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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神汉字与神

（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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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字现代汉字90%90%是形声字，是在象形与会意字是形声字，是在象形与会意字
基础上形成的。基础上形成的。

每个古老的汉字都是一幅生动的图画，忠每个古老的汉字都是一幅生动的图画，忠
实的记录了远古先民的真实生活，是对实的记录了远古先民的真实生活，是对
远古历史的一种记录和描画远古历史的一种记录和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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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始””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说说““始，女之初也。始，女之初也。”” 即，女即，女
人的开始。女人的开始怎么样呢？你想人的开始。女人的开始怎么样呢？你想
过吗？女人的开始竟然与蛇相关－过吗？女人的开始竟然与蛇相关－““蛇蛇
对女人说话对女人说话””！这是怎样的一个开始？！这是怎样的一个开始？
这里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难怪史书记这里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难怪史书记
载说：仓颉造字，洩露天机，天上降下载说：仓颉造字，洩露天机，天上降下
粟米如雨，夜里鬼魂哀哭歎息。粟米如雨，夜里鬼魂哀哭歎息。

这就是开始的始，始祖的始。这就是开始的始，始祖的始。

•• 蛇对女人说蛇对女人说……((创世记第三章创世记第三章11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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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本是尘土，出於尘土，也归於尘土我们的祖本是尘土，出於尘土，也归於尘土
。甲骨文。甲骨文““祖祖””与与““土土””同字同字 ,  ,  又写又写
作作 ，土柱的形像。至今很多地方的中国，土柱的形像。至今很多地方的中国
人仍保留人仍保留““撮土为祖撮土为祖””的祭祖风俗。的祭祖风俗。

这掊土放在神这掊土放在神 的面前，就成了现在所写的的面前，就成了现在所写的
祖：祖： 。其中。其中 在现代汉字中写作在现代汉字中写作““示示””
或或““礻礻””，是专门表示神和祭台的符号。，是专门表示神和祭台的符号。
所以，始祖的所以，始祖的““祖祖””就是就是““土土””，而且是，而且是
放在神面前的土。放在神面前的土。

““祖祖””

••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创世记第二章创世记第二章77节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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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可靠的史书之一中国最可靠的史书之一史记史记在在
““夏本记夏本记””和和““周本记周本记””明明
确记载，夏朝孔甲帝年间，确记载，夏朝孔甲帝年间，
““天降龙二，有雌雄天降龙二，有雌雄””。。 龙龙
的涎沫用柜子保存在皇宮，的涎沫用柜子保存在皇宮，
代代相传，经夏，商，周三代代相传，经夏，商，周三
个朝代。直到周历王末年，个朝代。直到周历王末年，
柜子被打开，龙涎沫柜子被打开，龙涎沫 ““化为化为
玄鼋，以入后宮玄鼋，以入后宮”…”…

““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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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中国人认为认为，耳朵被龙沾上就听不见，耳朵被龙沾上就听不见----聋，聋，眼睛沾眼睛沾
上龙就看不清上龙就看不清----矓矓；牢笼，垄断；牢笼，垄断……都是龙的作为都是龙的作为
。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崇拜龙，。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崇拜龙，而龙的主体形像就而龙的主体形像就
是是----蛇蛇！蛇在中国又称！蛇在中国又称““小龙小龙””。。

““龙龙””

如果龙是假的，中国人就根本不是什么如果龙是假的，中国人就根本不是什么““龙的传人龙的传人
””，因为龙是假的。如果中国人真是，因为龙是假的。如果中国人真是““龙的传人龙的传人
””，那龙就应该是真实的，不管我们现在是否能，那龙就应该是真实的，不管我们现在是否能
看见。也许龙真的就是那受了诅咒的古蛇看见。也许龙真的就是那受了诅咒的古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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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神对蛇说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作了这事，就必你既作了这事，就必
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
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肚子行走，终身吃土。”” ((创世记第三章创世记第三章
1414节节))

因着神的审判，它失去了爪子和某些形像特征，因着神的审判，它失去了爪子和某些形像特征，
从此我们再也见不到龙最初的样子，以至以为从此我们再也见不到龙最初的样子，以至以为
它只是个传说。它只是个传说。

““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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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希伯来文原音是亚当，希伯来文原音是AdamAdam，英文翻译成，英文翻译成
AdamAdam，法文翻译成，法文翻译成EdenEden，中文翻译成亚当。，中文翻译成亚当。
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亚当是外国人。这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亚当是外国人。这
不奇怪，因为亚当这名字是从外国传入，不奇怪，因为亚当这名字是从外国传入，
翻译而来的。中国人本土传说中的始祖名翻译而来的。中国人本土传说中的始祖名
字叫安登。字叫安登。

其实，安登就是亚当。从发音的角度讲，安其实，安登就是亚当。从发音的角度讲，安
登这个名字的发音比亚当更靠近于希伯来登这个名字的发音比亚当更靠近于希伯来
文原音文原音AdamAdam。。

““亚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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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古指大地，当然是土。其十字状，代表亚，古指大地，当然是土。其十字状，代表
安息和救赎，也表示天地及其中万物都已安息和救赎，也表示天地及其中万物都已
完备无缺。因为十字在甲骨文乃是代表数完备无缺。因为十字在甲骨文乃是代表数
字七，是个完全数。字七，是个完全数。易经易经复卦说：复卦说：““七日七日
来复，天行也来复，天行也””，七天循环往复，这是上，七天循环往复，这是上
天运行的法则。天运行的法则。

““亚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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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天的法则是怎么来的呢：圣经的记载最为清楚：这七天的法则是怎么来的呢：圣经的记载最为清楚：

““亚亚””

••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
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
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
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
就安息了。就安息了。((创世记第二章创世记第二章11--33节节))

这一天是神所赐的，被分別为圣的日子。现在的周这一天是神所赐的，被分別为圣的日子。现在的周
历，一周七日，就源於此。犹太教每周第七日历，一周七日，就源於此。犹太教每周第七日
（星期六）守安息日用来休息和敬拜神。（星期六）守安息日用来休息和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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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汉字看汉字““土土””，，会会觉得这土字实在觉得这土字实在
很奇妙：它的主体居然是豎立的一很奇妙：它的主体居然是豎立的一
杠！你见过挺立如杆的土吗？土的杠！你见过挺立如杆的土吗？土的
特点是伏於地上，如土委地也，怎特点是伏於地上，如土委地也，怎
么会写成挺立起来的样子呢？么会写成挺立起来的样子呢？

金文金文““土土””字字 ，已经在地面上，已经在地面上
挺立起来。金文挺立起来。金文““土土””另一个写法另一个写法
是是 ，多了个圆点。，多了个圆点。

““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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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日正如日 ，月，月 里的圆点代表光一样，里的圆点代表光一样， 上上
的圆点也代表光的圆点也代表光----生命之光，表示生命出生命之光，表示生命出
之於土。之於土。

