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天

在起初，沒有人類。沒有動物也沒有花卉。唯有上帝。 上
帝命令：「要有光。」光就出現。

上帝把光和暗分開，稱光為「晝」，稱暗為「夜」。這是第
一天。



第二天

第二天，上帝創造了穹蒼，把水上下分開。他稱穹蒼為「天
空」。



第三天

第三天，上帝又命令：「天空下面的水要匯集在一處，好使
大地出現。」一切就照他的命令完成。上帝稱大地為「陸」，
匯集在一起的水為「海」。

接，上帝發出命令：「陸地要生長各種各類的植物，有產五
榖的，也有結果子的。」一切就照他的命令完成。



第四天

第四天， 上帝造了兩個大光體，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
造了星星。 上帝把這些光體安放在天上穹蒼中，照耀地上，
管晝夜，分光暗。 上帝看這是好的。



第五天

第五天， 上帝創造了巨大的海獸、水裏的各種動物，和天
空的各種飛鳥。上帝看這些動物是好的。

上帝賜福給這些動物，叫魚類在海洋繁殖，叫飛鳥在地上增
多。



第六日

第六天，上帝創造了地上所有的動物：牲畜、野獸、爬蟲。
一切就照他的命令完成。

然後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
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以及全
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

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成人形，把生氣吹進他的鼻孔裡，那人
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名叫亞當。



創造女人

上帝在東方的伊甸，栽了一個園子，把他所造的人放在那裡。
然後上帝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個和他相配的幫
手。

上帝使那人沉睡。他熟睡的時候，上帝用從那人身上所取的
肋骨，造了一個女人，帶她到那人面前。 她的名字叫夏娃。



第七日

Allora Dio, nel settimo giorno portò a termine il lavoro che aveva 
fatto e cessò nel settimo giorno da ogni suo lavoro. 



始祖被引誘而違主命

上帝吩咐亞當和夏娃說：「你可以隨意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
只是不可吃那棵分別善惡樹的果子。」

夏娃見那棵樹上的果子可口，就摘下來吃了。她也把果子給跟
亞當，他也吃了。 因此，上帝就把亞當和夏娃趕出伊甸園。



該隱和亞伯

夏娃便懷孕，生了該隱。後來，夏娃又生了該隱的弟弟亞伯。
長大後，亞伯做了牧羊人，該隱做了農夫。

到了收成的時候，該隱把地裡的出產當祭物獻給耶和華，亞
伯也把羊群中頭生的羊及其最肥美的部分獻給上帝。上帝悅
納亞伯和他的祭物， 被稱為義人。



以諾

以諾，僅在亞當七代以後出生，是聖經記載世上最長壽的人瑪
土撒拉的父親。

你可以在創世記5章24節讀到有關以諾的最耐人尋味之事：
「以諾與神同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以諾那麼討
上帝的喜悅，以致有一天他與上帝同行時，就直接走到天堂裡
去了。



諾亞和方舟

有一天，神對挪亞說："我要使洪水臨到地上，消滅天下的生
物。你要用歌斐木做一艘方舟。你同你的妻，與兒子、兒婦，
都要進入方舟躲避洪水。"

挪亞就照著上帝吩咐他的一切作了。然後，挪亞帶著他的兒子，
以及他的妻子和三個兒媳，一同進了方舟。上帝跟著就把方舟
關起來。

洪水就臨到地上四十天；水不斷上漲，把方舟升起，於是方舟
就從地上浮起來。水勢甚大，在地上大大上漲，方舟就在水面
上漂來漂去。 水勢在地面上越來越大，天下所有的高山都被
淹沒了。只留下挪亞和那些與挪亞一同在方舟裡的。



巴別塔

那時，天下人都用同一種語言，講同一種話。 他們彼此商量說：
「來呀，我們燒些磚吧。」他們用磚作石塊，用柏油作水泥來
造塔，說：「來吧，讓我們造一座城和一座高聳入雲的塔，這
樣我們可以揚名天下，不致分散在地上。」

