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天

在起初，没有人类。没有动物也没有花卉。唯有上帝。

然后上帝说: "有光!" 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便称为
"昼。" 上帝将光与黑暗分开，称黑暗为 "夜。" 



第二天

创世的第二天，神发言，在地的上方创造了天。



第三天

第三天，神发言，将水和旱地分开。神称旱地为 "地，" 称
水为 "海。"

神还说: "地上要生出各种树木和植物。" 事就这样成了。神
看所造的一切是好的，倍感欣慰。



第四天

创世的第四天，神发言，造了太阳，月亮和星辰。神使它们
给大地光，分别昼夜，作为规定时节和年的记号。



第五天

第五天，上帝就造了海中的大鱼等各类水族和各类禽鸟。上
帝看了，感到满意。

上帝赐福给这一切生物，说：“水族要生养繁殖，充满海洋，
禽鸟也要在地上多多地繁殖。”



第六日

创世的第六天，上帝说："地上要生出各种生物!" 事就这样成
了。有牲畜，地上的爬虫和野兽。上帝看了认为好。

之后上帝还说: "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
他们要治理大地，管理各种生物。"

上帝用灰土形成人，对他吹一口生气。这人的名字叫作亚当。



上帝造夏娃

上帝种植了一个乐园给亚当住，安置他在那里看守。上帝说：
“那人独自一人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相配的帮手。”

上帝遂使亚当熟睡，取出他的一根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
引她到他前。这女人的名字叫作夏娃。



第七日

God finished the work he was doing, so on the seventh day he 
rested from his work. 

Adam and his wife were very happy living in the beautiful garden 
God had made for them. Neither of them wore clothes, but this 
did not cause them to feel any shame because there was no sin in 
the world. They often walked in the garden and talked with God.



始祖被引诱而违主命

神在乐园中央种了两棵特别的树--生命树和知善恶树。神下令
亚当不可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如果吃了，必定要死。

但在乐园中有条狡猾的蛇。撒旦，就是在伊甸园里的蛇，欺骗
夏娃，亚当和夏娃就犯罪得罪了上帝。因此，上帝就把亚当赶
出伊甸园。



该隐和亚伯

夏娃便怀孕，生了该隐。后来，夏娃又生了该隐的弟弟亚伯。
长大后，亚伯做了牧羊人，该隐做了农夫。

亚伯把羊群中头生的羊及其最肥美的部分献给上帝。上帝悦
纳亚伯和他的祭物，被称为义人。



以诺

以诺，仅在亚当七代以後出生，是圣经记载世上最长寿的人玛
土撒拉的父亲。

你能够在创世记5章24节读到有关以诺的最耐人寻味的事，
“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以诺那麽
讨上帝的喜悦，以致一天他与上帝同行时，就直接走到天堂里
去了。



洪水

多年之后，地上住有许多人。他们变得相当邪恶和粗暴，坏到
使神决定要用洪水摧毁整个世界。

神在所有败坏的人群中只找到一位义人，他的名叫挪亚。神告
诉挪亚祂将降下洪水的计划，并要他造一艘大船，叫作方舟。
挪亚和三个儿子按神所吩咐的方法造船。

然后开始下雨，滂沱不停，连续下了四十天四十夜！天下的一
切都被水淹没。地上的人类、飞禽走兽和爬虫等一切生灵都被
毁灭了，只剩下挪亚和跟他同在方舟里的生灵。



巴别塔

洪水退后多年，地面又出现了许多人，他们都说一样的语言。
他们很自负，甚至要造一座高塔通达天庭。

于是神混乱他们的语言，又将他们分散到全地面。他们开始建
造的那城叫作巴别，即「混乱」的意思。



上帝与亚伯拉罕谈话

数百年后，上帝对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人说：“离开你的故乡
和家族，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我会祝福你，使你成为大国，
叫你的名为大。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拉罕遵行了。他将妻子撒拉和所有仆婢及他所有的一切都
带往神所指示的地方——迦南地。