““土土””

••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约翰
福音第一章福音第一章44节节))

土，就是亚当，第一个人的本相。土，就是亚当，第一个人的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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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用土造的第一个人是因为用土造的第一个人是
男男““雄雄””性，所以土字也性，所以土字也
成为汉字中代表雄性的符成为汉字中代表雄性的符
号，如号，如““牡牡””字。字。

““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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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的亚当的““当当””也是土，而也是土，而
且是上等好土。且是上等好土。

““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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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红色和赤裸的意思，取的是人在火旁的形像赤，红色和赤裸的意思，取的是人在火旁的形像
。。红色还好理解一点，毕竟火是红色的，虽然红色还好理解一点，毕竟火是红色的，虽然
这个字的主体是人不是火。不过，至於这人是这个字的主体是人不是火。不过，至於这人是
否赤裸，有沒有穿衣服从哪里能看得出来呢？否赤裸，有沒有穿衣服从哪里能看得出来呢？

““赤赤””

••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並不羞恥。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並不羞恥。
（创世记第二章（创世记第二章2525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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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赤””
神创造人的当初，全然的纯洁美神创造人的当初，全然的纯洁美
好。所以后人又用好。所以后人又用““赤子赤子””一一
词，表示初生婴儿，用词，表示初生婴儿，用““赤子赤子
之心之心””比喻纯洁的心。起初的比喻纯洁的心。起初的
时候时候““赤子赤子””的本义是亚当，的本义是亚当，
无罪的，赤裸的，红色的人。无罪的，赤裸的，红色的人。

当罪性进来之后，人便有了羞耻当罪性进来之后，人便有了羞耻
感，需要遮盖，不再赤身。感，需要遮盖，不再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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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免的赦字赦免的赦字 可以佐证。被手可以佐证。被手
拿权杖拿权杖 之手之手 赦免的赤赦免的赤
，不可能是颜色，只能是人，不可能是颜色，只能是人
。而赦的本义就是被。而赦的本义就是被 掌权掌权
的视为赤的视为赤 －纯洁无罪。－纯洁无罪。

““赤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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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土字表达的是人出之於土，立於土地之上的如果说土字表达的是人出之於土，立於土地之上的
形像。那么形像。那么““生生””字则強调了生命来自於神。字则強调了生命来自於神。

““生生””字形像地告诉我们，神赐予字形像地告诉我们，神赐予““土土””以生命，以生命，
或者说，土因着神的恩典得了生命。生命由土而或者说，土因着神的恩典得了生命。生命由土而
出，是神的荣耀出，是神的荣耀 的彰显。的彰显。

““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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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

•• ……是我〔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以赛亚书第四章（以赛亚书第四章3737节节 ))

••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诗篇第十九章（诗篇第十九章11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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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有人认为 是草的象形符号。粗看外观是草的象形符号。粗看外观
确实挺相像的，但它不是草。在汉字中凡确实挺相像的，但它不是草。在汉字中凡
草旁均写作草旁均写作 ，从不拆开单独使用，因为，从不拆开单独使用，因为
草是丛生的。草是丛生的。

其实独立的其实独立的 字素在汉字中表示神，正字素在汉字中表示神，正
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属性的生动描画。又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属性的生动描画。又
常与代表常与代表““光光””含义的含义的““..””或或““一一””，组，组
成成 或或 ，表示神或神的荣耀。，表示神或神的荣耀。

““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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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或 又与牛字符又与牛字符 ，， 很相像，所以又常被很相像，所以又常被
人误解为牛。人误解为牛。““告告””字是个典型的例子。字是个典型的例子。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说：说：““告，牛触人，口告之告，牛触人，口告之””。这些解。这些解
释都把释都把 看作牛。而问题是口在牛下，当指牛看作牛。而问题是口在牛下，当指牛
口，怎会是人口呢？若是人口，按规律当在牛口，怎会是人口呢？若是人口，按规律当在牛
的上边或侧边，而不应在牛的下面。的上边或侧边，而不应在牛的下面。

其实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汉字中的牛旁一般都其实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汉字中的牛旁一般都
在侧边或下边－因为牛是供人驱遣的。（只有在侧边或下边－因为牛是供人驱遣的。（只有
羊在人上，这是汉字中极大的奧秘，后文有羊在人上，这是汉字中极大的奧秘，后文有
述。）述。）

““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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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告字里的事实上，告字里的 不是牛，而是不是牛，而是
和和 光的组合，代表神。光的组合，代表神。
而且，而且，““告告””的本义不是下对上的的本义不是下对上的
求告，而是上对下的命令。如求告，而是上对下的命令。如
““诰诰””，告，告++言，表示上对下，尤言，表示上对下，尤
指帝王对臣子的命令。指帝王对臣子的命令。
所以，所以，““告告””下边的口，当是神的下边的口，当是神的
口而不是人的口。不是人祷告口而不是人的口。不是人祷告,,而而
是神说，神宣告，命令的意思。是神说，神宣告，命令的意思。

““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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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亚当--泥土泥土 ，在神的手，在神的手
里里 ，被神护着，抟着，这就，被神护着，抟着，这就
是宝贵的是宝贵的““贵贵””字。字。

““贵贵””

•• 我们是泥，你是窯匠。我们我们是泥，你是窯匠。我们
都是你手的工作。都是你手的工作。（（以赛亚以赛亚
书第六十四章书第六十四章88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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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说：那手为什么一定是神你可能会说：那手为什么一定是神
的手？的手？

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贵贵””字的另一个写法。字的另一个写法。

看，金文看，金文““贵贵””字字 ，手中间的，手中间的
土土 已经加工成人已经加工成人 了！尘土了！尘土
已经被赋予了神的形像。已经被赋予了神的形像。

除了神，谁又能有这样神奇的造化除了神，谁又能有这样神奇的造化
之手？之手？

““贵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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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手是独特的。请看古文神的手是独特的。请看古文““神神””字中神的手字中神的手
是如何描画的：甲骨文，金文。可以知道，是如何描画的：甲骨文，金文。可以知道，
这手这手 和这手和这手 确都是指神的手。确都是指神的手。

金文金文““贵贵””字在人的下面还特別加了个字在人的下面还特別加了个
““贝贝””，代表财宝。人在财宝之上，表明人，代表财宝。人在财宝之上，表明人
是最宝贵的。是最宝贵的。

人人是神手中的工作，如果沒有神，是神手中的工作，如果沒有神，人人还是一掊还是一掊
土，只有在神的手里才成为宝贵。土，只有在神的手里才成为宝贵。

““贵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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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贵””

