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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是什么？
 圣经这本书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它与其他的书籍截然不 
同，因为组成圣经的66本独立书卷是由不同的作者——40个东方 
人写成的。这些作者的职业也有所不同，他们当中有的是国王、 
有的是税吏、有的是渔夫、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夫、有的是奴 
隶、还有的是律师等等。整本圣经从写作到完成历经了1500年的 
时间。虽然这些作者大部分相互不认识，也不生活在同一个地 
方，但是他们的著作却都反映了同一个中心，叙述了同一个故 
事。是神的圣灵感动这些作者来写成圣经中的每一段话才使这个 
奇迹发生了。因此，圣经是当今时代极受欢迎的一本古书。圣经 
是世界印刷史上的第一本书，它还被翻译成许多不同的语言。

     圣经分为两个部分——旧约和新约。旧约圣经是由39本独立 
书卷组成的，共有927章，旧约原文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以下是一 
段希伯来语的文字：בראׁשית ברא אלהים א תהׁשמים ואת הארץ׃והארץ היתה תהו ובהו וׁשך  
 我们所说的旧约直到今日还是犹。על־פני תהום ורוח אלהים מרחפת על־פני המים׃ח
太人神圣的经书。新约圣经是由27本独立书卷组成的，共有260 
章，新约原文是用希腊文写的。以下是一段希腊语的文字：εν  
αρχη ην ο λογος και ο λογος ην προς τον θεον και θεος ην ο λογοςουτος ην  
εν αρχη προς τον θεον

     圣经不仅记载了世界的真实历史，还预言了世界的末了。它 
讲述了人类的起源和罪的由来，也对天堂和地狱作了描述。圣经 
多次预言了将来要发生的事，这些预言都得到了应验。这一点就 
证明了圣经是一本超自然的书。圣经还可以解答我们人类最重要 
的问题，例如：我们为什么活着？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人 
都会死？人死后灵魂会去哪里？人死后会不会有轮回？邪灵与已 
故者的灵魂有什么不同？人与动物有什么不同？到底什么是罪？ 
人怎样才能从罪和因果报应中得到拯救？神真的存在吗？人类为 
什么会经历苦难并最终死去？

 你若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请继续往下读……

倘若你希望在圣经里读到这些故事， 
请按每页页脚所标的经文出处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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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神愿意与人分享
他的生命，也希望与
人建立好的关系。

这是一个记载在
一本千年古书——圣经里的
真实故事。我所讲的每一句
话都是真的，也许有的情节

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这确
实是真实的。

圣经告诉我们，神创世之前，造了很多天使。这
些天使在神的宝座前赞美神，但是，天使长路西
弗带领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了他，神就把他们
赶出了天堂。后来，路西弗的名字成了撒但。

但这不是一个讲述撒但的故事。这个
故事讲述的是神在人类中间的工作。

撒但的历史和将来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以赛亚书14:12-14；以西结书
28:13-19；马太福音25:41；路加福音10:18；启示录12:4, 20:2；以赛亚书45:18

在有起初之前，在第一
个人被造之前，在地球、太
阳、星星、光和时间被造之

前，就有一位神。 

他是无始无终的，
但却不是独自存在的。
他以一种完美的爱和三
位一体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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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神对着黑暗说：

于是，时间就这样开始了。

起初，神创造天地。天地空虚
混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宇宙的由来并不像一些现代人所推测的那
样。神并没有用进化的方法来创造天地万
物，他用的仅仅是他的话。他花了六天，
每天24小时的时间使动植物遍满了全地。

“
要
有
光
！”

大约公元前4004年——创世记1:2-3 3



神从地上取了一把泥土造了一个人， 
并向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那个人 
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且有神的形象。

神给他起名叫亚当。

神看着他所造的万物 
说：“一切甚好。”

第六天，神用泥土造
了一个新的被造物。

创世记1:31, 2:74



每天，神都与亚当愉快地交谈。那 
里的生活非常美好。有一天，神把 
所有的动物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就 
给它们一一起名。当所有的动物从 
他面前走过时，亚当突然意识到自 
己没有像它们一样拥有伴侣。

神叫醒亚当，把女人交给他，并且 
告诉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他们在那气候宜人的伊甸 

园里幸福地生活着。那里 
既没有罪，也没有死亡。

我要给亚当 
造一个伴侣
帮助他。

你们可以吃所有
树上的果子，但是园当 
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 
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

日子必定死。

他们虽然赤身露
体，但是却像孩子
一样不觉得害羞。

神使亚当熟睡，然后取出他的
一根肋骨。神用这根肋骨为亚
当造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

