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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與中國古人 

 

 

 

這部小宣傳冊為您揭示兩個重要史實： 

1. 中國古人相信聖經描述的上帝。 

2. 中文的造字蘊含了對聖經創世紀第

一至十一章的史實描繪。 

 

中國古代的上帝論 

 

中國歷史上最受尊崇的一個哲學家是孔

子（公元前 551-公元前 479）。 據孔

子所載， 中華先祖從遠古之始就相信

有至高無上的造物主存在。 他們把這

位造物主稱為‘上帝’， 或‘天’： 

 

﹝蕩蕩上帝， 下民之辟﹔疾威

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

《詩經》 

 

（譯文：上帝是多麼偉大啊，他

是地上人民的統治者﹔他威風凜

凜，而他的法令和旨意讓人無法

捉摸，上天造了芸芸眾生。） 

 

很明顯，在孔子的思想中， ‘上帝’

或‘天’是穹蒼的主宰， 不單是中國

人， 也是世上萬族萬民的創造者。其

實孔子活到大概五十歲的時候， 成了

一個非常虔誠的相信上帝的人，因為他

在《論語》中寫道： 

 

﹝吾。。五十而知天命﹞ 

《論語》 

（譯文：我。。到了五十歲，就

能明白上天的旨意。） 

 

另一位古哲學家墨子（公元前 408-公元

前 382）也相信‘上帝’或‘天’。 和

孔子一樣，墨子也把‘上天’描述為整

個宇宙和宇宙萬物的創造神，這位神造

了人類， 對人類充滿恩慈： 

 

[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

物以利之，若豪之末， 非天之

所為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

否矣。…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

厚有矣，曰以磨為日月星辰，以

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

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 以長

遂五谷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

列為山川，溪谷播賦百事。] 

    《墨子•天志中》 

 

（譯文： 上天厚愛天下眾百姓，

將萬物施恩給他們。即便是再渺

小的東西，都是上天所造的，而

百姓卻從中享受，這是不可否認

的。。。我之所以知道上天非常

愛護人民，是有原因的，因為上

天將太陽、月亮、星星造出，以

照耀全世界。又定春夏秋冬四季，

讓它們有條不紊，上天又降下霜

雪雨露，使五谷絲麻生長， 使

人民得以致富享福﹔上天也設立

了山川壑谷，使各種事業蓬勃發

展。） 

 

原來和當代的中國人不一樣，中國人的

祖先是創世有神論者，而不是進化論者， 

這是一個多麼奇妙的發現！墨子相信

‘上天’創造萬物，從微絲毫發， 到

日月星辰，都是造物主的杰作。當代中

國人卻將西方宣揚的無神論， 取代了

先祖的有神信仰， 實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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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原始宗教 

 

如上所述，‘上帝’或‘天’是中國古

代的原始神。 那麼古人是如何敬拜這

位神的呢？從下面對孔子著作的摘錄中

可以看到，史書對中國原始宗教信仰的

記載歷歷在目，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國歷

史的開端，貫穿了四千多年的歷史長河。 

 

（公元前 2255年） 

[舜帝。。肆類於上帝] 《尚書》 

（譯文：舜帝。。按祭禮一項項

地祭祀了上帝）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 ] 

《中庸》 

（譯文：舉行郊祀這個儀式，是

為了服事上帝。） 

 

也就是說，古人行祭禮敬拜‘上帝’或

‘天’﹔ 祭禮中有殺牲獻祭，帝王則

是祭禮的帶領者。 西漢史官司馬遷

（公元前 222 年—公元 8 年）也肯定了

孔子的引述， 並在《史記》中增加了

更詳細的敘述： 

 

[此泰山上，筑土為壇以祭天， 

報天之功。。]  

（譯文：在泰山上用土筑壇， 

來感謝上天。）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  

（譯文：自古受命為帝王的，何

嘗有不行祭天地之典禮的。）

《史記》 

 