很多年过去了，但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仍然没有儿子。
上帝再次对亚伯拉罕说话并许诺，他会有一个儿子和如繁星般
多的后裔。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许诺。



上帝应许撒拉生子

亚伯拉罕坐在帐篷口， 抬头看见三个人站在对面，就跑去迎接他们，
俯伏在地，说：“我主，你们若肯赏光，请不要匆匆路过仆人这里。
你们既然路过这里，我理应招待你们。”

亚伯拉罕把奶、奶酪和准备好的牛肉摆在客人面前，站在树荫下招待
他们。那三位客人问亚伯拉罕：“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亚伯拉罕回
答说：“在帐篷里。”

其中一人说：“明年这时候，我会再来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这话被站在那人后面帐篷口的撒拉听见了。撒拉暗自发笑，心想：
“我已经这么老了，还会有这种福气吗？况且我的丈夫也很老了。”

耶和华问亚伯拉罕：“撒拉为什么偷笑说，‘我这把年纪还会有孩子
吗？’ 什么事难得住耶和华呢？”



神试验亚伯拉罕

以撒年少时，神试探亚伯拉罕的忠诚，神说: "带你的独生子以
撒，把他杀了给我作全燔祭。" 亚伯拉罕再次遵从神的话。

他们到了 神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
摆好了柴，捆绑了自己的儿子以撒，就把他放在祭坛的柴上。
正当他要宰杀儿子时，神说: "住手!不要伤害孩子!我现在知道
你是敬畏我的，因为你没每有将你的独生子留下而不给我。"

神对亚伯拉罕说: "因为你愿意将一切给我，甚至不惜自己的独
生子，我必降福你。"



以扫和雅各

以撒生以扫和雅各。以扫怨恨雅各，因为雅各偷了他作为长子
的名分和福分。因此，他计划等父亲居丧时要杀死雅各。利百
加得知以扫的计划后，便安排雅各到很远的地方与她的亲戚同
住。

雅各在那里娶了四个女人，共生下十二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神
让他很富有。那时，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到你列祖之地，
到你的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

他非常害怕，因为他认为以扫仍想要杀他。其实以扫早已原谅
了雅各，他们愉快地团聚。之后雅各平安地住在迦南。



约瑟

在十二个儿子当中，雅各最疼爱约瑟。他的哥哥们嫉妒之
极。他们把他卖为奴隶。奴隶贩子把约瑟带去了埃及。

在埃及, 约瑟被关进监狱。 他坐牢的时候，上帝与他同
在。



约瑟拯救他的全家

一天夜里，埃及称做法老的王做了两个大大困扰他的梦，他的
谋士们没有一个可以告诉他这两个梦的意思。上帝给了约瑟解释梦
的能力，所以法老让人把约瑟从监狱里带到他面前。约瑟解释了这
两个梦的意思，说：“上帝将会给埃及七个丰年，随后再有七个荒
年。” 约瑟的才能给法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就封他做埃及
的宰相。

约瑟告诉人们在七个丰年里要囤积大量的粮食。当七个荒年来
临的时候，约瑟把这些粮食卖给人们，好让大家都有足够的食物吃。

几年后，当饥荒蔓延到约瑟的家乡迦南，雅各派约瑟的兄长们
到埃及去购粮。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是你们卖到埃及的弟弟
约瑟！”他的弟兄们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约瑟说：“现在，
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怨自责。上帝差我先来这里，是为
了保住大家的性命。” 雅各的全家定居埃及。 约瑟按各家人口提
供粮食给父亲、弟兄及其他家人。



摩西

当时统治埃及的法老把以色列人当做奴隶。埃及人强迫以色
列人修建许多的建筑甚至所有的城池。

法老看到以色列人子孙兴旺，就下令把所有的以色列男婴扔
到尼罗河里杀掉。

其中一个以色列妇人生了一个男婴。为了救他，把他放在一
个漂浮的篮子里，搁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中。由于她的信心和
足智多谋，摩西被法老王的女儿发现和收养，并在法老王的
皇室里长大及接受教育，后来得以带领他本族的人民脱离奴
役的枷锁，前往“应许之地”。