她是我骨
中的骨，肉 
中的肉。

邪恶的撒但
在注视着
这一切。

创世记1:28, 2:2, 16:22, 25 5



撒但恨恶神，他想毁掉神所有的工 
作。他为了与夏娃交谈就进入一条 
蛇的身体里，并借它的口说话。

神岂是真说不
许你们吃园中所有 

树上的果子？

这个果子既好看又
诱人，吃了还可以使我有
智慧，但是神却说我们

不可以吃。

夏娃意识到她被欺骗时已
经太晚了。她吃了以后，
眼睛真的明亮了，但是罪
恶却从此进入了她的心。

夏娃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恶。

看，我没有死。
吃吧，它也会使你

有智慧的。

夏娃也叫她丈夫吃那果子。

哈！你们不会死
的。你们吃了就会像神
一样能分辨善恶了。

他说我们可以吃，
只是园当中这棵树上的
果子，我们不可吃也不
可摸，免得我们死。

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 
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

创世记3:1-6；启示录20:26



他们吃了以后就发 
现自己赤身露体。

是你给我的这个
女人让我吃的。

亚当，你
在哪里？

你怎么知道自己
赤身露体呢？难道你

违背了我的话，吃了那
我吩咐你们不可吃

的果子么？

我听见你的
声音就害怕，因
为我赤身露体。

我们完了！

我们违背了神的
话，他就要来找我们
了，我们得遮住自己

赤裸的身子。

哈！哈！哈！他
现在会杀了你们！你们看
看他是怎样对待我的。

创世记3:6-12 7



这是在预言将来的一场争战。等神预定 
的时间到了，一个从女人而生的后裔将 
要打败撒但，成为人类的救赎者。

神完全可以在一刹那间毁灭路西弗和 
跟从他的天使们。但神却容许他们活 
着，为的是考验人类是否要顺服他。

因为你所做
的，我要使你
用肚子行走， 
终生吃土。 
 

我要使你的后裔和 
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 
的脚跟，但是女人的后 

裔要伤你的头。

嘶~~~

神就咒诅蛇说：

是这蛇欺骗了我！它说
我不但不会死，而且还会像
你一样有智慧，可结果并不
是这样。我感觉糟透了！

创世记3:13-158



其实，亚当和夏娃的死期
已经到了，但神并没有杀
他们，反而杀了一些动物
来代替他们死，并用动物
的皮做衣服给他们穿。

那天，亚当和夏娃没
有死，因为那些无罪
的动物成了他们的替
罪羊。但是最终他们
俩仍要面对死亡，因
为罪的工价就是死。

既然现在亚当和夏娃成了罪人，神就 
把他们赶出了美丽的伊甸园。这样， 
他们就吃不到园中生命树上的果子， 
免得他们吃了就永远活在罪中。

神安排基路伯看管伊甸园的入口，以防 
亚当和夏娃进去摘生命树上的果子。这 
个美丽的伊甸园最终被毁掉了，那颗树 
也被从地上挪去了。但有一天它会再被 
移到地上，不过我的故事讲得太快了。

亚当，我要咒诅这地，
使荆棘和蒺藜茂盛。你要辛苦耕种，
地才会有出产。因为你听从你妻子

而违背了我的命令。 

你有生之年必须
汗流浃背才能得以糊口，

直到你归了土。

他没有杀
我们！我们
还活着！

神咒诅人说：

创世记3:17-24；以西结书18:4

他却杀了
那些动物来代
替我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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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其中的一个会是神 
所应许的救赎者吗？

他们的长子叫该隐，是种蔬菜和 
水果的。次子叫亚伯，是牧养牲 
畜的。他们当中的一个是否是神 
应许要打败撒但的救赎者呢？

该隐和亚伯知道有关神的 
事，也知道伊甸园里发生 
的事。现在神不再与人同 
行了，罪把亚当和他所有 
的后代与神隔开了，因为 
亚当违背了神的命令。没 
有神，生活变得很艰难。

有一天，这两 
个儿子来敬拜 
神。亚伯知道 
神在伊甸园里 
杀动物来代替 
他父母死，就 
凭着信心杀了 
只动物，作为 
祭物献给神。

亚当和夏娃生了许多孩子， 
他们的儿女们也结婚生子。

该隐则拿他最好的出产献给神， 
但是他的祭物不是带血的祭物。 
该隐不知道他所做的冒犯了神。

神啊，我是
个罪人，我杀这
只羊羔献给你来
代替我死。

 
     神啊，
请接受我这最好

的礼物！

创世记4:1-4；罗马书3:23；希伯来书11:410



神拒绝了该隐的祭物，因 
为那不是带血的祭物。

神对亚伯和他的祭物 
很满意。他因看见那 
无罪的羔羊流血就 
遮盖了亚伯的罪。

亚伯死了。该隐杀了他弟弟 
并试图隐瞒他的谋杀罪行。

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 
就必蒙悦纳。你的弟弟也会顺 
服在你的权柄下服侍你。