•• 我看你为宝为尊。（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我看你为宝为尊。（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
44节）节）

••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
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換生命呢？（马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換生命呢？（马
太福音第十六章太福音第十六章2626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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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金文““贵贵””字的上半部分字的上半部分 ，即人在，即人在
神手里成为人的那一刻，其实隐藏着神手里成为人的那一刻，其实隐藏着
另一个巨大的秘密：另一个巨大的秘密：

神造人用了多长时间？神造人用了多长时间？
单独使用时写作单独使用时写作 ((臾臾))，须臾的，须臾的
““臾臾””。。

很清楚，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神在须很清楚，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神在须
臾之间臾之间--极短的时间之內造出来的，极短的时间之內造出来的，
而不是经过亿万年的进化而来的。而不是经过亿万年的进化而来的。

多么奇妙！神多么爱中国人，居然把世多么奇妙！神多么爱中国人，居然把世
人爭论了百余年的问题的答案藏在一人爭论了百余年的问题的答案藏在一
个汉字里。个汉字里。

““臾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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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边讲过前边讲过 就是就是““示示””，甲骨文，甲骨文
中代表神的符号；中代表神的符号； 代表气息。代表气息。

““呼呼””

••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
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
人，名叫亚当。（创世记第二章人，名叫亚当。（创世记第二章77节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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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呼的原意就是神吹出气息，而不是人呼很明显，呼的原意就是神吹出气息，而不是人呼

气。这气息就是圣灵，是赐给人生命的。气。这气息就是圣灵，是赐给人生命的。

““呼呼””

•• 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
体的良药。（箴言第四章体的良药。（箴言第四章2222节节 ））

•• 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箴言第八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箴言第八
章章3535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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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气息也就是圣灵，这气息使人成为神的气息也就是圣灵，这气息使人成为
有灵的活人。这气息是神由人的鼻孔有灵的活人。这气息是神由人的鼻孔
吹入的，所以鼻子就成了吹入的，所以鼻子就成了““自己自己””－－
““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的代表。甲骨文自己的代表。甲骨文自己
的的““自自””就是画成就是画成 --鼻子的形状。鼻子的形状。
鼻，就是自己。鼻，就是自己。

由人的鼻由人的鼻 吹入，进入人的心，驻在人吹入，进入人的心，驻在人
心心 里面，使人得安息。所以，气息里面，使人得安息。所以，气息
的息，安息的息，就是由鼻入心的形的息，安息的息，就是由鼻入心的形
像。像。

““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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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的希伯来文写作夏娃的希伯来文写作HowwahHowwah，英文翻译为，英文翻译为EveEve，，
法文翻译成法文翻译成EvaEva，阿拉伯人传为好娃，中文翻，阿拉伯人传为好娃，中文翻
译成夏娃。译成夏娃。

中国开封的中国开封的----赐乐业（以色列）碑文亦写作女赐乐业（以色列）碑文亦写作女
娲，说阿无罗汉（亚伯拉罕）是她的子孙。娲，说阿无罗汉（亚伯拉罕）是她的子孙。

女娲也是中国本土传说中的女性始祖的名字，有女娲也是中国本土传说中的女性始祖的名字，有
女娲造人的传说，在中国各地甚至有很多女娲女娲造人的传说，在中国各地甚至有很多女娲
娘娘庙，把她当神敬拜。娘娘庙，把她当神敬拜。

““娃娃””
••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创世记第三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创世记第三
章章2020节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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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记记““吳楚之间谓好为吳楚之间谓好为
娃娃””。即。即““娃娃””就是好，好就就是好，好就
是娃。什么是是娃。什么是““好好””呢？女人呢？女人
生养众多就是好。生养众多就是好。

““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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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 = = 女女 + + 圭。圭，双土也。前面说圭。圭，双土也。前面说
过，土的原义就是人（生命）出之於过，土的原义就是人（生命）出之於
土。土。““娃娃””字有双土，就是指的生育字有双土，就是指的生育
能力強大的女人。正如青蛙的蛙能力強大的女人。正如青蛙的蛙 = = 虫虫
+ + 圭，产千万子粒，历来被视为生产圭，产千万子粒，历来被视为生产
能力的象征。能力的象征。

““娃娃””

••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要生养
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创世记（创世记
第一章第一章2828节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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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大文学家屈原在他著名的战国时期大文学家屈原在他著名的天问天问里就曾这里就曾这
样表达他的疑问：样表达他的疑问：““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
娲有体，孰治匠之？娲有体，孰治匠之？””是谁安排安登统领大是谁安排安登统领大
地？女娲的身体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地？女娲的身体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肉肉””

•• 耶和华神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
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世记第二（创世记第二
章章1818至至2020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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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肉””
••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耶和华神就耶和华神就
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
到那人跟前。那人说：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这是我骨中的骨，肉
中的肉，可以称她为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因为她是从男
人身上取出来的。人身上取出来的。””（创世记第二章（创世记第二章2121至至2323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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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甲骨文““肉肉”” ，甲骨文，甲骨文““人人”” 。。

点在肋下，指示肋旁，说明此肉乃肋骨肉。点在肋下，指示肋旁，说明此肉乃肋骨肉。 篆篆
文肉字文肉字 就更明显的显示出就更明显的显示出 就是我的肋条就是我的肋条
肉，中间那条线就是肋条骨！当肉作为偏旁的肉，中间那条线就是肋条骨！当肉作为偏旁的
时候，写作时候，写作““月月””，中间的两橫正是肋条（排，中间的两橫正是肋条（排
骨）肉的标签。骨）肉的标签。

““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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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现在的““肉肉””字简化字也不错，看看有什字简化字也不错，看看有什
么感受？肉么感受？肉 ，乃是一人自一人而出的形，乃是一人自一人而出的形
像，忠实的记录了女人出之於男人的事实。像，忠实的记录了女人出之於男人的事实。

在中国，女人也被自己的男人称为在中国，女人也被自己的男人称为““內內
人人””，，““內人內人””就是：內就是：內 + + 人人 = = 肉。肉。

当男人说：当男人说：““这是我的內人这是我的內人””，就如亚当，就如亚当
说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肉中的肉，””

““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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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女人，亚当的肋骨肉。这就是女人，亚当的肋骨肉。

““女女””
••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耶和华耶和华
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
人，领她到那人跟前。（创世记第二章人，领她到那人跟前。（创世记第二章2121
至至2222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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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是神最后的创造，所以，当女人是神最后的创造，所以，当
神造好女人的那一刻，留下了神造好女人的那一刻，留下了
一张甲骨文照片：一张甲骨文照片：““妥妥”” 。。