以色列人过红海

法老和他的军队就追赶以色列人，使他们继续做奴隶。当以色
列看见埃及军队正在临近，发现自己身陷敌军和红海之间，就
非常得害怕。

摩西告诉百姓”不要害怕！神今天会为我们争战，拯救我们。”
摩西举起手来，神就使风刮起，大风就将海里的水分向左右两
边，从中间开辟了一条道路。以色列人就在海中的干地里行走，
水在两边作了墙。

当以色列人都走到了海的另一边，神使摩西再次伸手。当摩西
这么做的时候，海水都倾泻在埃及军队上，海面恢复到原来的
样子。整个埃及军队都被淹没了。



上帝与以色列立约

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穿过红海后，又带领他们穿过旷野来到
了一座山下，这座山叫西乃山。只准许摩西到山上去。

上帝在两块石板上写下了这十诫给了摩西。上帝还给了很
多其它要遵行的律法，只要人们遵行这些律法，上帝应许
会祝福并保护他们。



摩押王巴勒召巴兰

巴勒，作摩押王，去叫巴兰来，说：“你看，有一个民族从埃
及出来，遮满了全地，如今住在我的对面。现在请你来，替我咒

诅这民，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或者我能够击败他们，把他们从这
地赶出去。”

神对巴兰说：“你不可与他们同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他
们是蒙福的。”但是巴兰早晨起来，与摩押的领袖一同去了。

神因为巴兰去就发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敌挡他。驴看见

了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身下；巴兰大怒，就用自己的杖打
驴。耶和华开了驴的口，驴就对巴兰说：“我向你作了甚么，你
竟打我这三次呢？”

那时，耶和华开了巴兰的眼睛，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
上，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巴兰就低头俯伏在地。



约书亚

摩西死了时候，约书亚成为了以色列人的新的领袖。约书亚
是一个好的领袖，因为他全心信靠顺服上帝。

上帝吩咐约书亚，说： “你要坚强勇敢，你不要惧怕，也不
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上帝必与你同在。”



喇合

约书亚差派了两个探子进入迦南地的耶利哥城。这城被坚固
的城墙保护着，城里住着一个叫喇合的妓女救了两个探子并
帮助他们逃跑，她这样做是因为信上帝的缘故。两个探子承
诺当以色列人毁灭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必保护这个女人和
她的家人。

喇合和她的家人幸免，他们也成为了以色列的百姓。



路得

路得，离开自己的家乡摩押和她所熟悉的一切，选择跟从
上帝，而上帝大大地祝福了她。她后来在伯利恒定居下来，
成为大卫王和耶稣的祖先。



哈拿

哈拿，原本是个无子女的妇人，她向上帝承诺，如果上帝赐
给她一个儿子，她会把他献给上帝，去服事上帝。上帝顾念
哈娜，使她怀孕。她后来生了一个儿子，给孩子取名叫撒母
耳，因为她说：“他是我向耶和华求来的。”

后多年，她把孩子带到祭司以利面前。哈娜说：“我主啊，
我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就是那一次站在你这里向耶和华祈求
的妇人。我求耶和华赐给我一个孩子，祂应允了我的祈求。
现在，我将他献给耶和华，让他终身事奉耶和华。”



主呼召撒母耳

小撒母耳跟着以利事奉耶和华。 一天晚上，耶和华呼唤撒
母耳。撒母耳答道：“请吩咐，仆人恭听。” 神给了他
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撒母耳逐渐长大成人、事奉主，成了以色列有史以来的、
最伟大的先知和士师（法官）之一。



一个小牧羊人

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他头几年做得很好，但是后来
他变得悖逆，不遵从上帝了。所以，上帝选了另外一个人要
代替扫罗。