你以为你是谁？我的蔬
菜和水果比那带血的羊羔好
多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受够了！

创世记4:5-8

不
行
，
该
隐
。

哐！

哥哥，你
现在献带血的祭物

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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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该隐无法躲过神的眼
睛，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

神知道发生的每一件事，他每时每刻 
都在看着我们，没有任何事能躲得过 
神的眼睛。他看见了该隐向亚伯所做 
的一切。因该隐所犯的罪，神就将一 
个咒诅加在他身上。后来，该隐带着 
他的妻子到旷野里生活，他所犯的罪 

使他受了许多苦。

该隐不可能是所应
许的拯救者，因为
他自己也需要从罪
中被拯救出来。

最初被造的人类体内不存在导致畸 
形儿的突变基因，后来因为人类犯 
罪的缘故，这样的基因就逐渐形成 
了。因此，神就禁止近亲通婚。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专门看守

他的！

神所应许夏娃的后裔是谁 
呢？亚当和夏娃又生了一 
个儿子叫塞特，在这之后 
他们又生了许多儿女。

神给了我另外一个
儿子来代替亚伯。

你弟弟
流在地上还未干
的血告诉了我你

的罪行。

该隐，
你的弟弟亚伯

在哪里？

创世记4:9-16, 5:4；使徒行转17:24-2612



这世上会有一个爱神 
且顺服神的家庭吗？

神说：“我后悔造人在 
地上，我要毁灭地上一 
切有生命的活物。”撒 
旦就是要看到神把每一 

个人都毁灭掉。
先前，堕落的天使和基路 
伯犯了罪，神曾因此毁灭 
了他原来创造的世界。后 
来他为亚当和夏娃造了一 
个新的世界，然而他们俩 
也得罪了神。神再次给他 
们的后代机会作完全人， 
可是该隐也犯了罪。现
在，九代人过去了
（1400 年），

地上充满了罪恶。

随着每一代人的 
出现以及人口的 
增多，罪也越来 
越多。淫乱和暴 
力遍满了全地， 
人们终日所思的 
尽都是恶。亚当 
只犯了一个罪， 
而当时的人却犯 
了许多罪。

有些人开始奴役他人。

塞特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又 
有了后代，很多的子孙出生了， 
但是仍然没有一个人可以挪去罪 
的咒诅并败坏死亡。很快，地上 
就有了许多人、城市和村庄。

创世记6:5-7；罗马书5:12 13



有一个义人，他所做 
的都蒙神喜悦。神就 
怜悯他，在毁灭地上 
所有生命时，保全了 
他们全家人的性命。

挪亚会是神所应许要打败撒 
但的那个后裔吗？他会顺服 
神吗？还是他也会失败呢？

大约公元前2500年

神告诉挪亚，方舟的大小要
能够容下地上所有要存留的
活物以及它们所需的粮食。

大约公元前2500年 创世记6:8-9, 17-22, 7:2

挪亚，我要降大洪水
毁灭地上一切有气息的活
物。为了救你和你的家人 
以及一些动物的性命，
你要造一只大方舟。

你要把地上的每一种
动物一对一对带进方舟，
可以吃的动物要带七对。
我会告诉你怎样建造方舟
并如何为洪水的到来

做准备。

14



方舟造好了，神使地球上每 
一种动物都来到挪亚那里。

挪亚一想到要被洪水淹没的 
人们就很难过，所以他不断 
地劝他们不要再犯罪。

有一些长得
很奇怪，我不知道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动 
物。挪亚说神要降洪 
水在地上，你觉得

会是真的吗？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了！神
要用洪水毁灭地球，你们要相信我，

快和我一起进方舟吧！

为什么一个
充满爱的神要毁灭
他的孩子呢？

你老糊涂了！

是因为罪！你们不要
再犯罪了，要用爱和公
义来对待你的邻舍。

看，又来了
更多的动物。它
们是自己来的，就 
好像有人在叫它
们过来一样。

创世记7:7-9；彼得后书2:5

不可能，
他从哪聚集那 
么多水来淹没
地球呢？

15



第七日，天开始下雨了（在这 
之前，从未下过雨），蕴藏在 
地底下的水也涌出了地面。

别太荒唐了，
神是爱！怎么可能
只有挪亚是对的？难
道我们的宗教领袖都
错了吗？只有挪亚是
对的吗？难道我们
的宗教领袖都错

了吗？

他们已经在里
面一个星期了。

我真应该听挪亚的
劝告！我好蠢啊！

我从来没
有看见过这样的事。
你觉得在方舟里的那些 
蠢人讲的是真的吗？神 
真的要毁灭地上所

有的人吗？

挪亚，时候到了，
快和它们一起进方舟。很

快，那些还在犯罪的人就再 
也没有机会了。

神啊，救救
我的孩子吧！

没剩多少
空间了。

在这之前，天从未下过雨。天气总是很好，并且有雾气从地上腾，
滋润遍地。从来没有人听说过或见过雨，所以，许多人因为挪亚说
水要从天上降下，就觉得他疯了。 但是，挪亚仍然相信神的话。

