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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說明

《中文聖經啟導本》註解的大字本終

於出版了。

由於字數太多，只能容納在另一本

中，成為《啟導本》的陪伴，陪伴你

研讀聖經。

為了二十一世紀長者人數日增的需

要，我們在二○○八年出版了《新大

字版聖經》，受到年長和視力較弱的讀

者熱烈且溫馨的歡迎。對《新大字版

聖經》經文中容納了小註C. P. T. 也

就是現代用詞，難字讀音和譯註，每

卷書前有簡介，每頁有參考經文的串

珠，並在六十六卷書內文需要圖片參

照的地方，插入了專繪的地圖，和在

舊約與新約之間，插印了《舊約歷史

年代對照表》，讓讀者可以在世界與中

國歷史的背景上來看主耶穌降生前的

歷史大事。

但是限於篇幅，免於過重，未能將

大家珍重的一百二十萬字正文註解收

納，讓我們一直耿耿於懷。

現在，在《啟導本》發行第二十周

年的今天，我們應讀者不斷的要求和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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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決定將全部註解用大字另出一

本，像《新大字版》一樣依科學嶄新比

例設計，採用“高清型”版面，讀者

攤開聖經，相對書頁橫貫眼前，一目

瞭然。

內文用熔顏、楷二體於一爐的新型字

體，字體特大、筆劃清楚、護眼養目。

讀者將《新大字版聖經》放在眼前，

將這部《大字註解版》擺在身邊，或

者捧在手裏，一邊讀經文，一邊閱讀

有關註解，輕輕鬆鬆地進行研讀神話

語的工作。

使用《大字註解版》務請注意三件

事：本書註解的原則，是從當日的信

息開始，然後給當代人一個信息，註

解的目標：幫助已信的人更明白真理，

幫助未信的尋找到真光，註解好像人

生的旅伴，陪着你去發現本來會忽略

的好風景。註解隨有關經節的次序排

列，順着經卷的次序，藉書前目錄很

容易找到，參閱查考。其次，註解幫

助尋求真理的眼睛去發現經文中深藏

的意義和教訓，但閱讀聖經須靠自己

主動努力鑽研，不可以完全依靠註解。

第三，要做一個閱讀了聖經能有見

證的人，把自己的一切應用在經文

上，把經文的一切應用在自己身上，

這也就是說，藉着聖靈的啟迪，藉着

註解，找出經文對生活在現代社會中

的你會有的信息與教訓，得到能幫助

你行走世途與生活的力量。

本書用優質聖經紙印製，輕而不

透，適於携帶和閱讀。

《啟導本》註解乃為配合華人教會普

遍採用的《國語和合本》譯文撰寫，

充份考慮中國歷史與文化背景，又在

時代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參考聖經

研究與考古新發現，註解作了增訂，

增加二十萬字，並添加圖片與圖表

百餘。這些都收納在這部大字版註解

中。《和合本》譯文最近已作了點修

訂，修改了一些用詞，讓經文的意義

更清晰，這就加強了《啟導本》註解的

適合性，更能幫助讀者明白聖經話語。

我們在正統解經範圍內，竭盡所

能，並信守聖經揭示的真理撰寫本書

註解文字，若有人力未逮而犯的錯誤

或失漏，務希讀者不吝賜正，我們謹

照着聖經所說，凡事謙卑，忍耐…各

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務求眾人

在真道上同歸於一，滿有基督長成的

身量，人人都能在愛中積極實行神的

話語，建立自己，直等到主來。

編 者 二○一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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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 導 本 》註 解 大 字 版 用 法

這部註解版將《啟導本》增訂

新版收納的聖經六十六卷書的全

部卷首的背景資料與每卷書經節

的註解還有輔讀專文多篇，包羅

廣博，必須懂得怎樣使用，才能

讓裏頭的寶藏為你所用。

下面是本書的構成部份和使用

方法:

經文註解

全部註解接近逐節註

釋，但簡明扼要，內容

包括人、地和文化背景資料，經

義析解、經訓比較、福音信息、

生活教訓、難題合參、詞句析

解，幫助尋求真理的眼睛去發現

經文中深藏的意義與教訓。有時

會將一整段的主要意思先作綜

述，然後逐節細析。註解的總原

則：從當日的信息開始，然後給

當代讀者一個信息。

註解索引

啟導本66卷書共有註解

120萬字，由於逐章，

逐段，甚至逐節作註釋，涉及大

量人、地、史的考證與經義和考

古方面的資訊。每卷書前“參考

資料”又刊有關於作者，寫作年

代以及歷史、地理文化等背景詳

細資訊，涉及範圍極廣，份量之

大有同一部聖經簡明百科全書。

為了幫助讀者隨時翻查，找到

所需材料，我們依內容、人物、

地名、史事、經義主題等組織起

來，照字典方式按條目筆畫編

排，按圖索驥，一下子便可以找

到所要的註解資料。有此索引，

查起經來得心應手。

註解索引刊在本書第1371面

至1431面，索引前有清晰使用

指示。

兩約導論

本書在開頭刊有一篇

《聖經裏的信息》，提綱

挈領，簡介了全本聖經信息供

讀者綜覽外，特由聖經學者在舊

約和新約之前各寫了一篇《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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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經輔讀專文

由聖經學者撰寫、核校，

是明白聖經源流、史地

背景、文化與考古知識的重要輔

讀材料，逾十萬字，大部份放在

兩約之間，一部份放在書後。此

外，有一個兩約之間的歷史年代

對照表放在第852面至854面。

這些專文的題目及年代表的位置

都可從書前的目錄中找到。

頁端經節起迄數字

註解正文的每一頁上端

配有該頁所刊經文的名

稱和起迄章節，用數字標註在左

右角上。左上角為開始章節，右

上角為該頁最末章節，便於迅速

翻查。

導論》和《新約導論》，詳細提

供兩約的文史背景和成書經過。

有了這導讀，等於有了指路的地

圖，研讀兩約，井然有序。

聖經地圖、附表

本書有地圖近百，需要經

常參考的重要地圖，已

經用彩色印刷，附在《新大字版聖

經》之後，但供閱讀經文就近參

考的簡明地圖，則插在有關的經

文附近。舊約和新約的歷史地圖

各一，分別放在舊約與新約前面。

此外，有不少圖表是聖經中人

地和史事的綜覽（例如：耶穌所

講的比喻表之類），則插在有關

的各卷書中，構成一部小地圖和

圖表集，書前有地圖和附表目錄

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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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世 記

參考資料

一、本書書名

	 《創世記》是神創造世界的記錄。
	 本書開頭兩章記述宇宙萬物的創造，
其餘四十八章為人類早期歷史和以色列民
祖先的記事。
	 希臘文舊約《七十士譯本》稱此書為
genesis，有“出生”、“始原”等意思，但
希伯來文舊約則無書名。猶太人用本書開
頭第一字bereshith來稱呼它，意思是“起
初”（1:1）。
	 本書載有很多具有研究價值的古代史
料；但更重要的是記錄下了創造主關於
宇宙來歷、人的本源及神救贖計劃的重
大啟示。

二、本書作者

	 舊約聖經頭五卷，《創世記》、《出埃及
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
原文是不分開的一個完整單元；但是，這
五卷書因為各有自己的主題，也可以當作
分開的書卷來研究。
	 猶太人稱這五卷書為“摩西五經”、
“律法書”，或“摩西的律法書”，因其中
所記誡命、律例，都是神頒佈給以色列
民的。
	 按猶太傳統，摩西五經為摩西所寫，
也為初期教會及新約作者所信守。新約
引用五經，都暗示或明示是摩西寫的。
（可參看以下經文：《馬太福音》19:8；
《馬可福音》1:44；10:4-5；《路加福音》
5:14；16:31；20:37；《使徒行傳》3:22；
13:39；15:5；26:22；《羅馬書》10:5，