上帝從天上下來，要察看人建造的城和塔。上帝說：「看啊，
他們同屬一個民族，都用同一種語言，現在就做這樣的事，如
果繼續下去，他們會為所欲為。讓我們下去變亂他們的語言，
使他們彼此言語不通。」於是，上帝把他們從那裡分散到世界
各地，他們便不再建造那城了。因此，人稱那城為巴別，因為
上帝在那裡變亂了人類的語言，把他們分散到世界各地。



上帝與亞伯拉罕談話

上帝對亞伯拉罕說：「你要離開家鄉、親族和父親的家，到
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
亞伯拉罕就照上帝的吩咐離開。

到了迦南以後， 上帝向亞伯拉罕顯現，對他說：「你抬頭
看看天空，數數繁星，你能數得盡嗎？你的後裔必這麼多。」



亞伯拉罕接待天使

那時天氣很熱，亞伯拉罕坐在帳篷口，抬頭看見三個人站在對面，就
跑去迎接他們，俯伏在地，說：「我主，你們若肯賞光，請不要匆匆
路過僕人這裡。 我拿點餅來，你們補充一下體力再上路吧。你們既
然路過這裡，我理應招待你們。」

亞伯拉罕把奶、乳酪和準備好的牛肉擺在客人面前，站在樹蔭下招待
他們。

那三位客人問亞伯拉罕：「你妻子撒拉在哪裡？」亞伯拉罕回答說：
「在帳篷裡。」 其中一人說：「明年這時候，我會再來你這裡，撒
拉必生一個兒子。」這話被站在那人後面帳篷口的撒拉聽見了。

亞伯拉罕和撒拉已經年紀老邁。 撒拉暗自發笑，心想：「我已經這
麼老了，還會有這種福氣嗎？況且我的丈夫也很老了。」上帝問亞伯
拉罕：「撒拉為什麼偷笑？什麼事難得住上帝呢？」



上帝試驗亞伯拉罕

上帝謹守了祂的諾言。撒拉，亞伯拉罕的妻子，爲他生下了猶太人的
始祖以撒。

這些事以後，上帝試驗亞伯拉罕，對他說：「亞伯拉罕啊！帶著你的
兒子，就是你所愛的獨生子以撒，到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
一座山上，把他獻為燔祭。」

他們到了 神指示他的地方，亞伯拉罕就在那裡築了一座祭壇。 然
後上帝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亞伯拉罕，說：「亞伯拉罕！不可在這孩子
身上下手，一點也不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 神的了，因為你
沒有留下你的兒子、你的獨生子不給我。」



約瑟

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位兒子。在十二個兒子當中，雅各最疼
愛約瑟。他給約瑟做了一件彩衣。 約瑟的哥哥們見父親愛約瑟過
於愛他們，就恨約瑟，不與他說和睦的話。

約瑟的兄弟伺機將他賣作奴隸，隨一群外國商人到埃及去了。約瑟
在法老的護衛長波提乏的家中當了管家，多年來忠心耿耿，卻落得
了不公的下場，被關在國王的地牢裡。



約瑟做埃及宰相

又過了兩年，法老在同一個晚上做了兩個夢。法老王一醒來，
就召了他的術士和博士為他解夢，但無人能解。法老隨即差人去召
約瑟。當法老王講述他的夢時，神向約瑟啟示，祂在讓法老王得以
窺見該國的未來。將有七個豐年，接著是七個荒年。祂向法老王傳
達的訊息是，他應該在富足的歲月裡囤積糧食，為饑荒做好準備。

法老王對約瑟的建議非常滿意，決定讓他來監管這七個豐年的
征糧和儲備事務。並把他提拔為宰相，治理整個埃及，地位僅次於
法老王。

幾年後，饑荒蔓延到約瑟的家鄉迦南，雅各派約瑟的兄長們到
埃及去購糧。約瑟對他弟兄們說：「我是你們的兄弟約瑟，就是你
們所賣到埃及的。」他弟兄不能回答，因為在他面前都驚惶。 約
瑟又對他弟兄們說：「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裡自憂自恨，這
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全生命。」

