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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10月5日 安息日下午

創造與墮落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創世記 1：26，27；約翰一書 4：7， 8，16；創世記 3：16‒19；創世記 11：
1‒9；加拉太書 3：29；申命記 7：6‒11。
存心節

「於是（上帝）領他（亞伯拉罕）走到外邊，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
能數得過來嗎？』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
華就以此為他的義。」（創世記 15：5－6）

上帝子民的故事起源於人類的被造以及始祖可悲的墮落。若要明白在教
會裡合一的本質，就必須從上帝在創造之初的原始計畫入手，瞭解將人
類從墮落的境況中復原的必要性。

《聖經》在開篇幾章就告訴我們，上帝最初的計畫是要人類生活在一
個大家庭中。不幸的是，在罪惡入侵後，這種合一的狀態便分崩離析
了。不和與分歧在罪惡中扎根滋生，緊隨其後的便是不順從的可怕後
果。這一點我們很容易從始祖的表現上看出端倪。在亞當夏娃偷吃了禁
果之後，上帝來尋找他們，當下二人之間便起了爭執（參見創世記3：
11）。因此，除了要達成救贖計畫之外，恢復創造之初的合一狀態也是
非常重要的目標。

上帝子民的先祖亞伯拉罕在救贖計畫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聖經》將
亞伯拉罕描述為「因信稱義」的典範（參見羅馬書4：1－5），正是這
般信心，不僅使上帝的子民彼此相連，更讓他們與主同心同行。上帝藉
著人的事奉來重建合一，並將祂的旨意帶給失喪的人。
■研究本週學課，為10月6日安息日作準備。

星期日

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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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合一的基石】

創世記1－2章中創造的故事清晰地
傳達了一個信息：在創世的那個週
末，天地間呈現出一派祥和的景
象。上帝對此的評價是，一切所造
的都「甚好」（創世記1：31），
這說明這個上帝剛剛建成、人類即
將入住的世界不僅美得攝人心魂，
更重要的是，就連一絲邪惡、不和
的因素都不存在。上帝創造的最初
目的包括要讓各樣的活物處於一種
和諧一致、相互依存的美好關係
中。這是一個特別為人類家庭而創
造出的完美世界。在創造主的眼
中，一切都是這樣美好且值得。上
帝最初所期望的理想世界是一個和
諧、合一與相愛的合體。

閱讀創世記 1：26－27。這些經文告
訴我們，人類與創世記1－2章中所描
述的其他受造之物相比，有何獨特之
處？

創世記中寫道，上帝按著祂的形像
創造人類，這可是在整個創造大工
中獨一無二的。「上帝說：『我們
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
式造人……』，上帝就照著自己的
形像造人，乃是照著祂的形像造男

造女。」（創世記1：26－27）雖
然神學家們已經花了幾百年來辯論
上帝形像的確切含義以及上帝的本
質，不過《聖經》中的許多經文已
經向我們顯明，上帝的本質就是
愛。
閱讀約翰一書 4：7， 8，16。這些經
文如何幫助我們瞭解人類在受造之初
的光景，並且人類被造對於創造之初
所呈現出的合一景象有何影響？

上帝就是愛，而且因為人也能夠愛
（這是地球上其他被造物做不到
的），所以按著上帝的形像被造一
定涵蓋了愛的能力。不過，愛只能
在與他人的關係中存在。因此，無
論上帝的形像還能賦予我們什麼，
愛且愛得深沉的能力是必不可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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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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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落的後果】

人類的墮落帶來嚴重的後果。亞當
夏娃的不順服打碎了一切受造物之
間原本和諧的相互依賴關係。更糟
糕的是，今天在人類關係中存在的
不和、紛爭與分裂，正是從那時開
了頭。你看墮落之後亞當、夏娃急
於推卸責任而互相指責的樣子，就
知當下嫌隙就此產生（創世記3：
12－13）。從那時起，世事便每況
愈下了。
閱讀創世記 3：16－19 和 4：1－
15。從這些經文中我們可以看出罪的
後果有哪些？這對上帝所創造的和諧
世界有著怎樣的影響？

亞當的不順從是造成許多事件及惡
果的原因，隨著時間的演進，上帝
所創造的一切都深受其害，大自然
也受到罪的連累。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亦不免受害。該隱與亞伯，這一
對本應相親相愛的親兄弟，卻因其
中一人放任自己隨從自私的心，不
願遵從上帝所指定的敬拜方式而漸
漸疏遠。情感上的疏離最終帶來了
暴力與死亡。然而，該隱對上帝的
恨意比起對他兄弟亞伯來得更加熾
烈。他對上帝大大地發怒（創世記

4：5），這種怒氣直接導致他對亞
伯的怨恨。不順從上帝對人際關係
的破壞是極其深遠的。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
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創世
記6：5）世人作惡終於引來洪水滅
世，上帝創造的世界在洪水的肆虐
中變得滿目瘡痍。即便如此，上帝
也沒有全然放棄人類，祂保守了餘
民，即挪亞和他的一家，作為新的
開始。

