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各方面的冲突
2021 年 9 月 19 日的讲道 (创世记 3：1-21) 

介绍
这是我们在关于婚姻的讲道系列中的第三周。

上周，我告诉单身朋友，我知道关于婚姻的讲道有时可能很难。

但是一定要理解婚姻，因为它是人类社区的基础，也是圣经中的核心比喻。

然而，你不必结婚就能成为神王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帝想利用我们所有人，已婚和单身，来建造这个教会。

但撒旦知道婚姻冲突是让家里每个人都不快乐的最好的方法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我为教会的婚姻祷告了很多， 也是我们做这个系列的原因。

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再看看神的话，看看他今天想教我们什么。

圣灵，请打开我们的内心和头脑，让我们认识耶稣这永活的道。

天父，我们要成为顺命，喜乐，多结果子的儿女。

请用你的话，用圣灵的力量，使我们更像耶稣。

我们奉祂的名祷告。

阿们。

第 1点：罪打破了关系

第 2点：谁负责
第 3点：生活各方面的冲突

第 1点：罪打破了关系

创世记 3：1
1 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这条蛇不是一条普通的蛇。
是撒旦。
撒旦是一个不想跟随上帝的天使，所以牠离开了天堂，带走了三分之一的天使。

撒旦也希望这些新造的人加入牠。

撒旦开始牠的攻击与偷偷摸摸的谎言。

牠问了一个问题，让夏娃怀疑上帝的良善。

上帝告诉亚当，他们可以从园子里的每棵树上吃东西，除了一棵。

但撒旦暗示上帝根本不允许他们从任何树上吃东西。

撒旦希望亚当和夏娃相信上帝太过限制和自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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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要小心记住上帝的良善。

当我们相信上帝在阻止我们做善事时，罪会在我们心中成长。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偷窃和通奸。

这些罪从对我们所拥有的不满意开始，或者我们不愿意等待上帝满足我们的需要。

让我们看看夏娃如何回应撒旦的攻击， 在第 2 节和第 3 节。

创世记 3：2-5
2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3 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4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5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撒旦是个骗子。我的朋友。

耶稣说牠从一开始是个骗子。

撒旦通常对牠的谎言偷偷摸摸。

牠试图让我们怀疑真相。

但在第 4节撒旦是直接和大胆的。

牠说上帝错了。

他告诉亚当和夏娃，如果他们吃那果子，”你们便如神。

我想这就是真正引起亚当和夏娃注意的陈述。

人们很容易认为，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自由会使我们的问题消失。

我们需要掌控，所以我们可以决定什么是最好的。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记住上帝说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

但我们不相信。

我们不相信他的婚姻设计是好的，所以我们想重新定义它。

我们不相信上帝对我们的个人计划是好的，所以我们制定我们自己的计划。

这些是撒旦对我们所有人说的谎话。

在它们下面都是这样的想法，即我们应该从上帝手中夺走控制权，因为他不值得信任。

第一个罪始于亚当和夏娃的头脑和内心。

这就是罪总是会开始的地方。

罪在开始时不是一种行动。

它开始于我们心中一个我们一直在思考的坏主意。

那个坏主意在我们心中。

在我们心中，这个想法变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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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坏主意和不健康的欲望是我们做罪恶行为的原因。

我们在雅各书 1：13-15 中看到了这一点。

13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　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14 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15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罪从渴望为自己拿走上帝没有提供的东西开始。

让我们看看当亚当和夏娃在第 6 节自己夺取时会发生什么。

创世记 3：6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

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谁先犯了罪？

不幸的是，这节经文被历史上有些人用来说夏娃是第一个犯罪的人。

他们想责怪夏娃把罪引向世界。

我认为他们错了。
的确，夏娃吃了第一口果子。
她相信蛇的谎言，她相信自己有能力决定做什么。

但请注意第 6节的最后一句话：“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亚当一直在那里。

上帝首先创造了亚当，给了他照顾园子的责任。

上帝赋予亚当作为妻子领袖和保护者的责任。

亚当的工作失败了。

亚当听了撒旦的谎言，什么也没做。

亚当看到夏娃带着欲望看着果子，却沉默了。

亚当没能领导和保护他的妻子。

最重要的是，亚当没有服从上帝。

在夏娃被创造之前，上帝命令亚当不要吃这棵树上的果子。

亚当知道他吃的时候就是在不服从和反抗。

如果你想进一步证明上帝认为亚当有责任，而不是夏娃把罪引入世界， 看看圣经中的这些

话：

哥林多前书 15：21-22
21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22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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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5：18-19
18 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
了。
19 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在这些经文中，我们看到亚当给人类带来了死亡，但耶稣带来了生命。