上边是神的手上边是神的手 ，下边是已经造，下边是已经造
好的女人好的女人 。。 ，就是，妥当、，就是，妥当、
齐备的意思。齐备的意思。

““妥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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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的荣耀，下边是女是神的荣耀，下边是女 。。
妻子带着神赐的荣耀或者说妻子带着神赐的荣耀或者说
是神亲自领她到亚当跟前，是神亲自领她到亚当跟前，
而旁边张开双臂欢迎的手而旁边张开双臂欢迎的手
是亚当的手是亚当的手 。。

““妻妻””

•• 领她到那人跟前。（领她到那人跟前。（创世创世
记第二章记第二章2222--2323节节））



4141

汉字汉字““家家”” 居然被现代人当作养豬的居然被现代人当作养豬的
地方！地方！

现代人解释说：豕，豬也，屋里有豬就现代人解释说：豕，豬也，屋里有豬就
是家。並不厌其烦地強调豬对家的重是家。並不厌其烦地強调豬对家的重
要性，似乎沒有豬就沒有家。可这应要性，似乎沒有豬就沒有家。可这应
该是豬圈才对，怎能是家呢？该是豬圈才对，怎能是家呢？
是人形遮盖，代表神的护佑，並非是是人形遮盖，代表神的护佑，並非是
房子。家字下也不是豕，乃是神的荣房子。家字下也不是豕，乃是神的荣
耀耀 与与 （止）的组合，表明家是神（止）的组合，表明家是神
的荣耀的荣耀 所在（停留）所在（停留） 的地方，是的地方，是
为荣耀神而设的！为荣耀神而设的！

““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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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无主则不宁！有了主，才有真正的家无主则不宁！有了主，才有真正的
家。篆书家。篆书 主字，乃是灯火的形像。主字，乃是灯火的形像。
当中的一点正是燃烧的火焰，代表当中的一点正是燃烧的火焰，代表
着光，火，灵等主神的属性。着光，火，灵等主神的属性。

““主主””

••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
的人。（的人。（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99节节））

•• 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人点灯，不放在斗底
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1414--1515节）节）

也是照亮全家的：也是照亮全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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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 ，第一人称，本来，第一人称，本来
是手执兵器（戈）的男人是手执兵器（戈）的男人
形象。形象。

这不就是手执锐利的兵器，这不就是手执锐利的兵器，
奉上帝之命奉上帝之命““修理看守修理看守””
伊甸园的亚当吗？伊甸园的亚当吗？

““我我””

••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
理看守。理看守。((创世记第二章创世记第二章15 15 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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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可是亚当卻沒有警惕性亚当卻沒有警惕性，让撒旦轻而易举，让撒旦轻而易举
地钻了空子地钻了空子。。

““我我””

•• 於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於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
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
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
夫，她丈夫也吃了。（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记第三章创世记第三章6 6 
节节））

导致导致神的咒诅临神的咒诅临““我我””和后代的头上和后代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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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
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
受咒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

的。地必给你长出荊棘和蒺藜来，你也的。地必给你长出荊棘和蒺藜来，你也
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
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
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於尘土。（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於尘土。（创创

世记第三章世记第三章1717--19 19 节节））

““男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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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而““我我””亚当亚当，这世上首生的，从此变成，这世上首生的，从此变成
了了““男男””人。这不是说我成为了男子汉，人。这不是说我成为了男子汉，
而是说我从此要在田间劳作才能糊口。而是说我从此要在田间劳作才能糊口。

““男男””就是人用耒耕种的象形。就是人用耒耕种的象形。

““男男””



4747

““它它””

•• 耶和华神对蛇说：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作了这事，就你既作了这事，就
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
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
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
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
头；你要伤他的腳跟。头；你要伤他的腳跟。””（（创世记第三创世记第三
章章1414--15 15 节节 ））

而蛇，也受到了惩罚。而蛇，也受到了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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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它””

古汉字蛇字其中一个写法（蛇古汉字蛇字其中一个写法（蛇//蚩蚩），），就是蛇要伤就是蛇要伤
人腳跟的情景的特写，正是神的宣判。人腳跟的情景的特写，正是神的宣判。

蛇字另一个写法，就是（它）。蛇字另一个写法，就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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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它””
除人类以外除人类以外，所有万物的第三人称代词均用，所有万物的第三人称代词均用
它字来代表它字来代表，而，而““它它””竟竟是蛇。是蛇。

可见蛇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实在超乎寻常可见蛇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实在超乎寻常
。按理说，人跟蛇的关系远沒有跟鸡狗牛。按理说，人跟蛇的关系远沒有跟鸡狗牛
羊般亲密，可为什么单单选用蛇来指代人羊般亲密，可为什么单单选用蛇来指代人
类以外的第三人称？类以外的第三人称？

必曾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在人跟蛇之间必曾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在人跟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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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
神赐给我们生活的美好家园神赐给我们生活的美好家园----我们的乐土我们的乐土,,也被撒也被撒
旦那蛇旦那蛇““也也””紧紧地控制住，成为紧紧地控制住，成为““地地””。。

这怎么能会是这怎么能会是““地地””？这地怎么好象是蛇的？你？这地怎么好象是蛇的？你
能想像我们的家园遍地是蛇的样子吗？可能想像我们的家园遍地是蛇的样子吗？可““地地””
字明明就是这么写着。因为人犯罪的缘故，撒字明明就是这么写着。因为人犯罪的缘故，撒
旦那蛇成为了地上的王，控制了土地，控制了旦那蛇成为了地上的王，控制了土地，控制了
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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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她她””

““也也””字字----是蛇。所以他或她，都是蛇的变是蛇。所以他或她，都是蛇的变
身。所有的第三者（第三人称），无论是身。所有的第三者（第三人称），无论是
物，是人物，是人…………它，他，她，都是蛇！它，他，她，都是蛇！



5252

““忌忌””，，““记记””
它，非常嬗变，经常变換形象诱惑人，让人防不它，非常嬗变，经常变換形象诱惑人，让人防不
胜防。（巳）是蛇，（巴）是蛇，（乙）是胜防。（巳）是蛇，（巴）是蛇，（乙）是
蛇，（虫）也是蛇。变化多端，出沒在我们的蛇，（虫）也是蛇。变化多端，出沒在我们的
身边。身边。

““忌忌””字特別提醒我们，要特別小心（字特別提醒我们，要特別小心（““心心””））
蛇（蛇（““己己””）。而）。而““记记””字，更叮嘱（字，更叮嘱（““言言””））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撒旦那蛇（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撒旦那蛇（““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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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

““我你他我你他””在汉语里可以说代表了所有的人，也在汉语里可以说代表了所有的人，也
是我们日常最常用，最普遍的词汇之一。而是我们日常最常用，最普遍的词汇之一。而
““我你他我你他””放在一起，就是男人、女人和蛇，放在一起，就是男人、女人和蛇，
伊甸园故事的主角，活生生的摆在我们的眼前。伊甸园故事的主角，活生生的摆在我们的眼前。