約瑟的父親和他的弟兄起身下到埃及。 約瑟用糧食奉養他父親
和他弟兄，並他父親全家的眷屬。



摩西

埃及的法老（國王）命令以色列人做苦工，要他們和泥造磚，
在田野做苦工。最後，埃及王對全國人民頒發一道命令：
「希伯來人新生的男嬰都必須扔到尼羅河去！」

約基別，一個以色列人的女子，就拿來一個蒲草籃子，外面
塗上防水的瀝青和柏油，然後把她的嬰兒放在裡面，又把籃
子放在尼羅河邊的蘆葦叢中。 由於她的信心和足智多謀，摩
西被法老王的女兒發現和收養，並在法老王的皇室裡長大及
接受教育，後來得以帶領他本族的人民脫離奴役的枷鎖，前
往「應許之地」。



以色列人過紅海

有人告訴埃及王說：“以色列人逃走了。” 法老就預備他
的馬車，埃及人追趕他們，法老所有的馬匹、戰車和他的馬兵
與軍隊，就在海邊。

法老走近的時候，以色列人舉目觀看，看見埃及人正追趕
過來，就非常懼怕。摩西對人民說：“不要懼怕，要站著，觀
看耶和華今天為你們施行的拯救。”

摩西向海伸手，耶和華就用極強的東風，一夜之間使海水
退去；他使海變成乾地，海水也分開了。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
乾地，水在他們的左右作了牆垣。

摩西就向海伸手，到了天亮的時候，海水流回原處；埃及
人逆流逃跑的時候，耶和華就把他們投在海中。



天使與巴蘭的驢子

巴勒，作摩押王，就派使者到巴蘭那裡去，說：“你看，有一
個民族從埃及出來，遮滿了全地，如今住在我的對面。現在請你
來，替我咒詛這民，因為他們比我強盛，所以我能夠擊敗他們，
把他們從這地趕出去。”

神對巴蘭說：“你不可與他們同去，也不可咒詛那民，因為他
們是蒙福的。” 但巴蘭早晨起來，與摩押的領袖一同去了。

神因為巴蘭去就發怒；上帝的使者站在路上敵擋他。驢看見了
耶和華的使者，就臥在巴蘭身下；巴蘭大怒，就用自己的杖打驢。
耶和華開了驢的口，驢就對巴蘭說：“我向你作了甚麼，你竟打
我這三次呢？”

那時，耶和華開了巴蘭的眼睛，他就看見耶和華的使者站在路
上，手裡拿著拔出來的刀，巴蘭就低頭俯伏在地。



立約書亞作繼承人

約書亞因為摩西曾經按手在他身上，就充滿了智慧的靈；以
色列人就聽從他。

摩西死了以後，上帝吩咐約書亞，說： “我的僕人摩西死了；
現在你要起來，和全體人民過這約旦河，到我現在要賜給他
們以色列人的地去。 你要堅強勇敢，因為你必使這人民得著
我曾經向他們列祖起誓，要賜給他們的那地作產業。 你不要
懼怕，也不要驚慌；因為你無論到哪裡去，上帝必與你同
在。”



路得

路得，離開自己的家鄉摩押和她所熟悉的一切，選擇跟從
上帝，而上帝大大地祝福了她。她後來在伯利恒定居下來，
成為大衛王和耶穌的祖先。



哈拿

哈拿，原本是個無子女的婦人，她向上帝承諾，如果上帝賜
給她一個兒子，她會把他獻給上帝，去服事上帝。上帝回答
了她的禱告。她後來生了一個兒子，給孩子取名叫撒母耳，
因為她說：「他是我向耶和華求來的。」

那時孩子還很小時候，哈拿把孩子帶到示羅耶和華的殿那裡。
她就帶孩子到以利祭司那裡，說：「我主啊，我敢在你面前
起誓，我就是那一次站在你這裡向耶和華祈求的婦人。我求
耶和華賜給我一個孩子，祂應允了我的祈求。現在，我將他
獻給耶和華，讓他終身事奉耶和華。」



“請吩咐，僕人恭聽”

