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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7月5日 安息日下午

上帝創造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創世記 1‒3章；使徒行傳 17：28； 詩篇 148篇；詩篇 24：1；創世記 4：1‒9；馬
太福音 22：37‒39；啟示錄 14：7。
存心節

「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憐憫窮乏的，乃是尊敬主。」（箴言 14：31）

你是否曾經努力創造過一些東西？例如一件藝術品或手工藝品，一頓
飯，或是其他創造性的工作─結果卻被你贈送之人破壞或拒絕？若
有，你或許會稍微體會上帝在創造這個世界、賦予人類生命後，卻被罪
惡完全破壞的感受。

《聖經》說這個世界是被精心創造、且創造的「甚好」。在創世記第1
和第2章中，上帝對祂創造的一切其感受是顯而易見的。故此，我們應
該在這個背景下閱讀創世紀第3章墮落的故事，以及上帝如何為祂所創
造之人心碎。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幾千年來這世界充斥著罪惡、暴力、不公義和公然
的背叛，我們的世界仍然是上帝所愛的。更引人注目的是，當上帝啟動
祂的救贖和重新創造世界的計畫時，祂賜給我們這些作為祂信徒的人一
個履行更大計畫的角色。是的，我們是祂恩典的領受者；但是，從我們
所領受的恩典中，我們竟被賜予與我們的主同工的工作。這是多麼莊嚴
而神聖的責任啊！
■研究本週學課，為7月6日安息日作準備。

星期日

6月30日

第1課／上帝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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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創造的一瞥】

這個世界並其中萬物，我們的生命
和所做的一切，周圍每個人的生活
以及如何與他人互動，生命本身以
及最好的生活方式─所有的一切
都始於上帝，「我們生活、動作、
存留，都在乎祂。」（使徒行傳
17：28）
《聖經》的故事是這樣開始的：起
初上帝創造天地（創世記1：1）。
事實上，上帝藉著口中的話使天地
萬物成為具體的存在，這指出了一
個我們無法想像的力量和過程。然
而，上帝並不是在遠處創造; 祂密
切的參與其中，尤其是在創造第一
個人類的時候（見創世記2：7）。

閱讀創世紀1：26－31，第一個人類
被造的故事。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哪些
有關上帝的重要特質？它告訴我們有
關人們的哪些重要事情？

人們常說，我們可以從自然界中學
習許多關於上帝的事，並從觀察上
帝的創造看到造物主的品格。但
我們也可以一瞥上帝對世界的創
造，從其中審視我們對上帝本身的
理解。比方說，如果上帝是有秩

序的，那我們應可預期在祂的創造
中找到秩序。或是，如果我們相信
上帝是富創造力的，那麼在祂所造
的世界，我們就不應該訝異於祂造
的、種種不可思議的受造物。
同樣地，我們相信上帝是一位看重
關係的上帝，因此，我們也發現關
係是上帝將世界結合的核心要素。
在祂所造的世界，每一個要素都與
其他受造物有關。祂創造了關係互
相諧和的動物。祂創造了人類，使
他們與祂自己、彼此，以及其他受
造物建立關係。
雖然我們對上帝的理解很多方面都
有限，但我們從祂的品格中能見到
的，應該可以促使我們重新思考這
個世界應有的樣貌。
即使這世界遭罪惡蹂躪的如此明顯，
為何把這世界看成是上帝品格的反
映，仍然可以成功地幫助你你理解這
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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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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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完整的世界】

人類對伊甸園的思念很容易被挑
起。從上帝以伊甸園作為亞當和夏
娃的家的簡短描述，便能激起我們
心中的渴望。我們可能不明白這個
世界如何運作，但相信我們都希望
能夠去經驗它。
滿足和圓滿似乎也是上帝的感受：
「上帝看著所造的一切都甚好」
（創世紀1：31）。上帝創造了一
些既美觀又實用的事物。無論是在
形式還是實用性上，它的設計都很
精緻。它充滿了生機和色彩，也有
生命蓬勃發展所需的一切。難怪上
帝不斷停下來、欣賞祂所創造的世
界是那麼美好！
閱讀創世紀第一章。你認為重複的陳
述「上帝看著是好的」，代表了什
麼？見創世記1：4，10，12，18，
25和31。