古代称你为古代称你为““尔尔””或或““汝汝””。而。而““汝汝”” 或或““尔尔””
则是女人形象。这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则是女人形象。这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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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起初””

由於这蛇由於这蛇 的缘故，人的缘故，人 不不
得不起来得不起来 离开。离开。

如同如同““始祖始祖””一词一样，表示一词一样，表示
最开始的最开始的““起初起初””一词，也一词，也
是在描述伊甸园的故事。是在描述伊甸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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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起初””
而而““初初””字则是刀裁字则是刀裁 衣服衣服
的形象。起初，起自於人开始的形象。起初，起自於人开始
穿衣。穿衣。

你看你看 衣字，实际上由两部分组衣字，实际上由两部分组
成，上边为人形遮盖，遮盖的成，上边为人形遮盖，遮盖的
下边是相依的两个人下边是相依的两个人 。。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注““衣，依也，上曰衣，依也，上曰
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
也就是说，衣字就是覆盖二个也就是说，衣字就是覆盖二个

人的形状。人的形状。



5656

““起初起初””

••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
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
自己编作裙子。自己编作裙子。（（创世记第三章创世记第三章7 7 节）节）

••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
给他们穿。（创世记第三章给他们穿。（创世记第三章21 21 节）节）



5757

““起初起初””
最初的衣服是神亲自用动物的皮为夫妻二人做最初的衣服是神亲自用动物的皮为夫妻二人做
的遮盖，是透过流血而得来的，因血里有生的遮盖，是透过流血而得来的，因血里有生
命，所以能赎罪。神用动物的血遮掩二人的命，所以能赎罪。神用动物的血遮掩二人的
罪，所以，衣罪，所以，衣 字是神字是神----人形遮盖覆盖二人形遮盖覆盖二
个人的形状，而不是衣服的形状。这就是人个人的形状，而不是衣服的形状。这就是人
穿衣服的开始。穿衣服的开始。

因为蛇的引诱，人犯罪，从伊甸园起来离开。因为蛇的引诱，人犯罪，从伊甸园起来离开。
而神作了衣服遮盖我们二人。奇妙吗？这就而神作了衣服遮盖我们二人。奇妙吗？这就
是起初的本义，这就是起初的真实。是起初的本义，这就是起初的真实。



5858

““掩掩””
关於神遮盖人，甲骨文掩关於神遮盖人，甲骨文掩
字可以作为佐证，上为字可以作为佐证，上为 ----
古古““神神””字，下为字，下为 ----正面正面
人形。清楚说明掩（遮掩）的人形。清楚说明掩（遮掩）的
本义就是神罩着本义就是神罩着----遮盖着－人。遮盖着－人。



5959

““元元””
““元元””字也是起初，开始的意思。甲骨字也是起初，开始的意思。甲骨
文文 是人之上，人之前的意思。是人之上，人之前的意思。

春秋繁露－重政春秋繁露－重政称：称：““元者，为万物之元者，为万物之
本本””。。子华子子华子----大道大道说：说：““元，无所元，无所
不在也不在也””。显然，元就是神，无所不。显然，元就是神，无所不
在，万物之本。是一切的开始。在，万物之本。是一切的开始。

••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首先的,,我我
是末后的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以以
赛亚书第四十四章赛亚书第四十四章66节节））



6060

““伊甸伊甸””
其中尹其中尹 为手持权杖为手持权杖 之状，之状，
治理的意思，表示神赐的权柄。如治理的意思，表示神赐的权柄。如汉汉
书．地理志下书．地理志下：：““庸，管叔尹之庸，管叔尹之””的的
尹，治理之意。后世进一步引申为官尹，治理之意。后世进一步引申为官
的通称。的通称。

神授权神授权 给人治理就是伊甸的伊给人治理就是伊甸的伊 。。

••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
的人安置在那里的人安置在那里……（（创世记第二章创世记第二章88节节））

••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创世记第二章（创世记第二章1515节）节）



6161

““伊甸伊甸””

为人形，是代表神的遮盖和庇护的符为人形，是代表神的遮盖和庇护的符
号，在汉字中有多种变形写法，如号，在汉字中有多种变形写法，如
““宀宀””，，““广广””等意义都是一样的。等意义都是一样的。
就是田地，土地。所以，就是田地，土地。所以，““甸甸””就是就是
神所庇护之下的土地，神所庇护之下的土地，““神园神园””。。

甲骨文甲骨文““伊甸伊甸””二字合在一起，解释起二字合在一起，解释起
来就是：授权人来管理的神的园子。来就是：授权人来管理的神的园子。

奇妙吗？这两个字本身就已经将圣经中奇妙吗？这两个字本身就已经将圣经中
神设立伊甸园的故事讲述出来了。神设立伊甸园的故事讲述出来了。



6262

““伊甸伊甸””
““神园神园””就是神州，而神州大地就是中国的代就是神州，而神州大地就是中国的代
称！圣经特別指称它称！圣经特別指称它----伊甸伊甸““在东方在东方…”…”

中国古籍中也有与伊甸园相似的记载。中国古籍中也有与伊甸园相似的记载。

•• 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
里分为四道里分为四道（（创世记第二章创世记第二章10 10 节节））

山海经．西山经山海经．西山经，，淮南子．地形训淮南子．地形训则称天下曾则称天下曾
有四水：河水，赤水，洋水，墨水，有四水：河水，赤水，洋水，墨水，““凡此凡此
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



6363

““伊甸伊甸””
•• 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別善恶的树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別善恶的树
（（创世记第二章创世记第二章9 9 节节））

山海经山海经..海內西经海內西经则称有不死树和睿木，则称有不死树和睿木，““食之食之
令令 人圣智也人圣智也””。。

•• （神）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神）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
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
道路道路（（创世记第三章创世记第三章24 24 节节））

而而国语国语，，尚书尚书中则称人犯了罪，天帝命令重黎中则称人犯了罪，天帝命令重黎
堵绝天路，从此上下不相往来。堵绝天路，从此上下不相往来。

竟会有这么相似的记载！竟会有这么相似的记载！



6464

““禁禁””
““禁禁””字下边的字下边的““示示”” 取自祭台的形取自祭台的形
像，在汉字中代表神，（像，在汉字中代表神，（ 为祭台，为祭台，
为祭物，为祭物， 为祭物的血），表明一切的为祭物的血），表明一切的
启示，指示是由神而来的。启示，指示是由神而来的。