小撒母耳跟著以利事奉耶和華。一天晚上，上帝呼喚撒母
耳。撒母耳答道：「請吩咐，僕人恭聽。」

撒母耳逐漸長大成人、事奉上主，成了以色列有史以來最
偉大的先知和士師（法官）之一！



大衛迎戰歌利亞

大衛無疑是迎擊巨人歌利亞最不可能的人選。他既沒有任何使
用武器方面的訓練，也沒有什麼作戰技能，更別談有任何對戰
巨人的經驗了。除此之外，他只不過是一個骨瘦如柴的青少年。

歌利亞見大衛是個面色紅潤、相貌英俊的少年，就藐視他。
但是大衛對歌利亞說：「你是靠刀槍劍戟來攻擊我，我是靠萬
軍之耶和華的名，就是你所蔑視的以色列軍隊的上帝來迎戰你。
今天，耶和華必把你交在我手中。」

歌利亞迎面走來的時候，大衛就飛快地跑上去應戰，他從袋裡
拿出一塊石子用投石器猛力拋去，石子擊中歌利亞的額頭，嵌
了進去，他迎面栽倒在地。



以利沙的秘密軍隊

亞蘭王（現今的敘利亞）當時正在和古以色列交戰，他打發
大軍往多坍去擒拿先知以利沙。他們在夜晚來到多坍，所以
當以利沙的僕人在第二天清早醒來出去時，發現車馬軍兵圍
困了該城。

「不要懼怕，」先知這麼回答：「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
同在的更多。」然後以利沙禱告說：「主啊，求您開他的眼
目，使他能看見。」

然後上主開了僕人的眼睛，他就看見有滿山的火車火馬圍繞
著以利沙。



以利沙醫治乃縵

乃縵是亞蘭王的元帥。他是英勇的戰士，只是患了痲瘋病。有
一天， 一個以色列少女，乃縵妻子的婢女，她對主母說：
「要是我主人去見撒瑪利亞的那位先知就好了！他一定能治好
我主人的痲瘋病。」

於是乃縵帶著他的車馬來到，停在先知以利沙的門前。以利沙
差派一個使者去見他說：“你去在約旦河中沐浴七次，你的身
體就會復原，得著潔淨。” 於是他下去，在約旦河裡浸了七
趟，正如神人所吩咐的。他的肌肉就復原，好像小孩子的肌肉，
他就得了潔淨。



以利沙幫助寡婦還債

一位先知門徒的妻子哀求以利沙說：“你僕人我的丈夫死了。
現在債主來要抓我的兩個孩子作他的奴僕。”

以利沙對他說：“我可以為你作甚麼呢？告訴我，你家裡有
甚麼呢？” 她說：“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以外，甚麼也沒有。”

以利沙說：“你到外面去向你所有的鄰居借空器皿。然後回
去，把你和你兒子關在家裡，你要把油倒在所有器皿裡面，裝滿
了的就放在一邊。”

於是婦人離開了他，把自己和兒子關在門內；她的兒子不住
地把器皿拿到她面前，她就把油倒進去。 器皿都倒滿了的時候，
她對兒子說：“再拿一個器皿給我。”他對她說：“再沒有器皿
了。”油就止住了。

她去告訴神人，神人說：“你去把油賣掉，還清你的債務，
你和你的兒子可以靠著剩下的過活。”



以利沙把斧頭浮上來

眾先知門徒對以利沙說：“請看，我們在你面前居住的那
一個地方，對我們來說實在是太窄小了。請你讓我們到約旦河，
每人從那裡取一根木頭，我們要在那裡為自己建造一個地方居
住。”

以利沙說：“你們去吧！”
他們到了約旦河，就砍伐樹木。 有一個門徒砍伐木頭的時

候，斧頭掉到水裡去了。他就喊著說：“慘啦！我主啊，這斧
頭是借回來的。”

以利沙說：“掉在哪裡呢？”於是他把那地點指給他看。
他砍了一根木頭，丟在那裡，那斧頭就浮上來了。以利沙說：
“你自己拿上來吧。”他就伸手把它拿住了。



希西家病危與康復

在那些日子，希西家病得要死了。以賽亞先知來見他，對他
說：“耶和華這樣說：‘你將要死，不能再活了。’” 希西家卻
轉臉向牆，禱告

以賽亞還沒有出到中院，耶和華的話就臨到他說：“你回去
對我子民的君主希西家說：‘神這樣說：我聽見了你的禱告。看
哪，我必醫治你，第三日你要上耶和華的殿。’”

