的權柄。

（第二和第三道都是開放性問題，請自由作答。組長可以引導組員分享
撒但所用的這些花招是否能誘惑他們犯罪。）

2. 罪的本質是什麼（第24頁）？

作者指出，罪的本質就是相信自己過於相信上帝（第24頁）。亞當與

夏娃沒有遵守上帝為他們所設立的禁令，也就是說，他們沒有順服上帝。

他們決定吃那不可吃的果子，表明他們認為自己有能力分辨什麼對他們有

益處。罪總是誘惑我們相信自己所做的決定對自己最為有利，哪怕那些決

定會違背上帝明確的吩咐。因此，夏娃認為吃那棵樹上的果子是最佳的選

擇；但事實卻是，那個選擇帶來了嚴重的災難。

3. 作者說：「聖經的教導是，人裡面的上帝形象被破壞、被毀損了，但並

沒有喪失」（第24頁）。明白這一點，對我們有什麼重要的意義？

雅各書3章9節如此警告我們：不可咒詛「照著上帝形象被造的人」。 

這是因為，人擁有尊貴的身分，不論犯了什麼罪，都始終擁有上帝的形

象。我們既不可踐踏別人的尊嚴，也不應任由別人踐踏我們的尊嚴。更重

要的是，就算我們因著罪而沉淪至極點，我們也仍然可以藉著悔改而在上

帝那裡得著拯救。這也是大兒子與小兒子的比喻（路加福音15章11-32節）
所傳遞的重要信息：上帝永遠都會接納那些願意悔改的罪人。這表明，上

罪把個人歡愉變成最高目的
明白罪的本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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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多麼看重每一個罪人，多麼期盼他們悔改得救。我們並沒有喪失重新成

為上帝兒女的機會！

探索
閱讀創世記3章1-6節

1. 蛇對夏娃所說的話（1、4-5節）有哪些是真實的？有哪些是虛假的？

蛇是個騙子，牠用半真半假的伎倆來矇騙夏娃，促使夏娃不遵守上帝

的吩咐。可以說，蛇對夏娃所講的話都是騙人的。

一開始，蛇為了誘使夏娃質疑上帝的話，就將上帝明確的命令扭曲過

來：「上帝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1節）
接著，蛇又說：「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

善惡」（5節）。表面上，亞當和夏娃吃了果子之後，眼睛真的明亮了。但

是，他們並沒有像蛇所說的那樣—「如上帝能知道善惡」；事實上，他

們只是和上帝「相似，能知道善惡」（22節）。
創世記2章17節提到的「分別善惡樹」的正確譯法應該是「知識善惡

樹」。善惡的知識可以解作「對一切知識的理解」，是一種屬於上帝的全

知。然而，亞當和夏娃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並沒有變得如上帝那

樣全知，只知道自己「赤身露體」（創世記3章7節）。他們一知半解地看

自己的身體，就覺得不堪入目，卻看不到上帝為他們所創造的身體有多美

好。結果，他們只能藏在園裡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上帝的面（8節）。
此外，蛇還告訴夏娃，她和亞當吃了果子之後不一定會死（4節），這

也是騙人的。雖然他們在吃果子的那一刻並沒有立刻死亡，但是他們不能

永遠活著，只能在地上活到一定的歲數。

2. 你認為夏娃為何會將耶和華曾吩咐不可吃的果子摘下來吃（6節）？

夏娃忽視上帝的吩咐，不將上帝的禁令看作是完全不能違反的規則。

因此，她自行決定是否可以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聖經說，她覺得那棵

樹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

（6節）。因著這四個理由，她就摘下果子來吃。然而，沒有任何理由足以

說明我們可以違反上帝的禁令。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罪的本質就是相

信自己過於相信上帝，選擇在上帝所設定的界限之外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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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認為夏娃為何會將那果子給她的丈夫吃（6節）？