神先后给了我们两个禁令，都是关於神先后给了我们两个禁令，都是关於
（树）的。所以你会注意到，禁止的（树）的。所以你会注意到，禁止的
禁上是禁上是 两棵树，而不是祭物或其两棵树，而不是祭物或其
他。他。



6565

““禁禁””
••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园中各样树上的
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別善恶树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別善恶树
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必定死!!””（（创世记第二章创世记第二章1616--17 17 节节））

神给人的第一条禁令，是关於神给人的第一条禁令，是关於““禁禁””字双木的字双木的
第一棵（树）：分別善恶树。第一棵（树）：分別善恶树。

神希望我们得永生，所以，他的第一个禁令只神希望我们得永生，所以，他的第一个禁令只
是禁止我们吃那会带来灵命死亡的果子，而是禁止我们吃那会带来灵命死亡的果子，而
生命树上的果子神允许我们随意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神允许我们随意吃。



6666

““禁禁””

•• 耶和华神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
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
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耶和华神
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
土。於是把他赶出去了。（创世记第三土。於是把他赶出去了。（创世记第三
章章2222--2424节节））

当两人被赶出伊甸园时，神又给了第二条禁令，当两人被赶出伊甸园时，神又给了第二条禁令，
关於关於““禁禁””字双木的第二棵（树）：生命树。字双木的第二棵（树）：生命树。

神不能允许罪永远活着，所以神禁止人的罪身神不能允许罪永远活着，所以神禁止人的罪身
吃生命树的果子。吃生命树的果子。



6767

““束束””
无论如何，神的禁令是对我们的约束。无论如何，神的禁令是对我们的约束。

这约束与吃和树有关，这约束与吃和树有关，““只是分只是分
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
吃吃。。””所以约束的束字所以约束的束字 ，乃是，乃是

树树 与口与口 的结合。的结合。

只是我们把神的约束和管束，当作了只是我们把神的约束和管束，当作了
束缚和捆绑，就给了蛇以可乘之机。束缚和捆绑，就给了蛇以可乘之机。



6868

““婪婪””
在第一个禁令的时候，当夏娃在园子在第一个禁令的时候，当夏娃在园子
的当中生命树和分別善恶树下，思的当中生命树和分別善恶树下，思
想上面的果子，想要违背上帝的禁想上面的果子，想要违背上帝的禁
令时，你知道，贪婪已经进入她令时，你知道，贪婪已经进入她
的心，虽然还沒有摘取。先有贪婪的心，虽然还沒有摘取。先有贪婪
之心，然后才有违抗禁令的行动。之心，然后才有违抗禁令的行动。
所以，所以，““婪婪””字取的就是女人字取的就是女人
在两棵树在两棵树 下思想的特写镜下思想的特写镜
头：头： ，这就是贪婪的婪。汉字，这就是贪婪的婪。汉字
就是这样生动地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就是这样生动地记录下了当时的情

景。景。



6969

““罪罪””
看，古看，古““罪罪””字字 就是就是
““自自””++““辛辛””，，““辛辛””就是枷就是枷
锁，给自己套上枷锁。锁，给自己套上枷锁。

从此我们都成了有罪的人，从此罪这从此我们都成了有罪的人，从此罪这
枷锁就一直辖制着我们人类枷锁就一直辖制着我们人类, , 直到直到
今天。今天。

我們的靈性就在那一刻死亡了，成為我們的靈性就在那一刻死亡了，成為

罪人，與神隔絕。罪人，與神隔絕。

••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世記第二章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世記第二章1717節節））



7070

““掩掩””

••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
己编作裙子。（创世记第三己编作裙子。（创世记第三
章章77节节））

““掩掩””是为遮自己的罪。所以，是为遮自己的罪。所以，
古文古文““掩掩””字的另一个写法就字的另一个写法就
是用树叶遮掩：是用树叶遮掩： 掩掩==手手 ++树树
叶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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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恶””

•• 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羅馬書第三羅馬書第三
章章1010節節））

由於我們的罪，人憑着自己的努力由於我們的罪，人憑着自己的努力
永遠無法達到神完美的標準。永遠無法達到神完美的標準。

都成为了恶。都成为了恶。““恶恶”” 就是亚心，次好的心。达就是亚心，次好的心。达

不到神至善的标准就是恶，就是罪。不到神至善的标准就是恶，就是罪。

••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耶利米書人心比萬物都詭詐（耶利米書
第十七章第十七章99節節））



7272

““恶恶””

••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箴箴
言第一章言第一章77节节））

而人不是。人是不完全的，有限的，以自我而人不是。人是不完全的，有限的，以自我
为中心的。人所谓的分別善恶只能是：为中心的。人所谓的分別善恶只能是：

彼此论断和指责纷爭。从此这个世界吵闹不彼此论断和指责纷爭。从此这个世界吵闹不
休，征战不休！休，征战不休！

•• 惟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箴言第二十惟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箴言第二十
一章一章22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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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鬼””
我们的肉体也从此走向了死亡的结局。我们的肉体也从此走向了死亡的结局。
人从生下来就带着罪性，迈向死人从生下来就带着罪性，迈向死
亡，不能回头。从此，平安远离了亡，不能回头。从此，平安远离了
我们。我再也不能一切坦荡荡裸露我们。我再也不能一切坦荡荡裸露
在光明中，而总是拼命地隐藏自己。在光明中，而总是拼命地隐藏自己。
后来更给自己造了面具，生怕別人后来更给自己造了面具，生怕別人
看到真实的自我。看到真实的自我。

当人当人 戴上面具戴上面具 的时候，就成了的时候，就成了
鬼鬼 。看哪，一个个有形的，无形的。看哪，一个个有形的，无形的
面具正戴在人们的脸上。面具正戴在人们的脸上。



7474

““爱爱””与与““忧忧””
““爱爱””字字 （古文）或（古文）或 （篆书）（篆书）
的上边，是一只手的上边，是一只手 或足或足 ，，
它完全的包容它完全的包容 了下面的心了下面的心 。。

这样的手这样的手 ，足，足 我们知道都是我们知道都是
代表神的符号。它清楚的表代表神的符号。它清楚的表
明，真正的爱是来自於神的，明，真正的爱是来自於神的，
是完全的包容和接纳。是完全的包容和接纳。

如果把如果把““爱爱””字上边代表神的手，足換成我们人字上边代表神的手，足換成我们人
的自身头脑的自身头脑 ““首首””是什么结果呢？就变成了是什么结果呢？就变成了
这个字这个字 忧）！忧）！



7575

““爱爱””与与““忧忧””

•• 沒有爱心的，就不认识沒有爱心的，就不认识
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因为神就是爱。（（约约
翰一书第四章翰一书第四章88节）节）