希西家對以賽亞說：“有甚麼徵兆告訴我耶和華必醫治我？”
以賽亞說：“這就是耶和華給你的徵兆，顯明耶和華必成全

他應許的這事：你要日影向前進十級或是倒退十級呢？”
希西家說：“日影延伸十級容易；不，我要日影倒後十級。”

以賽亞先知呼求耶和華，他就使日晷上的日影，就是在亞哈斯的
日晷上已經下移的日影倒退了十級。



約西亞做猶大王

約西亞八歲登基。他做耶和華視為正的事，事事效法他祖先
大衛，不偏不離。

約西亞召集猶大和耶路撒冷的所有長老，與祭司、先知、猶
大人、耶路撒冷的居民等全體民眾，不論貴賤，一同上到耶
和華的殿。王把在殿中發現的約書唸給他們聽。王站在柱旁，
在耶和華面前立約，要全心全意地跟隨耶和華，遵從祂的一
切誡命、法度和律例，履行約書上的規定。民眾都答應守約。



但以理

當巴比倫人征服猶大國時，年輕的但以理被囚為俘虜。但
他最終晉升高位，在巴比倫宮廷裡具有影響力。



神把夢的意義指示但以理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作了夢，因此心裡煩亂，不
能入睡。於是王吩咐人把術士、用法術的、行邪術的和迦勒
底人都召來，要他們把王的夢告訴王。

王對他們說：“我已經定旨：如果你們不把那夢和夢的
意思向我說明，就必被碎屍萬段，你們的家必成為廢墟。”

迦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說：“王所問的事很難答，除了
那不和世人同住的神明以外，沒有人能在王面前把這事說出
來。” 因此，王大發烈怒，下令殺絕巴比倫所有的智慧人。

但以理回到自己的家裡，把這事告訴他的同伴哈拿尼雅、
米沙利和亞撒利雅，要他們為這隱祕的事祈求天上的 神憐
憫，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與巴比倫其餘的智慧人一同滅亡。
於是這隱祕的事在夜間的異象中給但以理顯明了。



但以理和獅子坑

後來當瑪代人征服了巴比倫人時，但以理在大利烏王統治下，
身居高級官員的職位。但以理的兩位總督同僚嫉妒他，要陰
謀陷害他。他們說服大利烏王發布命令，禁止祈禱和崇拜，
違者處以死刑。然而眾所周知，但以理虔信上帝，使他不得
不違背那禁令。

大利烏王喜愛但以理，領悟到自己被人利用了，但卻不能改
變或無視自己的法令。但以理被扔進飢餓的獅子坑裡，看來
那就是他的死期了。但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卻毛髮無損地從
坑裡出來。



以斯帖

以斯帖，是個名叫哈大沙的年輕猶太女孩。異教徒波斯王
薛西斯，也是為人所知的亞哈隨魯王，喜悅她，並立她為
王后。做了王后之後，腐敗的大臣哈曼策劃了一個冷酷無
情的宮廷陰謀，頒佈命令要處死國內所有的猶太人。以斯
帖，冒著生命危險救了本族人的性命。



約拿和大魚

約拿是古時以色列的先知。上主告訴他去尼尼微城警告那裡
的人，因為他們罪大惡極，他們的城市將會在被毀。

初時，約拿不想服從這個預言，並企圖逃離上主。 但是上主
在海上忽然颳起大風，於是海中狂風大作，船幾乎要破裂了。
水手都很懼怕。約拿對他們說：「我知道這場風暴是因我而
起的，你們把我抬起來拋進海裡，風浪自然會平靜。」 於是
水手把約拿抬起來拋進海裡，狂風巨浪立刻平靜了。

上帝安排了一條大魚，把約拿吞下，他在魚腹裡度過三天三
夜。三天後，上帝命令那條魚，魚就把約拿吐到陸地上。於
是，約拿最後還是決定順服上主的命令去尼尼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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