耶稣为我们制造的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

我们必须求助于耶稣，因为我们没有解决罪问题的办法。

我们可以在第 7节看到这一点。

创世记 3：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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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编做裙
子。

亚当和夏娃有什么变化？

他们以前赤身裸体，而且很舒服。

但现在他们因为罪而感到羞耻。

羞耻使他们彼此不舒服，所以他们试图掩盖自己。

但是，掩盖我们的身体来处理我们的罪永远行不通，因为羞耻不是皮肤问题。

羞耻是一个灵魂问题。

罪让我们感到内疚和羞愧，所以我们想躲避别人的眼睛。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第一次躲在衣服后面。

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试图躲避上帝的面的。

创世记 3：8-9
8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9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亚当和夏娃之间的横向关系受到他们罪的影响，所以他们彼此躲藏起来。

在第 8节中，我们看到他们与上帝的垂直关系也受到了损害。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躲着上帝。

但在亚当和夏娃试图向上帝隐瞒自己的身体之前，他们的心从上帝身边被拉走了。

我们心中的罪对上帝说：

”我不喜欢你的规则，因为我不信任你。
我想离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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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生活在自由中，不想让你在我的生活中。

我们都像路加福音 15章的浪子

像那个年轻人一样，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离开父亲的家和他所有的规则，我们会更快乐。

但是当我们自己和父亲分家时，我们也失去了与父亲的关系。

在第 9节中，上帝不会问亚当“你在哪里”，因为上帝找不到他。

上帝给了亚当悔改的机会。

这是上帝对亚当的邀请。

上帝邀请亚当承认他的所作所为。

上帝向每一个人发出同样的邀请。

使徒行传 17：26-27
26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27 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

我的朋友，我看不见你的心。

我不知道你是上帝的孩子，还是远离上帝。

也许你今天躲着他？

上帝， 我们的造物主今天对我们每个人都说同样的话， 他对亚当说， “你在哪里？”

“然而，他实际上离我们每个人不远。”

当你听到上帝说“你在哪里？”，你可以对他说，“主啊，我在这里。”

我想认识你，跟着你，敬拜你。

耶稣基督已经走上了回到上帝面前的道路。

你会走那条路吗？

只有耶稣才能为我们开辟这条道路，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分离，彼此分离。

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几节中看看这种分离。

创世记 3：10-11
10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11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第 10节是本章中最悲伤的经文之一。

上帝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夏娃。

他们与造物主有着亲密、开放、信任的关系。

这种关系已经破裂了。

亚当害怕，躲避上帝。

是因为上帝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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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有什么不同了吗？

不，亚当和夏娃现在害怕上帝，是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圣洁和良善的，而他们不是。

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把耻辱隐藏在无花果叶子后面。

现在他们正试图把他们的整个尸体都藏在园子里。

你认为那行得通吗？

你认为上帝找不到他们吗？
当然可以，我的朋友。
他看到了我所做的一切。
他知道我所想的一切，甚至所有不好的东西。

但是上帝不会对像我和你这样的有罪的人隐瞒自己。

不，上帝来找我们
上帝追求与我们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再问亚当两个问题。
上帝知道答案。
他正在帮助亚当看他的罪有多严重。

现在让我们看看亚当和夏娃如何回答上帝的问题，在第 12-13。

第 2点。谁该负责
创世记 3：12-13
12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13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当上帝照他的形象创造人时，他也是为了关系而创造他们。

我们与上帝有纵向关系，彼此有横向关系。

罪损害了所有这些关系。

撒旦希望夏娃脱离上帝，转而依附于撒旦。

罪在应该有联系的地方造成割裂。

和我一起看第 12 节，看看罪是如何导致亚当和夏娃之间的不信任和割裂的。 

亚当不为他的罪负责，是吗？

亚当把罪怪在谁身上？

他责怪夏娃。

亚当说他吃果子是她的错。

但首先亚当责怪上帝。

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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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是说这都是上帝的错。

“也许如果你不给我一个妻子，我就不会犯罪。

或者，如果你给了我一个不同的妻子，我也不会犯罪。”

亚当不愿承担责任。

他试图用言语来掩饰自己的罪过，就像他用无花果叶遮盖身体一样。

夏娃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看看第 13节，上帝要求夏娃解释她的行为。

夏娃也做了亚当所做的事。

她责怪别人，不承担责任。

看看罪对关系三角形造成的所有伤害。

第一次犯罪之后，冲突立即进入世界，破坏每一种关系。

现在我们将看到上帝如何惩罚每个人的罪和叛乱。

第 3点：生活各方面的冲突

创世记 3：14-15
14 耶和华神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

就必受咒诅，

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身
吃土。
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上帝说蛇和女人之间，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之间会有敌意或仇恨。