所以，如果沒有从上边来的神的所以，如果沒有从上边来的神的
爱，我们人沒有真正的爱，有爱，我们人沒有真正的爱，有
的只是忧！的只是忧！

现在所写的简体现在所写的简体““爱爱””字比繁体字比繁体““爱爱””少了一颗少了一颗
““心心””！显示我们不认识神。爱是存在心里，！显示我们不认识神。爱是存在心里，
由心发出，用心体会的。沒有心的爱不是真爱。由心发出，用心体会的。沒有心的爱不是真爱。
难怪现代人那么缺乏爱，因为只知道用头脑，难怪现代人那么缺乏爱，因为只知道用头脑，
而不知道用心。而不知道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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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爱””与与““忧忧””
••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
妒；爱是不自夸，不张妒；爱是不自夸，不张 狂，不作害羞狂，不作害羞
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
怒，不计算人的恶，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不喜欢不义，只
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
事盼望，凡事忍事盼望，凡事忍 耐。爱是永不止耐。爱是永不止
息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44--88节节 ））

这样的爱是来自於神的，是完全的爱，而人这样的爱是来自於神的，是完全的爱，而人
的爱是不完全的。的爱是不完全的。



7777

““义义””
•• 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
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
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
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
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
就大大地发怒，变了脸色。（创世记第就大大地发怒，变了脸色。（创世记第
四章四章22--55节）节）

为什么上帝看中了亚伯的贡物卻看不中该隐为什么上帝看中了亚伯的贡物卻看不中该隐
的贡物呢？这个答案就在汉字的贡物呢？这个答案就在汉字““义义””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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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义””

•• 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21节节 ））

无辜羔羊的血（生命）代替了人无辜羔羊的血（生命）代替了人----亚伯的罪，亚伯的罪，
蒙神悅纳。蒙神悅纳。

羊羊+  +  我我==义，好的意思。亚伯义，好的意思。亚伯““我我””
献上头生的羊献上头生的羊 和脂油，就是和脂油，就是

““义义””，也就是被神视为无罪。，也就是被神视为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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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义””
义的实质就是替罪：无罪的替代有罪的。这种义的实质就是替罪：无罪的替代有罪的。这种““替代替代””的的

意义，在意义，在““义父义父”“”“义子义子”“”“义肢义肢””等词中表现等词中表现 得最得最
清楚清楚----本不是父子关系的替代成为父子（义父义子）；本不是父子关系的替代成为父子（义父义子）；
本不是肢体的，替代成为肢体（义肢）。本不是肢体的，替代成为肢体（义肢）。

中国古代，羊是向上帝献祭的主要供品之一，用来代替人中国古代，羊是向上帝献祭的主要供品之一，用来代替人
的罪，使人蒙神悅纳，所以成为吉祥的的罪，使人蒙神悅纳，所以成为吉祥的 象征。东汉许象征。东汉许
慎慎《《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说说““羊，祥也。羊，祥也。””

为何用羔羊而不是牛来表示为何用羔羊而不是牛来表示““吉祥吉祥””和和““义义””呢？神赋予呢？神赋予
了羊特別的品性。董仲舒了羊特別的品性。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繁露》》载：载： ““凡赞卿凡赞卿
用羔，羔有角而不用，类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用羔，羔有角而不用，类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
綦，类死义者；羔饮其母必跪，类知礼者：故以为贽。綦，类死义者；羔饮其母必跪，类知礼者：故以为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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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义””
••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卻不开口；他像羊羔被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卻不开口；他像羊羔被
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
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77节节 ））

圣经说，耶稣是神为人的罪预备的替罪羔羊。圣经说，耶稣是神为人的罪预备的替罪羔羊。

无罪的他被掛在十字架上受苦流血，无罪的他被掛在十字架上受苦流血，

••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 哪哪
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
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
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44--
66节）节）

人只要信耶稣的名，耶稣羔羊的血就遮盖代替了人的罪，人只要信耶稣的名，耶稣羔羊的血就遮盖代替了人的罪，
被神视为无罪。被神视为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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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

•• 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
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利未记第十七章（利未记第十七章1111节节 ））

•• 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淨的，若不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淨的，若不
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伯来书第九章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伯来书第九章2222
节）节）

而该隐的贡物是沒有流血的，不能遮盖代替他身上的而该隐的贡物是沒有流血的，不能遮盖代替他身上的
罪，他的罪就显露在神的面前，无法满足神公义的罪，他的罪就显露在神的面前，无法满足神公义的
要求，所以不蒙悅纳。要求，所以不蒙悅纳。

救是用动物的血救是用动物的血--生命来遮盖代替我们的罪。生命来遮盖代替我们的罪。
救，得救，拯救救，得救，拯救,,就是权柄的手就是权柄的手 给人给人
披上披上 裘（皮衣）。因为活物的生命裘（皮衣）。因为活物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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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凶””
•• 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

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创世记第四章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创世记第四章88节节））

该隐沒有听神的警戒，并因此记恨亚伯该隐沒有听神的警戒，并因此记恨亚伯

•• 耶和华对该隐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他说：““我我
不知道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耶和华说：““你作你作
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
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
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
上。上。””该隐对耶和华说：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於我所能我的刑罚太重，过於我所能
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
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耶和华对他说：
““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耶和华就给该隐 立一个立一个
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创世记第四章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创世记第四章99--1515节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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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凶””

•• 於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於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
边挪得之地。（创世记第四章边挪得之地。（创世记第四章1616节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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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昔””
当我们面对当我们面对““往昔往昔””的时候，我们就不的时候，我们就不
得不面对上古大洪水的历史，不得不得不面对上古大洪水的历史，不得不
面对面对““往昔往昔””人类的罪恶，不得不面人类的罪恶，不得不面
对神公义的惩罚。对神公义的惩罚。

昔字，甲骨文写作昔字，甲骨文写作 ，水，水 ++日日 ，，
洪水滔滔，遮天蔽日！意思就是洪水滔滔，遮天蔽日！意思就是““大大
洪水的日子洪水的日子””。。

到底是怎样的洪水，怎样刻骨铭心的教到底是怎样的洪水，怎样刻骨铭心的教
训，令到祖先如此用心的想让我们记训，令到祖先如此用心的想让我们记
住？以至让我们面对昔日历史的时住？以至让我们面对昔日历史的时

候，首先就要面对那场大洪水候，首先就要面对那场大洪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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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昔””

而当人用心而当人用心 思想往昔思想往昔 的时候，竟是如的时候，竟是如
此的伤痛！心此的伤痛！心 ++昔昔 ==惜惜 ，伤痛之意。，伤痛之意。
那过去了的遙远的日子，那让人类永远不那过去了的遙远的日子，那让人类永远不
能忘记的伤痛的日子！能忘记的伤痛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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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治””

••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
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创世记第六章（创世记第六章55--66节）节）