祭祀之禮，又稱‘郊祀’，在中國東部

的山東泰山頂上舉行，在歷史上曾為年

度盛事。 孔子的家鄉就在離泰山不遠

的地方，所以孔子信奉‘上帝’（天）， 

也不足為奇。 就是在中國古史的傳說

時代，也有華夏先祖黃帝向上帝獻祭的

口傳。 

 

 
 

图片：泰山山顶上的祭坛 

 

到了公元十五世紀，‘郊祀’的地點遷

移至北京的天壇，祭天之典在天壇一直

持續到上世紀初，中國末代皇帝被廢黜

（1911年）才終結。 

 

所以其實在中國， 祭祀的宗教信仰已

經無中斷超過四千年的歷史。 

 

在北京天壇祭拜上帝的祭天典禮 

 

如今，北京的天壇建筑群已成為旅游勝

地。 天壇建筑群由三個主聖殿組成。 

最北的建筑是祈年殿， 祈年殿的北壁

上有一塊牌位， 上面寫著： 

 

[皇天上帝] 

 

這清楚表明‘上帝’（‘天’）就是郊

祀中祭拜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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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祈年殿中供奉上帝的牌位 

 

天壇的祭天典禮每年在冬至（１２月２

２日）舉行， 從崇拜儀式中使用的連

禱文和頌章中不難看出， 中國人對這

位上帝非常敬畏： 

 

﹝帝皇立命兮，肇三才﹔中分民

物兮，惟天徧該。﹞ 

《大明會典》 

（譯文：上帝一下命令，就出現

了天、地和人。在天地之間， 

他將人和萬物分別開來，而這一

切都是在上帝的命定當中的。） 

 

把這段文字和希伯來聖經比較，就可以

清楚地看到， 華夏先祖和希伯來民族

的先祖敬拜的是同一位創造之神： 

 

‘諸天借耶和華上帝的命而造，

萬象借他口中的氣而成’。 

（詩篇 33/6） 

‘日頭月亮，你們要贊美他。放

光的星宿，你們都要贊美他。。

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他將這些

立定。’。 

（詩篇 148/1-6） 

 

中華民族和希伯來民族的歷史文獻中都

記載了上帝創世的方法是以口發命令，

以其超然的權能立定所有， 聖經創世

記第一章所記載的就是這樣。 不但如

此， 中國古代的宗教禮儀和在聖經中

記載的希伯來宗教律例有驚人的相似之

處： 

 

 ‘於是。。耶和華上帝對摩西說，你

要向以色列人這樣說，你要為我筑土壇，

在上面以牛羊獻為燔祭。。’ 

（出埃及記 20/24） 

 

值得留意的是， 如上所述， 中國古代

帝皇在泰山頂上也是在土壇上殺牲獻燔

祭。 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古代敬拜的

上帝和希伯來聖經中講到的上帝是同一

位神。 

 

在郊祀儀式中的最后一段誦文也很值得

留意： 

 

[於昔洪荒之初兮，混濛﹔五行

未運兮，兩曜未明﹔其中挺立兮，

有無容聲﹔神皇出御兮，始判濁

清﹔立天立地人兮，群物生生。]  

《大明會典》 

（譯文：起初，在天地未創造以

前，到處是混沌一片，那時金、

木、水、土、火五大行星還未運

作，太陽和月亮也還沒發光。整

個世界靜得連一點聲音也沒有，

更看不出任何有形的東西。然而，

一旦神皇上帝出來統管，黑暗和

光明就分開了， 他還創造了天、

地、萬物和人類，使萬物世世代

代地延續下去。） 

 

比較聖經（創世紀第一章）的記載： 

 



4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虛

混沌。淵面黑暗。上帝的靈運行

在水面上。上帝說，要有光，就

有了光。。就把光暗分開了。。

於是上帝造了兩個大光，大的管

晝（太陽），小的管夜（月

亮）。。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

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

人。。上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

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

面。。’ 

 

綜上所述， 中國的原始宗教信仰與希

伯來民族的宗教信仰極為相似， 史料

的記載與聖經中的記載有異曲同工之妙。 

 

為什麼要獻祭？ 

 