19；《哥林多前書》9:9；《哥林多後書》
3:15；《啟示錄》15:3。）《使徒行傳》
15:1稱亞伯拉罕時代定下的割禮（創17
章）為“摩西的規條”。《創世記》時代
雖然比摩西早得多，但因為猶太人相信
此書是摩西的著作，所以裏面的規條也
當作摩西頒佈的。
	 摩西寫五經，是指摩西根據當時流傳
的各種文獻和口傳資料，在聖靈帶領下，
在西乃曠野編纂成書；有些是耶和華直接
指示摩西的，完全未經過第三者。《創世
記》和《出埃及記》前部，就是這樣寫成
的；而《出埃及記》後部和《利未記》、《民
數記》、《申命記》等，是摩西和以色列人
曠野四十年漂流生活的記錄，是他的親身
經歷。
	 事實上，當時除了摩西再難找到別的
人，更適合負起寫這五卷書的任務。摩西
承受敬虔利未家族的優良血統（出2章）；
又在埃及皇室中“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
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徒7:22）；因此
能寫成這幾本書。曾特別蒙召上西乃山領
受啟示；又仗賴神的能力，廣行神蹟；將
神的訓誨（“律法”原意為“訓誨”）教導
百姓，並親身體驗四十年曠野生活。沒有
誰能比他更有資格寫此書。
	 (十八世紀中期開始，有些學者否認摩
西為作者，主張包括《創世記》在內的《摩
西五經》是在主前六世紀編成，這些隱名
的編輯人，根據他們所聲稱的至少四種主
要文獻編纂《五經》。他們從所用的神的
名字的不同，例如Elohim與Yahweh，敘
述事件的重複，句法、用字和神學思想上
的差異，找出當日編輯時可能根據的不同
底本，計有所謂“J文獻”或“耶典”，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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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1　這裏記下的是神創造天和地的過程。
聖經用這句莊嚴、華美且挾雷霆萬鈞之

力的話，宣告神是萬物的創造主。一句

話概述了創造者、被造物和偉大的創造

作為；不循人的哲理去論證。天地不是自

然而有，乃是自有永有的真神所創造。

“天地”指全宇宙；“創造”就是從無變有。

（希伯來文“創造”一字只指神的作為，

不用於人的活動。）

  “神”字的希伯來文Elohim為Eloah (神 )
字的複數，也許隱含聖經後來清楚啟示

的三位一體的奧祕（太3:16；28:19），但
此處為加強意義的用法，表示神的偉大

與華麗，稱為“華麗的多數”（the plural 
of majesty）。此字雖為多數，但動詞則
為單數，指出神是宇宙間唯一的主宰。

1:2　作者用精簡的文字描寫神創造萬物
的過程：怎樣在“空虛混沌”、天地渾然

一片中，將光和暗（1:4）、天和水（1:7）、
陸地和海洋（1:9）分開，然後說這一切“是
好的”（1:10）。祂繼續工作，使萬物佈滿
天、地、海洋。祂安排日、月、星辰的運

轉（1:14-19），創造飛禽、走獸和水中生
物（1:20-26）。最後，祂照自己的形像造
了人類（1:27）。

  “運行”原文也有“覆翼”或“翼護”
的意思，神看顧、保護祂手造的一切。

1:3　神用話語來創造，祂“說”的話就是
能力（來1:3）。“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詩33:6，9），是從無變有的創造傑作。
神用幾個命令把萬物創造出來。

  “光”賦予生命（約1:4）、 彰顯真理（林
後 4:6）、純化環境（傳11:7）、潔淨心靈
（約壹1:5-7），光是創造的第一步，使空虛
混沌出現秩序和規律。這光出現在太陽被

造之前，且在太陽之後永存（啟22:5）。
1:5　“日”字在聖經中有幾種用法。1，以

白晝為“日”（1:5，稱光為“晝”；1:14；約
11:9）。2，指我們現在的一天（太17:23；
路24:21）。3，指特別的日子，例如“贖
罪日”等（利23:27）。4，指特別時期，
例如2:4的“日”（中文譯“日子”），代表
神的整個創造（參彼後3:10）。

  六日創造天地，主要有兩種解釋。一
是將“日”解為一天，因為聖經上說：“有

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另一種

將“日”解為一個時期，或一個階段，

在這時期中，神的創造工程有開始，也

有完結（比較詩90:6）。
  “稱”是給人或事物一個名字，表示神
的主權（17:5，15；41:45；王下 23:34；
但1:7）。

1:6　“空氣”原文有“展佈的諸天”的意
思，“穹蒼”較近原義。

1:11-12  “青草”、“菜蔬”和“樹木”泛指
所有的植物。特別提到“種子”和“果子

包着核”，說明神不但造有生命的植物，

還讓它們可以繁殖。

1:14 　“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
也可譯為“作為定節令和日子、年歲的記

號”。神安排天體運轉，可以“定節令、

日子、年歲”。有人誤將“記號”與星相

術混為一談。此處的“記號”指的是月的

圓缺，星宿相對於地球的位置，時序、四

季可以清楚記錄。

1:16　神造“兩個大光”，賦予管理晝夜的
責任。太陽和月亮普照大地，人看見能思

想創造主的全能與慈愛；不是要人畏懼當

作神祇來膜拜。

1:20-22　神造飛鳥和水族，各從其類，
生生不息，充滿空中和水裏，數目、種類

繁多。神“賜福”給這一切。聖經首次提

到神賜福給祂的造物；祂賜福給空中和海

中的動物，也賜福人類 (1:28)、聖日 (2:3)
和亞伯蘭 (12:2，3)。

1:24　地上的活物列舉三大類：牲畜、爬

1:1 創世記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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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和野獸，像11節一樣，泛指神造在地
上的一切活物。