洪水過後，上帝向挪亞一家作出承
諾。那在天上的彩虹時刻提醒他
們上帝的關愛及應許，仁慈和憐
憫（創世記9：12－17；以賽亞書
54：7－10）。上帝與挪亞立約，
要恢復祂原有的計畫，就是建立一
個忠於上帝，遵從祂聖言、和諧的
人類家庭。
罪惡通過什麼方式帶來紛爭？對於那
些能夠被你深刻影響的人，你現在能
做出什麼抉擇幫助他們彼此間恢復和
諧的關係？

星期二

10月2日

第1課／創造與墮落

page

11

【不和與分裂的擴散】

閱讀創世記 11：1－9。什麼事件導
致分裂與不和的問題更加嚴重？

根據《聖經》的記載，洪水過後，
便是巴別塔的建造工程，語言的混
亂，造成人們根據自己的語種分散
各地。也許是被幼發拉底河和底格
里斯河之間那美麗而肥沃的大地所
吸引，有些挪亞的後裔選擇在示拿
地（創世記11：2），也就是今天
伊拉克的南部地區，為自己建造一
座城市，以及一座高塔式的建築。
考古研究表明，從可追溯、最早的
歷史時期開始，美索不達米亞就是
一個人口密集的地區。其中包括蘇
美人，考古學家們相信目前發現的
泥板文獻正是出自他們之手。他們
不但能建造出結構完善、質地精良
的房屋，而且在珠寶、工具和家用
器皿的生產製造上更是堪稱大師。
考古挖掘工作還發現了許多塔樓式
的神廟，用於供奉崇拜當時各種神
祇。
定居在示拿地的挪亞後人很快就忘
記了挪亞的上帝，以及祂所立下的
不再用洪水毀滅世界的應許。巴別

塔實質上是一座紀念碑，用以彰顯
他們超絕的智慧和工藝技巧。他們
對聲望和名譽的渴求─「為要傳
揚我們的名」（創世記 11：4），
正是建造這一龐大工程的動機之
一。 「根據上帝的旨意，人類應當
藉著真宗教的聯結而團結在一起。
當偶像的崇拜和多神論破壞了這一
屬靈的內在聯結時，他們不僅失去
了宗教的團結而且也失去了弟兄相
愛的精神。像巴別塔這樣的一個工
程，想用外在的工具來保存所失去
的內在團結，是永遠也不可能成功
的。」─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聖經注釋》卷一，原文第284－285
頁。
亞當和夏娃的墮落破壞了人類的合
一與上帝的最初計畫。這一切導致
了敬拜上的混亂；邪惡與道德的敗
壞廣泛擴散，席捲全地；最終人類
被分割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語
言，以及不同的種族，從此以後，
矛盾與紛爭便不絕於史了。

我們可以採取哪些確實可行的辦法來
幫助我們彌補教會中因種族、文化、
語言的不同而造成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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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上帝子民的父】

世界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
伊斯蘭教，都將亞伯拉罕視作他們
的父。對於基督徒來說，其中的關
聯是一種屬靈的關係。當亞伯拉罕
蒙召離開位於美索不達米亞的家鄉
時，上帝告訴他，「地上的萬族都
要因你得福」（創世記 12：3；參
閱創世記 18：18； 22：18）。這一
祝福透過耶穌賜給萬族。
閱讀希伯來書 11：8–19，羅馬書 4：
1–3和加拉太書 3：29。經文中提到
亞伯拉罕信心的哪些要素，這與基督
徒的合一有何聯繫？換句話說，上述
經文中有哪些內容可幫助我們瞭解，
什麼才是基督徒合一的重要原素？

亞伯拉罕身為眾信徒之父，他向我
們展現了有關基督徒合一的基本要
素。首先，他力行順從。「亞伯拉
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
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
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裡去。」
（希伯來書 11：8）其次，他對上
帝的應許滿懷希望。「他因著信，
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
居住帳棚，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
撒、雅各一樣。因為他等候那座有

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經營所建
造的。」（希伯來書 11：9－10）
第三，他相信上帝將會賜他一個兒
子，總有一天他的後裔將多如天上
的繁星。亞伯拉罕對上帝的回應，
正是上帝使他因信稱義的基礎（羅
馬書 4：1－3）。第四，他堅信上
帝的救贖計畫。對亞伯拉罕信心最
大的考驗，就是當上帝吩咐他將以
撒帶到摩利亞山上獻為燔祭的時
候（創世記 22：1－19；希伯來書
11：17－19）。
舊約將亞伯拉罕描述為上帝的朋友
（歷代志下 20：7；以賽亞書 41：
8）。他的信心生活，堅定的順
從，以及對上帝應許毫不動搖的信
念，使他成為我們基督徒生活的榜
樣。
在接下來的幾天中思考你的言語、行
為。你要用什麼方式來確保自己的言
行舉止都能反映出信仰的真實狀況？

星期四

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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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選民】