雖然《聖經》完全是在人類犯罪之
後寫成，但它充滿了對自然的讚
歎，例如約伯記38－41章以及詩篇
148篇。我們必須記住，這些章節
並不是以回顧世界最初是如何被創
造以及在犯罪前如何的角度書寫；

它們是以現在式的時態和口吻書
寫，讚歎仍然存在於這個世界的美
善。

同樣的，耶穌也使用自然界的例子
來描繪上帝的良善和關懷 （見馬太
福音6：26，28－30），讚揚我們對
上帝的信賴，以及對我們周圍充滿
的驚奇恩賜表示感謝。如果我們舉
目觀察這些奇妙的創造，我們就會
發現我們確實是接受了造物主賜的
奇妙禮物。我們的回應，即使是在
試煉中，也應該是以感恩和謙卑的
態度向恩賜的賜予者降服。
作為復臨信徒─既慶祝創造又期
待上帝國度降臨的人，我們應該體
認到，我們在世界上所見和經歷的
美好、喜樂和良善，只是這個世界
過去和將來景象的一瞥。

在你對這個世界的體驗中，你對那些
奇妙的創造特別感謝的是什麼？ 在
日常生活中，你怎樣才能透過自然界
的奇妙更認識主呢？

星期二

7月2日

第1課／上帝創造

page

11

【地球的管家】

根據《聖經》的記載，伊甸園和新
創造的地球是一個富饒的地方，是
為生命的繁茂，亦是特別為了讓人
類享受而造。

可是上帝也賦予第一對男女─以
及在他們之後的我們，在祂的創造
中扮演一個角色。這角色的功用很
快就顯露─不僅僅是從祂的創造
方式、而是亞當夏娃在這個新世界
中有著特殊的地位。
首先，亞當被賦予給動物和鳥類命
名的任務 （見創世記2：19）。然
後又被賦予另一個角色，作為從上
帝而來的賜福：「上帝就賜福給他
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
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
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
動的活物』。」（創世記 1：28）

閱讀和比較創世紀1：28和2：15。你
能否用一兩句話來描述人類被賦予之
工作的特性？

在基督教歷史中，創世紀1：28經
常被一些人用來當作開發許可證，
甚至到了毀滅自然界的地步。是
的，這個世界顯然是為了人類的生

活、利益和享受而被創造的。但是
根據創世紀2：15所說─人類的
責任是：「修理看守」。
我們談到管家職分時，首先想到的
通常是錢，但是《聖經》給予管家
職分的第一道命令是照顧上帝所
造、託付給我們的地球。給亞當夏
娃的命令也預示著這個地球將與他
們的孩子以及後代共用。這個世界
最初的計畫是它將繼續成為所有人
類生命、善和美的源頭，亞當夏娃
將在照顧地球上扮演重要角色。

地球仍然歸主所有（詩篇24：
1），我們仍然蒙召做上帝賜給我
們這一切的管家。或許我們也可以
如此下結論：在一個墮落的世界
裡，作為管家的我們，其責任更為
重大。
在一個墮落的世界裡成為地球的管
家，這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對這
個責任的領悟如何影響你每天的日常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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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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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破損的世界】

上帝賜給亞當夏娃一樣其他受造物
沒有的，就是道德自由。他們是具
有道德能力的生靈，是植物、動物
和樹木永遠都不會有的。上帝是如
此重視道德自由，以至於祂允許祂
的子民可以選擇不服從祂。為了與
祂所造的人類建立一種基於愛和自
由意志的關係的偉大目標，祂冒著
一切風險如此行。

但有一個破壞者 （這種道德自由也
存在於天使身上），他想要破壞上
帝所創、美好完整的世界，並試圖
利用上帝在地球上特別創造的人類
來達到目的。藉著蛇的口，魔鬼質
疑上帝提供的圓滿與完備（見創世
記3：1－5）。主要的試探是貪圖
更多上帝賜給他們的──懷疑上帝
的良善，並試圖倚靠自己。

在這個選擇和行動中，上帝設計、
與受造物密不可分的關係被破壞
了。亞當夏娃無法再享受那原為他
們設計、與造物主的關係 （見創
世記3：8－10）。這兩個人突然意
識到他們赤身露體並感到羞恥，他
們之間的關係幾乎無可挽回地改變
了。他們與地球其他受造物的關係
也變得緊張和破損。
閱讀創世紀3：16－19。關於人類與
自然界關係的改變，這些經文告訴我
們什麼？