夏娃的舉動讓我們看到夫妻的生命是彼此結連的。他們親密無間，

彼此分享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夏娃將自己認為「好」的東西拿來與亞

當分享，而亞當也完全不需要質疑夏娃所給的任何東西。可惜的是，這一

回，夏娃分享給亞當的卻是破壞他們關係的東西。自從他們吃下那分別善

惡樹的果子之後，他們的關係就不再一樣了。

參考
神學家奧古斯丁說：「若你不愛那造你的主，其實你不懂得愛

自己。」[1]你同意嗎？為什麼？

傳統基督教文化對「愛自己」的理解是：「對自己的愛」

（self-love）會使人與上帝分離，使人不能真誠地將自己獻給

主，甚至會使人失去憐憫鄰舍的心。[2]換言之，若人的所作所為

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或慾望，那麼他所抱持的這種自私自

利的心態，就是罪惡的其中一個源頭。奧古斯丁根據聖經的創

造觀，確認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他並沒有貶斥人

「愛自己」的慾望，而是關注「愛自己」的人是否「愛上帝」。

這是因為，若一個人沒有「愛上帝」的心，那麼他「愛自己」

的一切慾望都是墮落的，只會將他引入罪的深淵，使他與上帝

對立。他認為，上帝是至高的善，是一切美善的根源，因此人

不能從上帝之外找到其他的善。[3]由於上帝就是一切美善的根

源，所以人若追求上帝，就是追求一切的美善。[4]因此，在奧古

斯丁看來，一切都要建立在「愛上帝」的基礎之上。換言之，

惟有先「愛上帝」，才能「愛自己」、「愛他人」。

（組長宜先解釋奧古斯丁的神學思想，再邀請組員分享。）

[1]  Oliver O’Donovan, The Problem of Self-Love in St. Augustin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

[2]  “It is self-love that alienates man from God, preventing him from sincerely giving himself up 
to God”. Anders Nygren, Agape and Eros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38), 217.

[3]  Anders Nygren, Agape and Eros, 547.
[4]  Gerald W. Schlabach, For the Joy Set Before Us: Augustine and Self-Denying Love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1), 47.

進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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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與默想
靈命日糧文章《奇臭無比》

（組長可以邀請組員以這篇文章作為當天回家後的靈修內容，鼓勵他們
操練每日靈修的習慣。組長也可以在聚會期間與組員一同閱讀這篇文章，並
與組員彼此分享靈修心得。組長可以分享與以下內容類似的靈修心得。）

一般而言，我們都不會吃下發臭的食物。腐爛的食物不但外觀醜陋，

還會發出令人作嘔的氣味；哪怕有人不小心將它們放入口中，其味道也令

人難以下嚥。這樣，我們的身體對氣味或味道的本能反應就可以有效地防

止我們吃下不該吃的食物。但是我們對罪的反應卻不是這樣的。使人敗壞

的罪，不單不會將其醜惡的一面暴露於人前，反而會以漂亮的包裝來誘惑

人。聖經所說的「犯罪」，不單是指做一些傷天害理的事情，更是指不願

意遵守上帝所定的準則。昔日，蛇就是以美麗的謊言來欺騙亞當和夏娃，

誘惑他們因著無視上帝的吩咐而犯罪成為墮落的人。

感謝主，上帝沒有因此而放棄我們。祂已為我們準備了救恩。我們可

以再一次聽從祂的吩咐，接受耶穌基督作我們的救主，重新成為祂的兒女。

反思
1. 請回顧撒但用來誘惑人的三種花招。你覺得哪一招最難以應

付？你認為我們可以如何應付撒但在現實生活中對我們的誘惑？

2. 今天，我們在什麼事情上以自己的需要為先，因而忘記或扭

曲了上帝的吩咐？你認為我們如何才能重視並遵守上帝的吩咐？

（這兩道都是開放性問題，請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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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身
在兩性關係中，你是否曾做錯事，因而感到十分羞愧？

