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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创造万物！上帝造了 
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之后，  
        他们两人便居住 
         在伊甸园里。 



亚当和夏娃听从上帝所 
吩咐他们一切的，并且 
喜爱和上帝交往，直到 
           有一天 ... 



“上帝真的说 
过不许你们吃 
园中任何的果 

            子吗？”那狡 

 猾的蛇问夏娃。 



“我们可以 
吃园中的各 

种果子，但正中 
那棵树的果子，上帝却曾经

吩咐我们说：,你们不可 
以吃，也不可以 
摸它，不然你们 

         就要死。'” 



      蛇就对 夏娃
      说：“这是骗你 
    们的，你们是一 
定不会死的。” “你们吃了这 
 树的果子以后，就像上 
    帝一样懂得 分别
    善恶。” 夏娃听了

   蛇所 说的，她就摘 
    下果子 
 
     来吃。 



夏娃吃了之后，她还把果
子递给亚当，他也吃了。
亚当应该对夏娃说∶ 
“我不可以 
不顺从上帝 
的话。” 



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之后， 
才发觉自己原来是赤裸的，于是， 
他们便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作裙子。 



那天傍晚，天气转凉了， 
夫妇两人听见上帝在园中 

行走的声音，就藏在树 
丛之中，想避开他， 
但是上帝知道他们所 

     做的事情。 



 亚当归咎於夏娃，夏娃却归咎 於那
  狡猾的蛇。上帝对蛇说∶“你
  既然做 了这事，所以你必受到
   咒诅。” 上帝也重重加深夏

     娃怀孕的苦楚，分娩的时
    侯也必受痛楚。 



上帝又对亚当说：“你吃了禁果， 

因此，地就必因你而受咒诅， 
               长出荆棘和蒺藜。 
                 你要汗流满面， 

才可以维持生活。” 



因为亚当和夏娃违背 
上帝的命令，上帝把他 
们赶出伊甸园， 
他们因此与 
赐生命的 
神分离了。 



上帝赶走了亚当和 
夏娃以后，就用 
发出火焰的 
剑守护着 
伊甸园。 



上帝又为他们夫 
妇做皮衣， 
给他们 
穿上。 



过了一段时侯，夏娃便怀孕，生了长
子该隐。过后，夏娃又生了该隐的弟 
           弟亚伯。兄弟长大成人 
            后，亚伯当了一 
               个牧羊人， 
                 该隐是 
               个农夫。 



到了收成的时侯，该隐就把耕种所得
的果实献给上帝作礼物，亚伯也带来 
           了头生的羊和羊的脂肪 
              献给上帝。 
               上帝喜欢 
                 亚伯和 
              他的献祭。 



上帝却不接受该隐和他的献祭。 
于是，该隐便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上帝对该隐说： 
“如果你做的是对的， 

我为何不接受你的献 
祭呢？” 



该隐的愤怒没有平息下来。过了一 
段时候，当他们两兄弟在田 
间里，该隐就攻击亚伯， 
       把他杀死了！ 



后来，上帝便问该隐说： 
“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  
他说：“我怎么知道他 

在哪里？我又不是我 
弟弟的监护人！” 



上帝说∶“你杀害了弟弟， 

你在这地上必受咒诅。 
你耕种田地，地却不再为 
你出产，你必四处漂泊， 
在地上流浪。” 



于是该隐离开了上帝。他后来娶了一
个妻子，夫妻两人养育儿女， 
家庭渐渐增大。不久， 
该隐的子子 
 
 
 
                孙孙都 
               遍满全地。 



在同一个期间，亚当和夏娃的 
后代也快速的增加。在当时， 
人类的寿命比现在还要长。 



后来，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叫塞特。她说：“上帝赐 
我另一个儿子来代替亚伯。” 



塞特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他共 
活了九百一十二年才去世， 
留下许多儿女。 



地上的人口不断的增加， 
并且人的罪孽一代比一 
代更深重，随心所欲， 
彻底的败坏。 



 终于，上帝决定除灭人类以 
及一切走兽和飞鸟。上帝 
后悔造了人。惟有一个 
人是上帝所喜 
    悦的。 



这个人就是挪亚。挪亚是塞特 
的后裔，是一个正直、 

         完全无可指 
          责的人。 



因为他与上帝同行，挪亚也教 
导他的三个儿子如何的服 

从上帝。不久，上帝将 
        要很特别的使 
            用挪亚。 



人类悲伤的开始 
 

这故事是取自于圣经，那就是上帝的话语 
 

创世记第三至第六章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章，第一百三十节 



终止 



神知道我们每人都做错事， 
神称这为罪。世人都犯了罪， 

罪的工价乃是死。 
 

  然而神却非常爱你， 
他甚至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赐给了你，

使他担当你的罪，替你死。 
所以你只有相信那位担当你的罪, 替你死而埋葬, 

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才能得救。 



如果你要悔改，得到神的赦免， 
你可以作这样的祷告： 

“神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相信耶稣替我死
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耶稣为我流血、受死、 

埋葬和复活。我现在愿意接受他作我的救主。 
我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赐给我救恩和永生。 

阿们。”你只有藉着对神话语和救恩 
的信心才能得救。  

 
在你得救以後，为了使你灵性长进， 

你每天应当  
（1）祷告 --- 你对神说话。 

   （2）读 圣经 --- 神向你说话。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Slide Number 1
	Slide Number 2
	Slide Number 3
	Slide Number 4
	Slide Number 5
	Slide Number 6
	Slide Number 7
	Slide Number 8
	Slide Number 9
	Slide Number 10
	Slide Number 11
	Slide Number 12
	Slide Number 13
	Slide Number 14
	Slide Number 15
	Slide Number 16
	Slide Number 17
	Slide Number 18
	Slide Number 19
	Slide Number 20
	Slide Number 21
	Slide Number 22
	Slide Number 23
	Slide Number 24
	Slide Number 25
	Slide Number 26
	Slide Number 27
	Slide Number 28
	Slide Number 29
	Slide Number 30
	Slide Number 31
	Slide Number 32
	Slide Number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