從古代一直到公元 1911 年， 中國各朝

代的皇帝都宣昭‘受天命’， 即遵從

上帝的旨意。 舉行‘郊祀’就是受天

命的重要內容。 但為什麼在中國古代

和在希伯來文化中都有殺牲祭祀的禮儀

呢？ 聖經從頭到尾都教導說， 從人類

始祖亞當開始， 人人都因罪與聖潔的

上帝隔絕（羅馬書 3/23， 以賽亞書

59/2）。 而上帝是公義的， 必須宣判

對罪的懲罰。 對人來說， 罪的懲罰就

是死（創世記 2/17， 羅馬書 6/23）。 

這就是說， 人人都被上帝宣判有罪， 

在審判之日被判死亡，與上帝隔絕， 

永遠在火湖裡面。 這是多麼可怕！但

好消息是， 上帝愛我們， 正如上面提

到，就連中國哲學家墨子也告訴我們， 

上帝的愛長闊高深。  他預備代替我們

接受死亡的懲罰， 這樣， 他既保全公

義（懲罰罪）， 又成全饒恕（無罪釋

放）， 廣行赦免。 （約翰福音 3/16， 

羅馬書 3/21-26）。 

古希伯來民族和中國先祖向上帝獻祭牲， 

正是象征了人的罪需要被替代， 這也

是一個預表，表示 將來上帝的獨生子， 

主耶穌基督要替人的罪而死， 在十字

架上代替世上所有人的罪接受懲罰。 

這樣， 任何人隻要接受耶穌為救主， 

就與天父上帝和好， 憑著耶穌代替死

亡的救贖， 人就可以白白地得到永生

的恩賜。 可是， 如果人不願接受耶穌

代替死亡的救贖， 就仍在被判死亡之

列， 在審判之日被判為有罪。 在新約

聖經中， 耶穌被稱為‘上帝的羔羊， 

除去人類罪孽的’（約翰福音 1/29）， 

這是一個很貼切的描述， 表明耶穌要

為人的罪犧牲自己， 一次性地， 終結

式地完成中國古人獻給上帝的‘郊祀’。 

不管是希伯來人， 還是中國人， 都不

需要再為自己的罪殺生獻祭，因為上帝

已經預備了他的獨生子完成‘永遠贖罪

的事’（希伯來書 9/11-12）。 如今我

們隻需要從罪中悔改，信靠主耶穌作我

們的救主。 這樣我們就能與我們的天

父上帝和好， 成為上帝的兒女。 

 

隱藏在中國古漢字中的創世紀故事 

 

既然中國原始宗教信仰與古希伯來民族

的宗教信仰非常相似，那就不難解釋， 

為什麼研究發現， 中國的象形文字傳

達了聖經創世紀中記載的萬物被造和地

球起初的細節﹔ 萬變同出一源，中華

先祖在造字時， 肯定了解、也相信同

一創世的描述。 現存最古老的中國文

字造型是刻寫在青銅器皿、龜殼或牛、

羊肩胛骨上而保留下來的文字。這些在

龜殼、動物胛骨上發現的文字通常被稱

為‘甲骨文’。這裡我們把漢字的現代

造型 （即今天在香港、台灣通用的繁

體字）和其對應的甲骨文造型作番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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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船’這個漢字的結構分三個

部分（部件），‘船’是‘八個人’在

一個‘舟’（方舟）裡面， 這樣定義

‘船’的意思真是太神奇了！ 

 

因為聖經裡提到人類造的第一隻大船

（諾亞方舟）， 就是一個承載八個人

的船隻：諾亞、 他的妻子、三個兒子

和兒媳婦，一家八口（創世記 7/13）。 

  

 
  舟 ＋ 八 ＋ 口  ＝ 船 

 

另外，根據創世記的記載，世上所有的

民族—包括中國人—都是諾亞三個兒子

的后代（創世記 9/19）。既然中華先祖

是諾亞的后代，而且在起初信奉聖經所

講的那位造天地的真神，那麼他們自然

會想方設法讓地球起源的真實記錄傳與

后人。 如果他們想讓后代了解創世記

開頭幾章有關地球起源的內容， 還有

什麼能比用象形的文字來描述更生動呢？ 

真所謂‘圖文並茂’，栩栩如生！ 

 