（這是一道熱身題，請自由作答。）

思考
1. 扭曲的性關係會帶來什麼傷害（31-32頁）？

扭曲的性關係會使罪行、羞恥、痛苦、虐待、沉迷、暴力等等敗壞的

行為暴露出來，也被用作攻擊、背叛或傷害他人的工具。

2. 因犯罪而有的羞恥感會對我們的人際關係產生什麼影響（32-33頁）？

因犯罪而有的羞恥感會使我們與他人之間失去親密感和信任感。無花

果樹葉讓我們看到，男人和女人分離且有了隔閡。他們遮掩自己赤裸的身

體，這表明他們不再向對方敞開。

不僅如此，我們還會彼此傷害。我們會責怪他人和推卸責任，使蒙上

帝賜福的性關係成為一個戰場。

3. 罪如何影響我們與上帝的關係（33-35頁）？

罪使我們與上帝的關係破裂。罪在靈性上影響了我們，破壞我們與上

帝的團契，導致我們失去屬靈的生命。

亞當和夏娃首先害怕上帝，然後躲避祂；最後，當上帝責問時，他們

就反駁祂。他們企圖將責任推卸給對方、給撒但，甚至給上帝。

探索
閱讀創世記3章7-13節

1. 當亞當和夏娃聽見耶和華在園中行走的聲音時，他們有什麼反應（8節）？

為什麼他們會有那樣的反應？

他們聽見上帝的聲音，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試圖躲避上帝的面。他

們有這樣的反應，是因為他們發現自己是赤身露體的，並且感到害怕。

罪破壞了一切，性關係首當其衝
明白罪如何破壞人與上帝、人與人的關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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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使他們與上帝的關係破裂了，他們不能如往常一樣親密無間地與上

帝交往。

2. 當耶和華問亞當是否吃了「不可吃」的果子時，亞當怎樣回答（11-12

節）？他的回答反映了他如何看待自己與上帝以及與妻子的關係？

亞當回答說：「祢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

我，我就吃了。」

他的答案讓我們看到，他認為自己吃那樹上的果子，責任在於夏娃和

上帝，因為那果子是夏娃給他吃的，而夏娃是上帝賜給他的。他將自己的

過錯看成是夏娃和上帝的過錯，這表明罪已經破壞了他與妻子、與上帝的

關係。他看不到上帝將夏娃賜給他的美好心意，也看不到上帝對他的美善

旨意。

他將全部的責任都推卸給夏娃和上帝，認為自己沒有責任去看清楚

所吃的是什麼果子。但事實上，對於吃那果子這件事，他有不可推卸的責

任。上帝早已明確地吩咐他：「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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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2章

16節）。因此，他一定知道那果子是什麼樣子的，卻非但沒有阻止夏娃吃

那果子，反而自己也吃了。

面對上帝的責問，他的第一反應不是向上帝認錯，而是將責任推給妻

子和上帝。這表明罪使他變得自私自利，使他看重自己的利益，過於看重

與妻子以及與上帝的關係。

3. 當耶和華問夏娃做了什麼事時，夏娃怎樣回答（13節）？她的回答反映

了她如何看待自己所做的錯事？

夏娃回答說：「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她將吃那果子的責任全都

推給蛇，表明她根本不認為自己有錯，也不認為自己有責任和能力去遵守

上帝的吩咐。她完全不重視上帝的吩咐，並沒有以順服上帝為生命的第一

優先。犯錯之後，她也沒有向上帝認錯。

這讓我們看到，罪使人以自己為中心，正如提摩太‧瓦德（Timothy 

Ward）所說：「從上帝的角度來看，當祂所造的人只想滿足私慾、自己決

定何謂善惡，而忽視上帝所吩咐的話時，就是忽視上帝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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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請閱讀耶利米書8章4-9節。你覺得什麼因素會攔阻我們向上帝

承認錯誤？

根據耶利米書的記載，以色列人偏行己路卻不肯悔改，主

要有兩個原因：第一，百姓不知道耶和華的法則。第二，文士

雖知道耶和華的法則，卻故意棄掉耶和華的話。

由此可見，以下兩個因素會攔阻我們向上帝承認錯誤：第

一，不明白上帝的旨意，因而不知道哪些心思意念或行為會得

罪上帝。第二，雖然明白上帝的旨意，但是不願順服。

（請安靜片刻，反思自己是否犯了同樣的毛病。）

反思
1. 你曾經將做錯事的責任推卸給配偶嗎？你覺得推卸責任的心

態會如何影響夫婦關係？

2. 你崇尚享樂至上的社會文化嗎？你認為以自我為中心的享樂

行為會如何影響我們的人際關係？

（這兩道都是開放性問題，請自由作答。）

靈修與默想
靈命日糧文章《羞愧難堪》

（組長可以邀請組員以這篇文章作為當天回家後的靈修內容，鼓勵他們
操練每日靈修的習慣。組長也可以在聚會期間與組員一同閱讀這篇文章，並
與組員彼此分享靈修心得。組長可以分享與以下內容類似的靈修心得。）

