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
创世记 1：26-31

2022年1月23日讲道

介绍
这间教会的领袖们决定今年学习新城教理问答，因为它是对最重要的基督教真理的极好总结。 一个声音团

契是一个由不同的人组成的教会，他们联于同一位救主。 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有同样的想法。 今

天，我们来看看新城教理问答的问题4。 我将阅读问题，然后我们一起阅读答案。

问题4：上帝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创造我们？

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有男有女，让我们了解他，爱他，与他同住，并荣耀他。 我们这些被神

所造的人应该为荣耀他而活，这是应当的。

创世记 1：26-31 

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

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

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29 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30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

了。

31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让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父，求祢差遣圣灵，在我讲道时赐给我智慧和真理。 请让我们敞开心扉，接受你的真理，这样我们就

可以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荣耀你。 我们奉我们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以下是今天要讲的两点：

第1点.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前者是男人，后者是女人

第2点.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他们

第1点.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前者是男⼈，后者是⼥⼈ 

在创造的头五天，上帝创造了天地、太阳和星星。 他创造了海洋和土地，并用鱼和鸟填满了它们。 神所造

的一切都是好的。

然后上帝创造了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 第26节说：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

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说：“我们要……造人。 在希伯来语中，“人”这个词是指”亚当”。 这个词可以指第一个名叫亚当的人。 也

可以指“人类”或“人”。 在同一节经文中，神也说：”使他们管理......” “使他们”是神说的。 神照着他的形象造

了男人和女人，而不仅仅是亚当一个人。 这句话中的希伯来语单词“亚当”包括所有人类，就像“基督的身

体”包括所有基督徒。 

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完成他在28节中的命令：“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造物主

上帝与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些创造能力。 这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所得的祝福之一。 上帝创造了两个人，然后

赐福给他们能力去繁衍更多的人。 我们在第29节看到，这些植物有种子，所以它们可以繁殖。 这些植物可

以繁殖更多的植物，好遍满地面。 上帝也把同样的能力放在男人和女人身上。 但是男人和女人不像植物和

动物那样繁殖。 人类的生殖与关系有关。 上帝因着爱造了这个世界。 上帝与亚当和夏娃有着美好、开放、

充满爱意的关系。 当男人和女人因着爱走到一起时，他们会发现他们可以用更多上帝的形象来填满这个世

界。

神的这些形象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对吧？ 男人和女人看起来明显不同。 但它不仅仅是表面的差异。 在受孕

的那一刻，我们要么变成男性，要么变成女性。 你体内每个细胞的染色体要么是男性编码，要么是女性编

码。

染色体就像我们身体硬件中的软件。 染色体包括DNA，其编码决定了你是直发还是卷发，是高还是矮。 人

类卵子只含有一条X染色体。 人类精子含有X染色体或Y染色体。 当卵子受精时，它有50%的机会从精子中



获得X染色体，从而成为女婴。 卵子也有50%的机会获得Y染色体，从而成为男婴。 因此，每个受精卵要么

有一对XX，这意味着她是女性。 或者有一对XY，这意味着他是男性。 

第28节说，我们生养孩子的能力也是一种祝福。 育儿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有时我们没有为所赐福给我们

的孩子做好准备。 女性有时会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怀孕。 但我们必须记住，“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能

力，是作为男人和女人可以做的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上帝使男人和女人不同，但他也使我们在尊严和价值上平等。 上帝并没有更喜欢或更爱哪一种性别。 上帝

使我们与众不同，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完整地向世界展示上帝的属性。 上帝将他的形象分开，把一些礼物和

祝福给了男人，另一些给了女人。 当亚当第一次见到夏娃，他说：“我终于完整了！” 

我希望你们听清楚，朋友们：你们不是偶然产生的。 也许你出生时父母还没有结婚。 也许妈妈本来没打算

怀孕。 但上帝给了你生命和灵魂。 你不是一个错误。 上帝决定了你是会得到X染色体还是Y染色体。 上帝

让你成为女孩或男孩，女人或男人，因为他爱你，想祝福你。

今天有些人对上帝创造他们的方式感到不舒服或不高兴。 有些人心里受了很深的伤，尚未愈合，他们正在

寻找和平，安慰或正在逃避。 当我们的心碎了，我们就会忍不住认为一切都破碎了。 有时我们想要改变一

些东西，因为我们相信可以透过改变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我记得在一次三小时的飞机旅行中，旁边是一个犹太女同性恋者。 我们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一直在交谈。 因