所以，每個象形文字的背后，都是一個

故事！ 比如，‘義’這個字的繁體造

型很清晰地表明，中國古人是了解用殺

生去贖罪這樣一個宗教理念的： 

 

 

 
 

  手   +   戈    =  我  +   羊 

  =（義） 

 

解字：在我的‘手’裡拿著‘戈’， 

用來宰殺‘羊’去贖人的罪，當 ‘羊’

遮蓋了‘我’之罪，上帝就能宣告我無

罪， 在他眼裡我可被算為有‘義’。 

‘義’形象地表明為什麼中國古人和希

伯來民族要殺生獻祭於上帝。 

 

但人的罪是從哪裡來的呢？聖經告訴我

們說， 上帝造了第一個人亞當，將他

安置在伊甸園裡， 讓他管理看守園子。 

上帝告誡亞當，不能吃分別善惡樹上的

果子， 吃了話就必須死（創世記 2/9，

16-17）。  

 

 
木（樹）+  口    =  束 

 

‘束’字的造型記錄了上帝對亞當的訓

誡。亞當必須約‘束’自己，‘束’的

原意就是不摘取‘樹’（‘木’）上的

禁果入‘口’。 

 

當然， 我們也熟悉故事的結局：魔鬼

化成蛇形， 潛入伊甸園， 想引誘亞當

夏娃偷吃禁果， 利用上帝的公正將人

類置於死地。 他首先騙得夏娃偷吃禁

果。 中文‘貪婪’的‘婪’字造型是

這樣的： 

 

 
木（樹）+ 木（樹）+ 女 =  婪 

 

很清楚， ‘女人’就是夏娃， 她站在

伊甸園中的兩棵樹下，一棵是被禁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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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善惡的智慧‘樹’（木），一棵是生

命‘樹’（木）， 夏娃貪‘婪’地摘

取了禁樹上的果子。（創世記 3/1-6） 

然后，夏娃把禁果給自己的丈夫—亞當， 

他也吃了。 結果， 罪和死， 就借著

人類始祖對上帝的叛逆而進入了世界。  

創世記列舉了亞當和夏娃悖逆上帝所帶

來的種種可怕后果， 人類生活的各個

層面都受沖擊（創世記 3/14-24）。 中

國字‘困難’的‘困’字， 很真實地 

反映， 人類所有‘困’苦愁煩的根源，

可追溯到伊甸‘園’裡的那棵被禁的

‘樹’（木）。 

 

 
 

木（樹）+    （園） =  困 

 

 

然而，如上所述，上帝並沒有棄絕亞當

和夏娃，讓他們和他們的后代（就是世

上所有的人，包括你我）斷絕希望。 

正如創世記第三章 15 節所記，他應許

他要為人類預備一位救世主， 最終擊

敗魔鬼。 接下來，聖經記載了上帝啟

示說，這位救世主就是他的獨生子， 

要從天上降臨，卑為人身， 誕生於人

世。 他要代替我們的罪受死。 一棵

‘樹’給人帶來罪、死亡和痛苦， 上

帝就選擇讓他的獨生子被釘死在另一棵

‘樹’（十字架）上替罪。 中文的

‘上天’中的‘天’字，很清晰地顯示， 

上帝（‘天’）自己要從上頭來降於世， 

成為一個‘尊貴、大能的人’。 

 
上   +   大  =   天 

（從上而來）（尊貴大能的人） 

 

上帝的獨生子， 當然就是主耶穌基督。

他就是那位從天降世、成為‘尊貴’

‘大能’之人的真神。 中國古人敬仰

的‘上帝’—‘天’， 不是其他，正

是耶穌基督。 這部小冊子要告訴你的， 

就是這樣一個神奇的結論。 

 

 

 

選摘自《骨頭裡的故事》 

鮑伯瑞  李美基  著 

免費下載 

(書及本冊英文版)： 

www.tccsa.tc/broadbe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