聖經說：「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羅馬書3章10節）我們都會

犯罪，得罪上帝和他人。罪為我們帶來羞恥感，使我們無法面對、進而逃避

他人。但更糟糕的是，就連愛我們的上帝，我們也躲藏和逃避。罪導致人與

上帝、人與人的關係破裂。然而，上帝深愛我們，不願意看著我們在罪中沉

淪。祂主動尋找我們，為要修補我們與祂的關係，使我們可以靠著耶穌基督

的救贖，成為新造的人，過成聖的生活。正如哥林多後書5章17節所說：「若

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進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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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身
你曾因做錯的事而後悔嗎？你如何彌補自己所犯的過錯？

（這是一道熱身題，請自由作答。）

思考
1. 為什麼作者會說「人類不僅失去了樂園，而且無法靠自己的能力重得樂

園」（第42頁）？

人類的罪使一切都污穢了，這導致我們失去了在樂園中生活的權利。

我們無法靠自己的能力來解決罪所帶來的問題，故無法重得樂園。所有標

榜我們有能力重建樂園的誇張宣言和愚蠢盼望，都是在愚弄我們。

2. 耶穌以男性的身分在地上生活（第43頁），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樣式，這強烈地肯定了上帝對我們身體

的心意。祂造男造女，使男人和女人擁有不一樣的身體構造；在祂看來，

二者都是「甚好」的（創世記1章27、31節）。 可惜的是，因為罪的緣故，

我們很容易就會放縱情慾，誤用自己的身體去做不討上帝喜悅的事情。

但耶穌的降生為我們帶來了盼望。祂並不是以中性的人出現，而是以

男性的身分在世上生活。祂是一個完全的人，擁有男性的身體，卻從未犯

罪，一生都討上帝喜悅，為我們樹立了美好的榜樣。

更重要的是，祂死在十字架上，背負我們的罪，並且從死裡復活，戰

勝了死亡。祂不僅擊碎了撒但的頭，而且恢復了人與上帝的關係。我們因

著相信祂，就得以與上帝和好，擁有全新的生命，祂也會在我們身上重塑

祂的形象。將來，祂還會在榮耀中再來；到時候，上帝在祂裡面完成了對

萬物的更新和救贖，我們就會得到復活的身體。正如使徒保羅所言：「但

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

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

要復活。」（哥林多前書15章20-22節）

沒有回頭路……但前行有出路
明白犯罪的惟一出路是回到上帝那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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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聖經有關創造的記載顯明了哪些事實（第45頁）？