为她是犹太人，我们谈论了旧约，以及在犹太家庭长大的感觉。 我还分享了我小时候是天主教徒，后来是

无神论者，最后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

这是一次有趣的谈话。我认为她和我在一起感到很安全，因为她在谈话两个小时后告诉我她是一名女同性恋

者。 她说：“我知道圣经说这是错误的。 你怎么看？” 你会对她说些什么？ 这很难，对吧？ 我是这样说的。

我告诉她：“上帝让你成为女人，因为他爱你。 神的设计是好的，他不会犯错误。 我希望你能思考如何成为

上帝设计时让你成为的女人。 我们都希望快乐。 但是，与另一个女人建立关系并不能给你带来上帝计划赐

给你的祝福。 上帝设计了你的身体，你的心灵，你的思想，让你与一个男人有浪漫的爱情。 神希望我们每

个人都能享受他的祝福。 只有当我们按照他的设计生活时，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很高兴在我们开始这部分对话之前，我们先有了两个小时的谈话时间。 我分享的内容没有让她感到被冒

犯或生气。 我想她能看出我的心是支持她的，而不是反对她的。 在这种艰难的对话中，记住这一点是一件

好事。 当我们与一个正在与性别或性取向作斗争的人交谈时，我们是否是出于爱和同情的驱使？ 我们是否

也意识到罪如何败坏了我们的生活？ 异性恋者也是歪歪扭扭的，我的朋友们。 我们都受到堕落的影响。

罪败坏了一切，使我们与神和彼此疏远。 但上帝提供了一条回到他美好设计的道路。 当我们为着自己渴望

独立而悔改时，我们就认识到了什么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 我们需要让神成为真理的中心和源头，而不



是我们自己。 我们不能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神。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现在让我们再多谈一谈“神

的形象”是什么意思。 

第2点.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他们 

圣经的前五卷书是摩西写的。 请想想他的听众。 摩西和成千上万之前的奴隶一起在旷野里。 埃及人把这些

人当作财产来对待。 埃及人像对待动物一样使用和虐待他们。 但神有一个信息要传达给他在旷野的子民，

也要传达给我们。 在创世记中，神通过摩西说：“你们不是偶然产生的！ 你们不是动物，也不是毫无价值的

奴隶！ 你们是男人，女人，男孩和女孩，是按照我的形象造的！ 你们有尊严和意义！” 

你还记得神在造了大海、天空、太阳和星星之后所说的话吗？ 他说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在神把人加

到他所创造的世界中之后，神在第31节中说了什么？ 他说“甚好”。 我们是上帝创造中最好的部分。 你不是

一只大脑更大的猴子。 你是一个独特的受造物，蒙上帝祝福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在前面的敬拜中读了诗篇8篇。 你还记得作者大卫王对人类所说的话吗？

诗篇 8：3-9 

3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4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5 你叫他比天使（或作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6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7 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

8 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9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明白第5节说的吗？ 神使我们“比神微小一点”。 他也使我们高于其他受造物。 我们在诗篇8：6-8中看到这

一点。

也許這是思考我們和上帝之間的差異，以及我們和受造物之間的差異的一种比较有益的方式。 上帝是造物

主。 神也有位格——实际上是三个位格。 神是一个灵，他永远活着。 动物是受造物，它们没有位格。 动物

有身体，但没有灵魂。 但人类既是受造物，也有位格。 人有死亡的身体和永生的灵魂。

神：位格、创造者、灵。

人：人、受造物、精神和身体。

动物：受造物，身体。

朋友们，我们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我们在神的权柄之下。 神把地球、植物和动物置于我们的权柄之下。 在