这些是最
后几对了。

创世记7:9-11, 16

神关上了方舟的 
门，但是七天过 
去了，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

哈！哈！
看那些傻子，

把自己和动物关 
在一个方舟里， 
还停在旱地上， 
他们离有水的地
方还远着呢！

对呀，
我敢肯定那些狮 
子早已经把他们

给吃了！

16



当人们相信挪亚的
话时，已经太晚了。

挪亚放飞一只鸽子，看见它衔着 
一根嫩枝回来，就知道有些地方 
的树已经长出来了。后来，他又 
放飞这只鸽子，这次它再也没有 
回来。也就是说，它找到了一个 

很好的栖居地。

雨下了40昼夜，直到水淹没 
了地球上的每一座高山。除 
了那些在方舟里的，一切有 
气息的活物都死了。他们在 
里面呆了一年多才出来。

大约公元前2348年

我真盼着
出方舟的那
一天！

大约公元前2348年 创世记7:12, 19-23, 8:9-11 17



挪亚发现葡萄汁放久了就会变 
成酒，并且那酒能使他兴奋。 
挪亚非常爱喝酒，有时他喝多 
了就不能工作。他因为醉酒而 
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

挪亚做了种植葡萄的农夫。在这个崭 
新的世界上，只有四户人家。挪亚的 
儿子们也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

挪亚建了一座坛，又杀了各类 
洁净的动物每样一只作为祭物 
献给神。尽管挪亚是个义人， 
但他也同样有罪，所以他用这 
种方式为自己和家人赎罪。

过了不久，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 
挪亚一家和所有的动物出方舟后进 
入了一个没有罪的崭新世界。

那些被献的祭物代替他们 
死了。他们本应死在洪水 
的审判中，但是神的恩典 
保全了他们的性命。这和 
神在伊甸园里杀动物来代 
替亚当和夏娃死很类似。

我不会再用洪水
毁灭地球，天上的
彩虹是我立这约的

记号。你要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我会使
动物惧怕你们。
你们可以吃地上 
一切活着的动

物，就像吃蔬菜 
一样。但是，你 
们不可吃任何动
物的血，也不

可杀人。 

如果有人犯了杀人
罪，那他就要被杀死。如
果一个人流了别人的血，另外

一个人要流他的血来偿还那流人 
血的罪，因为生命在血里面。

创世记8:4, 20, 9:1-2918



挪亚和他的家人在神面前蒙了恩典。

就这样，地上 
又遍满了人。

含向南迁移到非洲和南
亚，而他的一个儿子迦南 
却留了下来，他居住的地 
方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

闪则向东迁移 
住在亚洲。

那时，雅弗向西边 
和北边迁移并在那 
里生儿育女。

除了挪亚一家八口的性 
命得到存留外，地上所 
有的人都被神毁灭了。

有一天，挪亚喝多了，就赤着身子昏睡 
过去。他的儿子——含，看见他父亲赤 
身反而心中窃喜，还跑去用嘲弄的口气 

告诉了他的两个哥哥。
多年后，这个 
预言应验了。

你的儿子
迦南和他的后代将 
要做你哥哥闪后代

的仆人。

挪亚醒来 
后，他的 
两个儿子 
告诉了
他含所做 
的事。

创世记9:21-27；历代志上4:40；诗篇78:51, 105:23, 27, 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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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章

  
  
  

含生了一个儿子叫古实，古 
实又生了宁录。宁录长大后 
成了英勇的猎手。但他拒绝 
顺服神，却在一个叫巴比伦 
的地方创立了自己的宗教。

神叫人分散到各地去，但巴比伦人却 
不愿听从，反而聚集在一起建了一座 
很高的塔作为他们敬拜的中心。

但是他们所敬拜的 
不是创造宇宙万物 
的主。撒旦诱导
他们用木头、石头 
和金属雕刻他们
自己的神。

因为语言不通，那塔就 
不能再继续建造下去。

神为他们悖逆的行为 
感到愤怒，就把他们 
的语言变乱了。

Can you guys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Whoa, you 
are babbling at 
me! You need to 
speak clearly!

各个语言相通的群体就 
迁移到了世界各地。有 
些去了很偏僻的地方， 
有些乘船到遥远的海岛 
上，有些去了寒冷的北 
方，还有些去了炎热的 
沙漠地带。就这样，地 

面上住满了人。

人越来越多，罪也 
多了起来。人们就 
开始拜偶像，渐渐 
忘记了这位真神。

大约公元前2247年

大约公元前2247年——创世记10:6-10, 11: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