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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 The Doctrine of Creation: (11/16/15) 

神的伟大杰作: 张显他的智慧与大能 God’s Mighty Work in Wisdom and Power  

Pastor Kurt 

A. 福音派共识点 Evangelical Consensus: 

 

I. 创造的本质 The Nature of Creation 

1) “不存在到存在 Out of Nothing” (Gen 1:1; Ps 33:6, 9; Col 1:16; Rev 4:11) 

 Rev 4:11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

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Heb 11:3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

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Rom 4:17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 . . . 

 Ps 90:2 诸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 

 No matter in the universe is eternal, except God Himself! 

 Importance: God’s ownership and rulership of creation, and the purpose 

of creation 

2) 灵界 The Spiritual Universe (Neh 9:6; Ps 103:21; 148:2) 

 Col 1:16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

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

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3) 亚当夏娃的直接创造 The Direct Creation of Adam and Eve (Gen 2) 

4) 时间的创造 The Creation of Time & God’s timeless existence 

5) 圣子圣灵参与创造 The Work of the Son and the Spirit in Creation 

 The Son: John 1:3; 1 Cor 8:6; Col 1:16; Heb 1:2 

 The Spirit: Gen 1:1; Job 33:4; Ps 104:30 

 

II. 创造主与被造物 Creation and Creator: Different from God and Dependent 

on God (Rom 11:36; Eph 4:6) 

 God’s transcendence over and immanence in Creation 

 Materialism, Pantheism, Dualism, Deism: “practical materialist & deist” 

– moralistic therapeutic deism (MTD) 

 

III. 创造的目的 The Purpose of Creation is for God’s glory (Isa 43:7; Ps 19:1-2; 

Rev 4:11) 

 

IV.创造的果实  The Fruit of Creation was “Very Good” (Gen 1:31; 1 Tim 4:1-5) 

 

B. 福音派的争议点 Evangelical Difference: 

 

地球的年龄 The Age of the Earth 

 年青 Young Earth 

 年老 Old Earth 

 创 1-2章文体结构 Literary Framework View on Genesi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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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富:(格鲁德姆 p.301 — 形成/填充) 

 

第一天 光 第四天 光的携带者 / 光体 

第二天 空气 & 分开水 第五天 创造鸟和鱼 

第三天 分开水与旱地 第六天 创造野兽和人 

第四天 准备地球为人居住 第七天 安息日: 基督的预表(来 4:10) 

 

(See: Gen 1-3 literary framework_henri blocher) 

 

创造论与现代科学 Creation & the Findings of Modern Science 

 

I. 创造论是现代科学的基础假设 Modern Science has its roots in the Doctrine of 

Creation 

 

II. 教会过去的一些错误 Church’s mistakes: Galileo’s teaching & the genealogy 

 

III. 无终极性的冲突 No final conflict 

信仰与科学不能分割 No strict separ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faith 

 

IV. 进化论带来的挑战 The challenge from the theories of evolution: 

 与圣经教导冲突的一些起源理论 Theories of origin inconsistent with the 

Bible teachings 

 

 世俗理论 Secular theories: “Big-Bang” (Mass/energy are eternal) 

 

 神导进化论 Theistic Evolution: Random mutation versus intelligent 

design 

 

 宏观进化论 Macro-evoluti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Neo-

Darwinian Theory” 

 

 重造论; 间隔论“Gap”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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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 “神的故事，你的故事” by D. A. Carson 

第一章：创造万有的神  

(创世记 第一章到第二章) 

5/20/13, 鄧牧師 

圣经 (The Book) 是什么? – 基督徒信仰的基础文献 （宪章） 

 在这文献里，是神最高终极的自我启示. 

 主题: 神在基督里 (路 24:44-45) 

 

创世记 第一章到第二章 和科学 

 科学家也可以是基督徒 (游子吟，里程) 

 智慧设计论之 “不能约简的复杂性” 。 

 薛华（Schaeffer）建议要减少宇宙起源之讨论的无尽争辩，当问: 

“ 创世纪 第一章到第二章 和接下来的章节所说的内容，对圣经其他

部分至少有什么意义？”  

 

关于神的事: 

 

1. 神是。 

 起初“神”还是，起初“我”? 

 

2. 神创造一切不是神的。 

 造物者和被造者的分别。 

 除神以外，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依靠神的。 

 

3. 只有一位神。 

 这一位神是一个复杂的的存有，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  “我们要照
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创 1：26） 

 

4. 神是一位说话的神。 

 神不是一个非人的“力量” 

 神是有位格的，而且使用我们能懂得话语显明祂自己。 

 

5. 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甚好。 

 神是良善的。 

 在创世纪 第一章到第二章中，没有死亡或衰败，杀戮，恶毒，仇恨，

伎俩，傲慢，骄傲，或毁灭。 

 

6. 神做完了祂的创造之工，就安息了。 

 神在第七日的安息与福音。 

 

7. 神的创造宣告了祂的伟大和荣耀 (诗 19:1-4; 罗 1:19-20) 。 

 神的榮耀顯現在創造/大自然中 (普遍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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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的事: 

 

1.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反映神:  說話, 創造力, 工作, 道德. 

 在某些方面像神, 在某些方面不像神. 

 

2. 人类被造有男有女。 

 等同却又不同。 

 女人并不比男人更低等 (中国人的传统)。 

 

3. 男人和他的妻子在那时是清白无罪的。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 並不羞恥” (創 2:25). 

 然而, 我們却有這許多需要隱藏的 – 除非我們總是愛神愛人! 

 “伊甸” 這個詞的意思就是 “快樂.” 

 

创世记一至二章如何与整本圣经整合，并融合到我们的生活中: 

 

1. 这两章为创世记第三章构建了所需要的背景。 

 从创世记 第一章到第二章看反叛的邪恶。  

 

2. 创造的教义和耶稣基督的福音。 

 福音帶來了新的創造! 

 

3. 创造的教义和我们的世界观 (由神所造，也是为神而造) 

 生命的意義和目的. 

 

4. 圣经论及创造时所说的，正是人类责任与义务概念的成因。 

 为什么我们要顺服神? 

 为什么神有权审判我们? 

 祂创造了我们，而我们亏欠了祂。没有了祂，我们甚至都不會在这里! 

 我们接受创世记第一章与第二章的真理，是与我们有益处的。 

 

Questions: 

 

 创世记 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神，和现代的诸神有何不同？ 

 

 

 

 创世记 第一章到第二章如何指向与预表基督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