上帝拣选了一位叫大卫的以色列青年在扫罗之后作王。大卫
是伯利恒城的一个牧羊人，他放羊的时候杀死了袭击羊群的
一只狮子和一头熊。大卫为人谦卑正直，信靠上帝。



大卫和歌利亚

在他还年轻时，他与一个叫歌利亚的巨人对战。歌利亚是
一个个头差不多三米，经过训练的强壮的战士，但是上帝
帮助大卫杀死歌利亚，挽救了以色列。

最终，扫罗死在战场，大卫成为以色列国王。大卫是一个
好国王，深得百姓爱戴。上帝祝福大卫，让他凡事顺利。



所罗门

大卫死后，所罗门开始统治。神对所罗门说话问他最想要什
么。所罗门求要智慧，神甚是喜悦，叫他成为世上最有智慧
的人。

在耶路撒冷，所罗门用他父亲大卫积攒的材料建造了他计划
建的神殿。因此，百姓得以在殿里而不是会幕里敬拜和献祭。

所罗门为以色列全体会众祝福： “上帝当受称颂！祂照着

应许赐平安给祂的以色列子民。使我们的心归向祂，遵行祂
的旨意。”



以利沙的秘密军队

亚兰王（现今的叙利亚）当时正在和古以色列交战，他打发
大军往多坍去擒拿先知伊莱沙。他们在夜晚来到多坍，所以，
当伊莱沙的仆人在第二天清早醒来出去时，发现车马军兵围
困了该城。

“不要惧怕，”先知这么回答：“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
同在的更多。”然后伊莱沙祷告说：“主啊，求您开他的眼
目，使他能看见。”

然后，上主开了仆人的眼睛，他就看见有满山的火车火马围
绕着伊莱沙。



一个以色列少女

乃缦是敌军的元帅，得了可怕的皮肤病。乃缦妻子的婢女，一
个以色列少女，对主母说：“要是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那位
先知就好了！他一定能治好我主人的麻风病。”

乃缦于是就去见以利沙求他医治。以利沙让他将自己浸在约旦
河里七次。开始，乃缦很生气，认为这很愚蠢，不愿这样做。
但是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将自己七次浸到约旦河里。当他最
后一次从约旦河水里出来时，他的皮肤病完全好了。上帝医治
了他。



以利沙帮助穷寡妇

有一个先知的妻子哀求以利沙说：“我丈夫怎样敬畏上帝，
你是知道的。如今他去世了，债主来取我的两个孩子做奴隶。”

以利沙问她：“我该怎样帮你呢？告诉我，你家里有什
么？” 妇人答道：“你婢女家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瓶油。”

以利沙说：“你去向所有的邻居借空器皿，要尽量多借一
些。 然后回家，把那瓶油倒在所有借来的器皿中，装满的放
在一边。”

于是，妇人辞别以利沙，回去后把自己和儿子关在屋里，
儿子递给她器皿，她就倒油。 器皿都装满了，妇人将经过告
诉以利沙，以利沙对她说：“你去把油卖了还债，你们母子可
以用剩下的钱度日。”



以利沙找回斧头

一群先知对以利沙说：“你看，我们住的地方实在太小了。
请让我们去约旦河吧，我们每人都可以从那里砍一根木头盖房
子。”

以利沙说：“你们去吧。”
他们一起去约旦河砍伐树木。 有个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

进了水里。他大喊：“唉！师傅，这把斧头是借来的。”
上帝的仆人问：“斧头掉哪里了？”他就指给以利沙看。

以利沙砍了一根树枝抛进水里，斧头便浮了上来。 以利沙说：
“你去拿上来吧！”他便伸手拿起了斧头。



希西迦的病危与康复

那些天，希西迦病危，以赛亚先知前来对他说：“耶和华说，
‘你要死了，你的病不能康复。’” 希西迦把脸转向墙，向耶和华
祷告。

当时，以赛亚还没有走出中院，耶和华对他说：“回去告诉我
子民的首领希西迦，‘上帝耶和华说，我已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了
你的眼泪。我要医治你，三天后你就可以上耶和华的殿。’”

希西迦问以赛亚：“有什么兆头证明耶和华要医治我，三天后
我可以上耶和华的殿呢？”