•• 耶和华说：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並昆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並昆
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
造他们后悔了。造他们后悔了。”” （创世记第六章（创世记第六章77节节 ））

罪伏在人的门前。撒但那蛇变着花样不罪伏在人的门前。撒但那蛇变着花样不
断地向人说话，欺骗人不信神。人们断地向人说话，欺骗人不信神。人们
沉浸在罪中自得其乐。沉浸在罪中自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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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治””

•• ““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強暴，我要把他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強暴，我要把他 们和地们和地
一併毀灭。一併毀灭。””（创世记第六章（创世记第六章1313节节 ））

•• ““看哪看哪!!我要使洪水氾滥在地上，毀灭天下，我要使洪水氾滥在地上，毀灭天下，
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创世记第六章（创世记第六章1717节节 ））

神決定用洪水对人类的罪施行惩罚，神決定用洪水对人类的罪施行惩罚，
冲去地上的恶。冲去地上的恶。



8888

““治治””

这正是这正是““治治””字所要告诉我们的。字所要告诉我们的。
治治 ==水水 ++蛇蛇 ++口口 ，古意为，古意为
治理，惩处，消灭，医治等。治理，惩处，消灭，医治等。
正是神用洪水惩治，消灭罪正是神用洪水惩治，消灭罪
（蛇）和骗人的谎言，使大地（蛇）和骗人的谎言，使大地
得医治的历史记录。得医治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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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朕””

•• 耶和华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
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
到一百二十年。到一百二十年。””（创世记第六章（创世记第六章33节）节）

然而神是怜悯的，神给了人一百二十年的悔然而神是怜悯的，神给了人一百二十年的悔
改时间。改时间。

神也预先给了人一个兆头：一条船！神也预先给了人一个兆头：一条船！

•• 惟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惟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是个义人，挪亚是个义人，
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神对神对
挪亚说：挪亚说：““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你同你的你同你的
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
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
在你那里保全生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创世记第六章（创世记第六章88--99，，
1414，，1818--1919节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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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朕””
朕朕 ，预兆，兆头的意思，由一条船，预兆，兆头的意思，由一条船
和双手和双手 举着的火举着的火 组成。组成。 把船把船
照亮，向人显明照亮，向人显明 船这一兆头。船这一兆头。

朕朕 ，又用作代词，又用作代词““我我””的意思，表的意思，表
达了人们达了人们 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神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神
把预兆给到自己，使自己能像挪亚一把预兆给到自己，使自己能像挪亚一
样逃离神的愤怒。然而到秦始皇时样逃离神的愤怒。然而到秦始皇时
候，朕字就开始被帝王所垄断，成为候，朕字就开始被帝王所垄断，成为
帝王自称的专用代词。以此表明帝王帝王自称的专用代词。以此表明帝王
是神所命定的，只有帝王才能承接神是神所命定的，只有帝王才能承接神
给的预兆。普通人不能再用。给的预兆。普通人不能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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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造””
神是怜悯的。在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挪亚和他神是怜悯的。在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挪亚和他

的家人倾力而为制造的家人倾力而为制造 （与创造的造字（与创造的造字 不不
同）方舟，並劝世人悔改逃避神的惩罚。前边同）方舟，並劝世人悔改逃避神的惩罚。前边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告告=   =   神神 +   +   口，就是口，就是““神说神说””
的意思。而的意思。而 人形遮盖代表神的庇护。所人形遮盖代表神的庇护。所
以，制造的造字以，制造的造字 明确地告诉我们，方舟是明确地告诉我们，方舟是
神吩咐挪亚制造的，並且是在神的遮盖下神吩咐挪亚制造的，並且是在神的遮盖下
造成的。这样的造船法非挪亚方舟莫属。造成的。这样的造船法非挪亚方舟莫属。

““造造””字的另一个写法更加简洁：字的另一个写法更加简洁： 造造==告告 ++
舟舟 ，连在一起就是，连在一起就是““神神 吩咐挪亚制造吩咐挪亚制造
方舟方舟”” 。。

•• 神就对挪亚说：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神就对挪亚说：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
（创世记第六章（创世记第六章1414节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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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受””
神是方舟的设计者，他将方舟的材料，造法，规格尺寸神是方舟的设计者，他将方舟的材料，造法，规格尺寸

完全地传授给挪亚。完全地传授给挪亚。

而挪亚完全地接受顺服。而挪亚完全地接受顺服。

•• ““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
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
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边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边要
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 要开在旁边。方要开在旁边。方
舟要分上，中，下三层。舟要分上，中，下三层。””（创世记第六章（创世记第六章1414--
1616节）节）

•• 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
了。了。””（创世记第六章（创世记第六章2222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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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受””

这舟如果不是方舟就很令人奇怪了。因为人们有这舟如果不是方舟就很令人奇怪了。因为人们有
更多更经常彼此授受的东西如食物，衣物，牛更多更经常彼此授受的东西如食物，衣物，牛
羊牲畜，或者其他贵重的东西，为什么偏偏选羊牲畜，或者其他贵重的东西，为什么偏偏选
择了並不经常彼此授受的舟？除非这舟有着特择了並不经常彼此授受的舟？除非这舟有着特
別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意义，才能取代其他东西別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意义，才能取代其他东西
成为代表授受含义的载体。成为代表授受含义的载体。

““授授””和和““受受””在上古同字：清楚地记在上古同字：清楚地记
载了神传授挪亚制造方舟的故事以及载了神传授挪亚制造方舟的故事以及
挪亚的顺服接受。挪亚的顺服接受。

上边一只手代表授予，下面一只手代表上边一只手代表授予，下面一只手代表
接受，中间是一只舟。接受，中间是一只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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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受””

在下边接受的手在下边接受的手 当然是挪亚的。神授予挪亚造方舟拯救当然是挪亚的。神授予挪亚造方舟拯救
人类的使命，而挪亚接受了这一使命，完全按神的吩咐人类的使命，而挪亚接受了这一使命，完全按神的吩咐
做了。所以，授受的本义代表着神的授予和人的接受，做了。所以，授受的本义代表着神的授予和人的接受，
不是普通的授予和接受。不是普通的授予和接受。

请注意上面授予的那只手请注意上面授予的那只手 ，前边我们知道它，前边我们知道它
在汉字里代表神在汉字里代表神 的手。的手。

清楚了这一点，舟的重要性就非常明了了。这清楚了这一点，舟的重要性就非常明了了。这
只舟乃是神所传授的，用以拯救人类的挪亚只舟乃是神所传授的，用以拯救人类的挪亚
方舟！方舟！ 在人类历史上沒有什么船比挪亚方舟在人类历史上沒有什么船比挪亚方舟
更加重要，更加值得纪念。更加重要，更加值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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