夏娃的一个后裔将和撒旦作战。

当你意识到第 15 节在说什么时， 这太神奇了。

在关于上帝对罪的惩罚的经文中，我们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应许。

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宣布福音的盼望。

看看创世记 3：15b （字母 b 表示经文的后半部分） 。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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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耶稣。

”你的头”是撒旦的头。

上帝的应许是，夏娃的后代耶稣总有一天会攻击撒旦的头部，打败他。

撒旦也会进攻，但他的攻击不会那么严重。

撒旦会伤到耶稣的脚跟。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看起来像是撒旦的胜利。

但是，当耶稣复活时，撒旦明白他只打伤耶稣。

撒旦被打败了，耶稣的胜利向我们应许了罪的治愈和新生命。

我喜欢这幅画面。

你可以看到夏娃脸上的内疚和羞耻。

但是马利亚上了救主耶稣。

玛丽告诉夏娃，“不会有事的！

耶稣会打败我们的敌人。
他将修复一切破碎的。”

创世记 3：16-19
16 又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你必恋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

17 又对亚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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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18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19 你必汗流满面
才得糊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

仍要归于尘土。”

罪的影响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可以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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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用食物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享受美丽的世界，赐我们友谊、婚姻和孩子。

但是我们在地球上经历的一切都受到罪的影响，就像墨水给这些水涂上颜色一样。

在第 16至 19节中，我们看到罪对一生的影响。

1.  第 16节说，上帝会赐女人孩子，但这将是痛苦的。

2.  我们还在第 16节看到，丈夫和妻子之间将发生冲突。

他们将互相争夺控制权。

记住，第一个罪是试图从上帝手中夺走他们的生命。

罪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拥有权力并控制他人，我们将是幸福和安全的。

这种权力竞争将使婚姻更加困难。

3.  第 17至 19节描述了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工作将会是痛苦的。

上帝在多过之前给了亚当工作要做。

所以工作不是上帝的惩罚，是福气。

但是由于罪，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4.  第 19节的最后一个惩罚是身体死亡。

我们都会死的。

罪在灵性上把我们跟上帝割裂，它把疾病、战争和死亡带到了世界。

但是还有盼望，我的朋友。

上帝非常爱我们，他为我们制造的问题创造了一个解决方案。

现在让我们看看最后两节。

创世记 3：20-21
20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

21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当上帝问亚当和夏娃他们的行为时，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愿意承担责任吗？
没有。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责怪别人，而不是为自己的罪承担责任。

第 21节的神奇之处在于，从未犯过罪的上帝承认了对孩子的罪负责。

他们赤身裸体，为自己的罪行感到羞愧。

所以他们用无花果叶为自己做衣服。

你认为那些衣服能穿多久？
一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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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幅人类如何无法掩盖我们的罪和耻辱的画面。

我们的罪不是我们能解决的问题。

上帝杀死了一些动物，并取了他们的皮肤，为亚当和夏娃做了更好的遮羞物。

血流下来盖住他们。

这是福音的另一幅画面。

为了赎罪，必须流血。

上帝为了掩护亚当和夏娃而杀了动物。

多年后，耶稣这位神子，夏娃的后裔将被杀害，以遮盖你的罪。

我们就像人类的第一对父母。

我们为我们的罪责怪别人。

我们不想为我们的罪负责。

但耶稣来了，说：”我会为你的罪负责。

我将过一种没有罪的生活，这样我的牺牲将足以遮盖你所有的罪。

你相信吗？

你会对这个好消息敞开心扉吗？

罪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死亡和痛苦。

但耶稣愿意为你的罪负责，这样你就能从他那里得到医治、盼望和永生。

几分钟后，我们将举行圣餐。

如果你还不是耶稣的追随者， 那么你今天就不能吃饼和喝杯了。

但这将是一个好时机，你向上帝敞开自己的心扉。

这是个大好时机，你可以决定是否希望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和主，让他洗净你的罪，带你到天

堂永远与他生活在一起。

请现在和我一起祷告。

耶稣，我们有罪的问题，我们不能解决。

罪从亚当和夏娃开始， 但我们不能责怪他们。

他们不为我的罪负责，不对我这里的朋友的罪负责。

谢谢你耶稣，你愿意为你没有犯的罪负责，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我们不配得的饶恕和生命。

今天请将你的生命、平安和盼望充满我们，奉你的圣名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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