以赛亚说：“耶和华要给你一个兆头，证明祂言出必行。你要
日影前进十度还是后退十度呢？”

希西迦说：“日影前进十度容易，让日影后退十度吧。”
以赛亚先知向耶和华祈求，耶和华就使亚哈斯日晷上的日影后

退了十度。



约西亚做犹大王

约西亚八岁登基，在耶路撒冷执政三十一年。他做耶和华视
为正的事，事事效法他祖先大卫，不偏不离。

王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所有长老，与祭司、先知、犹大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等全体民众，不论贵贱，一同上到耶和华的
殿。王把在殿中发现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
和华面前立约，要全心全意地跟随耶和华，遵从祂的一切诫
命、法度和律例，履行约书上的规定。民众都答应守约。



先知

综观以色列人的历史，神一直在向他们差派先知。先知可以听
到来自神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给以色列人。

先知都告诉人们停止敬拜偶像并显示公义和怜悯。先知们警告
人们如果他们不从罪里回头，过上顺服的生命，神的审判就要
来临，他将要惩罚他们。

大多数时候，人们不会听先知的话。他们经常虐待先知，甚至
会杀掉他们。尽管先知们被人们厌恶，他们仍然为神说话。



但以理

当尼布甲尼撒王在西元前605年初第一次围困耶路撒泠城
时，但以理大概只是个少年。和其他犹太人的王族一起，
他被俘虏并带到巴比伦去。在那里，他学了三年迦勒底的

和策士。



尼布甲尼撒的梦

王尼布甲尼撒做了梦，心里烦乱，无法入睡，便派人召来术

士、巫师、行法术的和占星家，为他解梦。王对他们说：“我作

了一个梦，心里烦乱，我要知道这是甚么梦。如果你们不把那梦

和梦的意思向我说明，就必被碎尸万段，你们的家必成为废墟。

如果你们能把那梦和梦的意思向我解释，就必从我这里得礼物、

奖赏和大尊荣，所以你们要把梦和梦的意思向我解释。”

占星家说：“王问的事太难，除了不在人间居住的神明外，

无人能为王解答。” 王大怒，下令处死巴比伦所有的智者。

但以理便进宫求王宽限，以便为王解梦。 然后，他回到居

所将这事告诉同伴哈拿尼雅、米沙利和亚撒利雅， 要同伴祈求

天上的上帝施怜悯，显明这奥秘，以免他们和其他巴比伦的智者

一起被杀。这奥秘在夜间的异象中向但以理显明。



但以理被扔在狮子坑中

后来当玛代人征服了巴比伦人时，但以理在大利乌王统治下，
身居高级官员的职位。但以理的两位总督同僚嫉妒他，要阴谋
陷害他。他们说服大利乌王发布命令，禁止祈祷和崇拜，违者
处以死刑。然而众所周知，但以理虔信上帝，使他不得不违背
那禁令。

大利乌王喜爱但以理，领悟到自己被人利用了，但却不能改变
或无视自己的法令。但以理被扔进饥饿的狮子坑里，看来那就
是他的死期了。但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却毛发无损地从坑里出
来。



以斯帖

以斯帖，是个名叫哈大沙的年轻犹太女孩。异教徒波斯王
薛西斯，也是为人所知的亚哈随鲁王，喜悦她，并立她为
王后。做了王后之后，腐败的大臣哈曼策划了一个冷酷无
情的宫廷阴谋，颁布命令要处死国内所有的犹太人。以斯
帖，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本族人的性命。



约拿

上帝让约拿警示尼尼微人，但约拿却不干，他上了一条船，
朝相反的方向去了。

然而，上帝使海面起了狂风，滔天巨浪几乎把船打成碎片。

约拿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在海里便行；因我肯定你们
遭遇这大风浪是因我的缘故。”水手们把约拿抬起来抛进
海里，狂风巨浪立刻平静了。

上帝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下。约拿在鱼腹里度过三天
三夜。于是，鱼就把约拿吐到陆地上。约拿回到陆地上，履
行上帝吩咐他去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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