上帝呼召亞伯拉罕成為祂的忠僕，
是要讓他將上帝彰顯在世人面前。
這一呼召和揀選出自於上帝的愛和
恩典。在人類墮落帶來災難與不和
之後，上帝對以色列民的呼召就
是祂使全人類恢復之計畫的中心。
《聖經》歷史就是對上帝復原大計
的研究，而該計畫的一個主要組成
部分就是立約國以色列。
根據申命記 7：6－11，為何上帝稱
以色列為祂的子民？祂為何選擇亞伯
拉罕的後裔作為自己的子民？

上帝揀選以色列民成為祂的子民，
其主要原因就是上帝對人類的愛。
上帝與亞伯拉罕及其子民立約，是
要藉著祂的子民保守認識上帝的知
識，並為整個人類帶來救贖（詩
篇 67：2）。然而，揀選以色列民
仍舊是上帝至高之愛的表現。因為
亞伯拉罕的後裔沒有任何可誇耀之
處，上帝的愛是他們本不配得的。
「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你們，並
非因你們的人數多於別民，原來你
們的人數在萬民中是最少的。」
（申命記7：7）
在世人眼中，上帝揀選人的標準簡
直是本末倒置。當人選擇領袖時，
必然看重其能力、智慧與自信，而

上帝不選擇那些強壯有力的人，卻
揀選那些深知或承認自己軟弱、
愚昧和無有的，因為這樣就沒有一
個人能在祂面前自誇（哥林多前
書 1：26－31）。不過，讓我們來
看看上帝的選民所擁有的特權吧！
「上帝渴望使祂的百姓以色列成為
讚美與光榮。各種屬靈的權利都已
加給他們。上帝為要使他們可以作
祂自己的代表，並沒有保留任何有
利於他們造就品格的事。」

「他們順服上帝的律法，就必使他
們在世上列國面前顯出驚人的興
盛。那位能賜他們智慧和各種精巧
之工的技能的主仍要作他們的教
師，並使他們因順服他的律法而成
為尊貴高尚。如果他們肯順服，就
必蒙保守不受其它各國所遭受的疾
患，並要承受活潑的智力。上帝的
榮耀，祂的威嚴和權能，必要在他
們的興旺中彰顯出來。他們要成為
有祭司和君尊的國度。上帝已給予
他們各種便利，使之成為世上最偉
大的國家。」─懷愛倫，《基督
比喻實訓》，原文第288頁。

將上帝為古代以色列民所成就的事以
及對他們的呼召，與上帝為我們所做
的事和對復臨教會的呼召作對比，可
以看出哪些相似之處？請在安息日分
享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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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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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懷愛倫，《先祖與先知》〈創造〉
（原文第44－51頁），以及第十一
章〈亞伯拉罕蒙召〉（原文125－
131頁）。
上帝創造人類的最初目的也體現在
家庭制度（創世記2：21－24）以
及安息日的訂立上。安息日是為全
人類設立的，這一點在馬可福音
2：27－ 28中耶穌曾明確指出。事
實上，它的普世性在創世記的描述
中已經得以體現，上帝將第七日分
別為聖的時候，不但遠早於祂呼召
以色列人成為立約之民，而且是在
罪惡入侵世界之前。如果所有人都
遵守安息日，那麼這將是一股多麼
強有力的凝聚力。上帝設立這休息
的日子，是為了提醒亞當夏娃的後
裔他們與上帝、與彼此之間的共同
關係。「安息日與家庭同是在伊甸
園中創立的；在上帝的旨意中，二
者乃是相聯而不可分離的。這一日
是比較其他的日子，更可能使我們
度伊甸園的生活。上帝的計畫乃是
要全家的人在工作與研究，在禮拜
與休閒上，相連合一；父親是家庭
中的祭司，並與母親同為子女的教
師及伴侶。」─懷愛倫，《兒童
教育指南》，原文第535頁。
討論問題

1創世記中提到，上帝取了亞當的肋

骨創造女人，這一細節如何揭示了夫
妻之間本應有的親密無間的關係？透
過這一點，你能否瞭解為何上帝在整
本《聖經》中，都採用夫妻的意象來
描述祂所尋求的與祂子民之間的親密
關係？
2儘管巴別塔的故事告訴我們，人類
的種族與語言的多樣性並非出自上帝
對人類原本的計畫，但我們今天如何
才能超越此種天然的分別？即便教會
是由不同國家或語言的人組成的，我
們應當怎樣做才能保持其團結合一？
3對比上帝對古代以色列民的呼召以
及對基督復臨安息日會信徒的呼召，
二者之間有何相似之處？更重要的
是，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學到哪些教
訓，來幫助我們忠於在基督裡的神聖
呼召？

總結
上帝創造的最初計畫，是要人類在一
個大家庭中團結一致、和睦共處。但
人類始祖的不順從打斷了上帝的計
畫。然而，上帝呼召亞伯拉罕建立起
一個民族，他們保守著上帝復興的應
許，這一切唯有在基督裡得以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