创世记1：26和28中，上帝说人类“有治理权”来管理世界。 “治理”与“支配”这个词有关。 支配在英语中可以



是一个负面的词，当它用来描述以破坏性的方式进行支配的人时。 像朝鲜的金正恩这样的独裁者支配着人

民，而不是植物和动物。 独裁者歪曲了上帝设计的治理模式。 他们像对待动物一样对待他们的公民，就像

埃及人那样。

但是，上帝让我们治理地球的意图，是帮助万事万物和每个人都照着上帝的设计繁荣兴旺。 请记住，上帝

告诉亚当要看守园子，并给动物起名字。 但后来罪进入了世界，亚当的儿子杀死了他的兄弟。 该隐用神赐

给他的力量，毁坏了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兄弟。 形象是非常强大的东西。 今天在朝鲜，办公室、工厂、商

店、医院、教室和家庭都需要悬挂这样的肖像。 这些朝鲜领导人的肖像只是图像，但不尊重他们就是刑事

犯罪。 如果你没有正确悬挂肖像，会被惩罚做一天的苦役。 一些朝鲜人在肖像下面放了一个盒子，上面有

一块白布，只是用于除尘，没有其他目的。 一些家庭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会向肖像鞠躬，并向这些图像致

意。 像这样的压迫性国家的领导人希望每个人都记住是谁说了算。 他们使用这些图像来投射和保护他们对

其他人的权威。 但是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是在神的权柄之下。

你还记得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吗？ 在但以理书中，尼布甲尼撒要求每个人都向自己的雕像鞠躬。 他想接

受唯独属于神的敬拜和荣耀。 尼布甲尼撒、约瑟夫·斯大林和金正恩用自己的形象来激发人民的赞美和恐

惧。 这是亵渎罪。 一个人永远不应该寻求只属于神的赞美。

我们应该像这些运动员一样。 成千上万的观众正在庆祝他们并赞扬他们的成就。 当运动员指向上方时，他

们在交流什么？ 他们说：“不要崇拜我。 要敬拜那位照着他的形象造我的人。 上帝给了我这些腿和胳膊，

这些思想和技能。 这些运动员提醒大家，他们不是神。 他们是上帝的形象。” 

在使徒行传10：25-26中，使徒彼得来拜访一位罗马军事指挥官。 我们听听发生了什么。 

25 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

26 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 

彼得知道他只是神的形象。 彼得是使徒和好消息的使者，他写了圣经的一卷书。 他是一个重要的人。 但彼

得认识耶稣，并与耶稣同行，耶稣是唯一是神的人。 彼得知道耶稣是唯一配得接受敬拜的人。

耶稣死后，埋葬，复活，这发生在约翰福音20：24-29。 

24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25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

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26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27 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28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29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托马斯和其他门徒敬拜耶稣，因为他是神。 门徒们也知道耶稣是一个人，生的时候就有神的形象。 耶稣创

造了万物，却愿意以受造物的身份出生。 朋友们，人类的罪破坏和扭曲了上帝对我们和这个世界的美好设

计。 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在神的权柄之下，反倒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 我们支配和伤害上帝的创造和受造

物，而不去保护和滋养。

但神对我们有一个拯救计划！ 神的儿子耶稣出生时就有染色体、DNA和人体，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他过

着完美而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 他舍己死在十字架上，医治我们，饶恕我们的罪。

當我們信靠耶穌時，我們就恢復了與父神的關係。 圣灵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对罪说不，并以一种荣耀上

帝的方式去生活，而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 然后，当人们看到我们所做的好事时，我们可以告诉他

们：“不要称赞我！ 要赞美和敬拜神，是他照着他的形象造了我，拯救了我，让我为他的荣耀而活。” 

我认为结束这篇讲道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再次一起阅读新城教理问答问题4的答案：上帝是如何以及为

什么创造我们？ 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有男有女，让我们了解他，爱他，与他同住，并荣耀

他。 我们这些被神所造的人应该为荣耀他而活，这是应当的。

现在让我们⼀起祷告：
天父啊，感谢你以智慧和爱造了我们。 有时我们对你创造我们的方式不知感激。 有时，我们对自己所处的

环境感到沮丧。 圣灵啊，求祢向我们显明我们的骄傲和不信。 帮助我们相信，你对世界和人类的设计是好

的。 帮助我们按照你的设计生活，去爱别人，并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荣耀你。 我们奉救主耶稣的名祷

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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