1:26-27　人受造有神的“形像”和“樣
式”，聖潔無罪。“形像”和“樣式”不易

明顯區分。人有神的形像，有理性，有道

德責任感；人有神的樣式，在靈性上能和

神心意相通，順從祂的旨意。人犯罪墮落

後，靈性上與神的交通斷絕，不再似神；

理性、感情等等受到污損。人按神形像受

造的地位未變，但須藉着神的救贖重造成

為新人（弗4:24；西3:10）。
  研讀聖經須留意這兩條平行的主線：一
是自天地的創造 (創1:1)到新天新地的出
現 (啟21:1)。一是救贖，也就是神對人類
的拯救。

  人的創造獨特。1:26-27概述神造人的
經過。2:7，21-23詳細說出創造的過程。
關於造人，聖經有兩個重要啟示。1，人
是神造的，不是進化的，主耶穌證實此事

（太19:4；可10:6）。人和動物間到現在仍
找不到所謂“進化過程”的中間環節；最

高等的生物也沒有人類對神的那種意識

（宗教本能），都可以證明此點。2，人，
無分男女（27節），都是照神的“形像和
樣式”造的，有人格、理性和道德意識；

會思想（2:19-20；3:8）；有感情（3:6）；
有意志（3:6-7）。人因此應該受到尊重，
也應自尊。

  26節的“我們”是神宣佈祂登峯造極
的創造工作時的自稱，代表神的豐富華麗

（參1:1註；3:22；11:7；約14:23）。27節
的“他”和“自己”是本書作者講到神時

用的代名詞。

1:28　“治理這地”是人類科學知識和科
技文明的發展依據，是神和人所立管理

地球的大憲章。人一開始便賦有學習的

能力，能認識環境，駕馭環境，善用資

源為人類服務；不可濫用、浪費、破壞

神所造的大地。

1:29　人到今天仍舊要靠蔬菜、水果維
生，缺乏了會百病叢生。本節着重指出人

須靠神的供給才能生存。在挪亞之前，人

可能都是素食（9:3；比較賽11:6-9）；動
物也可能都以植物作食物（30節）。

第二章

2:1-3　神創造的大功完成，空虛混沌的世
界現在有了秩序和規律，有光、有愛和生

命，完美運作不息。在造物主的眼中，祂

所創造的這個世界十分美好（1:31），一
點不用增減。祂於是歇了（停止）創造的

工作。

  2節的“安息”一字在希伯來原文為“安
息日”一字的來源。《出埃及記》20:11引
用本章3節“神賜福給第七日”，但用“安
息日”代替了“第七日”，把第七日當作

了“安息日”。不過要到以色列民出埃及

往西乃山的途中，才規定須在第七天守聖

安息日（出16:21-26）。等到西乃山頒佈
律法之後，守安息日遂成為以民與神立約

的一部份（出20:8；尼9:13-14）。
  不過神所歇下的是祂創造之工，並未停
止祂管理宇宙的工作。主耶穌說：“我父

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約5:17）。天
父一直管治看顧這世界。

2:4　本書第一章提綱挈領記載了宇宙的創
造，包括人類在內。第二章則詳細記述神

怎樣造人，因此不是前章的重複。本章沒

有再記神造光、分別諸水與設立天體。雖

也提到植物和動物的創造，但十分簡單。

2:7　希伯來文“亞當”的原意為“紅土”，
可譯作“人”，指人類。“造人”的“造”字，

原文通常指陶匠用泥製作器皿。

2:8　伊甸位置無可考證。有人從本節的“東
方”二字推想其地可能在底格里斯與幼發

拉底二河的交匯處（參14節），在今伊拉
克南部。“伊甸”與“樂園”同義，此字

希伯來文的意思為“喜悅”或“極樂”。

創世記 2: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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