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去乐园

u梅瑟五书



土地

“土地”的主题在《创世纪》中很重要

在第一个人和大地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
系——人(亚当Adam)和大地

(Adama)。

但当他们犯罪时，发生了两件事。



1. 他们与大地的关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大地不

愿供给出产，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2. 他们被逐出乐园，因此被剥夺了与天主共处的独
特环境。

3. 随着加音杀害亚伯尔，最后到洪水，人和大地一

步步疏远。



u 因此，土地作为天主赐给亚巴郎的礼物，是非常重要的



表达“土地”的三
个术语

在希伯来圣经中

““eres” – (在《创世纪》中出现312次) – 意思

是整个大地(创 1:1)或一个特定区域(创
12:1,5)

“adama” – (出现43次) – 灰土或土壤(创
2:5,7,19)

“sadeh”  - (出现约50次) – 宽阔开放的空间
， “田地” (创 2:19,20)



对大地的创造

大地是天主创造的。
天主为“混沌空虚”的大

地设定秩序(创 1:2)。

天主划定了三个清晰的

领域:“天”、“陆地”和“
海洋”(Gen 1:6-10)。



大地是最重要的:它受命出产植物和生物。

人被授权管理它，

人与大地之间独特关系的描述，在创世故事

的第二部分。

(Gen 2:7); 人是由灰土受造的(创 2:7);

人自由地享受乐园的出产，只有一个是例外

(创 2:16-17)。



天主赋予人管理大地的权力

而且

天主赋予大地能力，为人类出产丰
富的食物。

人和大地相互依存，都有天主赋予
的职责。



被逐出乐园

(创 3:1-13; 2:16-17)结果

1. 因为亚当的不顺服，天主诅咒了大

地。人必须汗流满面才有饭吃。

2. 男人和女人被逐出乐园(创 3:23)。
就像地主驱逐不满意的佃户一样，天主

将他们逐出乐园。



原因—(创 3:22)—如果没
有生命树，死亡将进入(
创 2:17);

(创3:24) – 革鲁宾和刀光

四射的火剑防守着去往生

命树的路。



加音，一个流
离失所的人

(创 4:2) –加音耕田;

但当他杀了他的兄弟后，他

变成了一个流离失所的人(创
4:10-12)——被赶离了大地



值得注意的是:

1. 大地上沾满了亚伯尔的血

2. 每一个不公义的行为都使人与大地更加疏远
。

大地变得充满敌意，而这种敌意的程度，在某

种程度上，是由人类不公义的程度所决定的。



洪水的叙述

(创5:28-29)—“天主咒诅之地”

诺厄会扭转人与大地之间日益恶化
的关系吗?

(Gen 6:11-13). 洪水的原因(创
6:11-13)。

到了诺厄的时代，耕作土地的任务
似乎已难以继续下去。



u 洪水使大地恢复到陆地和海洋分离之前的混沌状态(创
1:9-10)—水再次覆盖了一切。

u 但是，随着洪水退去，诺厄走出方舟，我们有了大地的
再受造。

u 不义行为对大地所造成的污染，已经被清除了。

u 大地再次受造，但人性却不然(创 8:21)。



u (创 9:1-7)——另一个变化;人们可以
吃肉，但应尊重“有生命带血的肉”
。



.(创9:20 - 5:29) –“诺厄”是“农夫”的意思，土地又成了肥沃的。

诺厄，一个农夫



民族表

(创10) –诺厄的儿子们住在各处。

(创 10:15-18) -客纳罕(被诺厄所

诅咒(创 9:25))和他的儿子们。

(创 10:19) -描述客纳罕地的边界
。

为什么聚焦于客纳罕?



(创 15:18-21) –天主将客纳
罕地许诺给亚巴郎。

为什么？

(创 15:16) – 因为客纳罕的

居民（阿摩黎人）的罪恶



亚巴郎的故事

天主赐给亚巴郎和他后裔的礼物。

1. 大地的恩赐是以亚巴郎对天主的服

从为条件的(创 12:1;12:5-7)。

人们因为悖逆而失去了土地;当他们真
正的服从和信靠天主时，他们可以获得
土地。



2. 土地只有在400年后才会归还(创
15:13-14)。

梅瑟五书叙述了这个承诺实现的故事;

3. 承诺给亚巴郎的土地，已经有人居

住了。怎么能给亚巴郎呢?

这片土地上的居民是不值得拥有这片土

地的。(创 10:15-19;13:13;15:16)。



u 索多玛人就是不值得拥有这片土地的例子(创 18:20-21)
，还有天使去索多玛的故事(创 19)。

u . 客纳罕地必从这些居民手中夺去，赐给以色列人，因
为他们的罪使他们不配承受那地。



4. 虽然亚巴郎不会得到全部的

土地，但他得了一小块，就是

玛革培拉山洞(创23:1-20)。

这是将来发生之事的预像。



雅各伯的故事

(创 28:4) –承诺将福地给
雅各伯

创28:13-15)—天主有关
福地的承诺

(Gen 35:11-12) 天主再

次承诺



雅各伯因哥哥厄撒乌的缘故，不

得不离开福地

他在“流亡之地”生活了二十年，但

后来天主的命令出现了(创 31:3)。

所以，雅各伯回乡。



雅各伯的离乡和回乡之间有一种美
妙的关系

(创 28:11) -当他离开那地的时候，

太阳正要落山

(创 32:31) - 他进入那地的时候，太

阳正在升起。

在那之前，他遇见了天主(创 32:22-
32)。



然后雅各伯和厄撒乌和解(创 33:1-16)。

雅各伯离开了那地，因为厄撒乌要蓄意杀他；现在他可以住在那地了，

因为他和哥哥和好了(创 33:17-20)。

厄撒乌离开客纳罕地，住在色依尔地(创 33:16;36:6-8);参阅亚巴郎和罗
特分家的故事-(创13:5-18)。



若瑟的故事

(创 15:13) 预示了约瑟的故事

客纳罕地的饥荒把若瑟的弟兄们带
到埃及来见若瑟。

饥荒是亚当之罪(大地的诅咒)的另一

个后果。

但是，若瑟的准备，帮助度过了饥
荒。



雅各并不很愿意再次离开客纳罕地。毕竟他

在福地之外已生活了20年

在此之前，我们有两个关于饥荒的故事(创
12:10-20) – 亚巴郎; (创 26:1-2) – 依撒格。

天主鼓励雅各伯这样做(创 46:3-4)。



去埃及不是永久的迁移(创 46:4)。

亚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都埋葬在客纳
罕地(创 49:29-50:14)。

若瑟也想葬在那里(创 50:24-25; 出
13:19)。



和新约的联系

(罗 8:19-25) -大自然像人类一样，等

待救赎。

救赎的高潮——在基督内恢复一切(哥
1:20; 2 格后5:17-21; 厄1:7-10)-要成为
新天新地(默 21:1)。

(默 22:3) -“不再有咒诅”，回应(创
3:22,24)。



u 在这个新耶路撒冷，没有提到知善
恶树，只有生命树(默 22:2;创 2:9)
。



(希4:1-11) -进入天主的

安息是救赎的目的。

这意味着恢复乐园中天

主、人类和自然之间和
谐。



大地在新约中也得到了扩展

(出 20:12) 和(申 5:16) -指的是福地（客纳罕地

），但保禄在(弗 6:2-3)中想到的是整个大地。

因此，起初，是从亚巴郎到以色列，进入客纳
罕地

但如今福音传向万民，福地就成了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