聖經有關創造的記載顯明了三個事實：第一，性是上帝所賜的福氣，

是上帝而非我們所設定的。第二，性有上帝所定的框架：婚姻關係。第

三，性有上帝所設計的目的：親密關係。

探索
閱讀創世記3章14-24節

1. 上帝對女人說：「妳必戀慕妳丈夫，妳丈夫必管轄妳」（16節）。這對

於夫妻關係有何影響？

「戀慕」一詞既有「渴望、熱望及難以抑制的渴求」的意思，也有「敦

促、驅策某個對象來聽從另一個對象」的意思。它同樣出現在上帝對該隱所

說的話中：「罪⋯⋯必戀慕你」（創世記4章7節）。可想而知，當妻子戀

慕丈夫，就像罪戀慕人一樣時，後果將多麼可怕。因著人犯罪，夫妻關係

受到破壞：妻子作為丈夫的配偶，原本應當幫助他，如今卻戀慕他；丈夫

原本應當愛護妻子，現在卻管轄她。

因此，這段經文告誡我們，罪會使夫妻彼此鬥爭、互相管轄。然而，

以弗所書教導我們，丈夫要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體，妻子則要順服、

敬重丈夫（5章22、28、33節）。彼得前書3章7節更指出，妻子比丈夫軟

弱，所以丈夫不單要合情合理地與妻子在一起，也要敬重她。為此，丈夫

與妻子都應當到主面前，靠著主來建立彼此的生命。

2. 亞當給他妻子起名叫夏娃（20節）。這個名字有什麼意義？

聖經說：「亞當給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為她是眾生之母。」被譯為

「夏娃」的希伯來字，其字根的意思是「生命」。這個名字很有意思。犯

罪的後果是死亡，但是因著上帝的恩典，亞當和夏娃並沒有立刻死去。上

帝讓他們在地上繼續生活一段日子，使他們可以繁衍後代。亞當選擇「夏

娃」這個名字，表明他決定相信上帝的應許—將來有一天，夏娃的後裔

耶穌基督要徹底摧毀撒但的作為（創世記3章14-15節）。

3. 上帝為亞當和夏娃用皮子做衣服（21節）。為什麼這個舉動給人類帶來

了救贖的盼望？

相比於用無花果樹葉編織的裙子，用皮子做的衣服肯定耐用得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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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帝用皮子為亞當和夏娃做衣服，其背後有更深遠的意義。無花果樹的

葉子，代表人用自己的方法來掩蓋罪惡。樹葉雖然能遮掩他們的私處，卻

不能除去他們的羞恥。他們在聖潔的上帝面前，仍然覺得自己赤身露體。

但是，上帝為他們預備遮蓋之物，其代價是一隻動物的生命（這應該是「皮

衣」的來源）。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上帝對亞當和夏娃的愛和憐憫。他們犯罪

之後，本應死亡；但是上帝宣告他們犯罪的後果之後，卻主動施恩給他

們—讓一隻動物替他們死，又用那動物的皮子來遮蓋他們赤裸的身體。

這個舉動給人類帶來了救贖的盼望，因為皮衣指向主耶穌基督，祂獻上自

己作為挽回祭，好叫我們的罪都被祂的寶血潔淨，使我們得稱為義，成為

上帝的兒女。

參考
請閱讀以弗所書2章3-10節。根據經文，我們犯罪後的出路在哪

裡？我們如何才能活出合乎上帝旨意的生命？

根據經文，我們犯罪後的惟一出路就是相信和接受耶穌基

督。如此一來，因著上帝的憐憫和大愛，我們就能與耶穌基督

一同活過來，我們的生命也會與祂的生命聯合。惟有時刻都倚

靠祂，我們才能活出合乎上帝旨意的生命。正如以弗所書2章10

節所說：「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

我們行善，就是上帝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請安靜片刻，反思自己是否常常親近主，與祂的生命連
結。組長亦可引導組員圍繞因信稱義的真理進行討論。）

反思
1. 你如何靠著主耶穌所賜的力量來對抗罪的誘惑？請分享一些

實際可行的方法。

2. 你每天都會靈修嗎？花時間親近耶穌及默想聖經能幫助你活

出基督徒應有的生命嗎？

（這兩道都是開放性問題，請自由作答。）

進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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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與默想
靈命日糧文章《你在哪裡？》

（組長可以邀請組員以這篇文章作為當天回家後的靈修內容，鼓勵他們
操練每日靈修的習慣。組長也可以在聚會期間與組員一同閱讀這篇文章，並
與組員彼此分享靈修心得。組長可以分享與以下內容類似的靈修心得。）

犯罪會帶來惡果，不僅破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同樣破壞人與上帝

之間的關係。但是，上帝與人不同的地方在於，人會逃避，但是上帝不會逃

避。昔日，上帝在伊甸園主動尋找犯了罪的亞當和夏娃；今日，祂同樣在尋

找和拯救我們這些在罪中迷失、墮落的人。耶穌基督為了洗淨我們的罪而降

世，除了在十架上成就救恩之外，還尋找我們。耶穌說：「人子來，為要尋

找、拯救失喪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節）。面對這位愛我們到底的主，我

們要躲避，還是像彼得那樣說「主啊，救我！」（馬太福音14章30節）呢？ 



鼓勵他人
與人分享「美好的親密關係」專題網頁，

讓更多人明白上帝對性的美好心意！

traditional-odb.org/perfect-intimacy

你也可以出一分力
支持靈命日糧事工製作更多屬靈資源，

幫助基督徒在上帝的話語中成長！

traditional-odb.org/don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