因為罪的事實，亞當夏娃和其他受
造物的生活突然變得艱難。罪的後
果是真實的，它影響了人類和我們
之間的關係。從某種意義而言，我
們已經遠離了創造主。我們的家
庭受到影響，我們與他人的關係經
常充滿挑戰。我們甚至與自然環境
─就是我們的世界，都存在著鬥
爭。生活的所有層面以及這個世
界，都顯示了罪造成的破壞。
但這不是上帝創造的世界。創世記
第三章的詛咒也伴隨著一個應許，
那就是上帝會提供一個方法，來重
新創造我們的世界並修復因罪破損
的關係。當我們繼續與罪和它的影
響鬥爭之時，我們被呼召去堅持這
個世界原本的美善，並尋求在生命
中活出上帝對這個世界的計畫。

星期四

7月4 日

第1課／上帝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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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家庭網】

隨著罪惡來到，世界的崩解沒多久
就加深了。由於嫉妒、誤解和憤
怒，第一起謀殺案在第一對兄弟之
間發生。當上帝問該隱他的罪時，
他的回答可能是反諷和帶修辭色
彩的─ 「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
嗎？」（創世記4：9）上帝對於第
一個問題所隱含的答案是─「是
的，你正是，你是你兄弟的看守
者。」

讀箴言22：2。這個簡單淺顯的陳述
暗示了什麼？ 它如何教導我們與人
類同胞之間的關係？

每一個我們遇到的人都是上帝的造
物之一，是按著祂的形象造的，是
連接上帝所有受造物間關係網的一
部分，儘管它可能是斷裂和破碎
的。「人與人的相處，彼此有千絲
萬縷的密切關係，凡是臨到人身
上、無論哪一部分的禍患，無不連
帶危害及大眾。」（懷愛倫，《服
務真詮》，原文第345頁）。不管
你喜歡與否，因為這種共同的聯
繫，我們對上帝和彼此之間都負有
上帝所賦予的責任（見馬太福音
22：37－39）。

在整本《聖經》中，上帝是我們的
創造者的宣稱不斷出現。例如，
它是紀念安息日（見出埃及記20：
11）以及在末時敬拜上帝（見啟示
錄14：7） 的原因。它也是關懷他
人以及不幸之人的主要動機。
我們都因在上帝中的共同起源而互
相聯結。「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
他的主；憐憫窮乏的，乃是尊敬
主。」（箴言 14：31）這種聯結是
多麽的清晰！

作為我們的創造主，上帝對我們有
一個要求，祂要我們獻上全副生
命，包括我們的崇拜，以及對他人
的服務和關懷。儘管有時會遇到困
難、挫折和麻煩，但我們確實是我
們「兄弟的看守者。」
你覺得為何「上帝是造物主」的宣稱
是整本《聖經》一再反覆出現的主題
呢？為什麼這一點如此重要？這個事
實將如何影響我們對待他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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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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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閱讀懷愛倫《先祖與先知》，〈創
造〉，原文第44－51頁 。
「上帝就是愛。祂的本性和祂的律
法就是愛。過去如此，現在如此，
將來也必永遠如此。那至高至上，
永遠長存」的主。祂的作為與古時
一樣，並無變更。在祂並沒有改
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創造之能
的每一表現，都顯示無窮之愛。上
帝的主權使一切受造之物蒙受豐富
的恩惠。」懷愛倫，《先祖與先
知》，原文第33頁。

「人們若肯盡責任，作主產業的
忠心管家，就沒有乞求食物的呼
喊聲，沒有人因缺乏日用必需品
而受苦，也沒有衣不蔽體和有缺
乏的人。使人類陷入這樣的痛
苦，乃是世人的不忠誠之故……
上帝已使人成了祂的管家，祂不
應對人類的苦難、不幸、赤身和
缺乏負責。主已為人人做了充足
的準備。」懷愛倫，《論慈善工
作》，原文第16頁。
討論問題

1仔細閱讀懷愛倫上述的最後一段引
言。她說了什麼？她指出誰導致了那
麼多我們所看到的貧困？這告訴了我
們什麼關於忠心管家的重要性？
2 在經歷了幾千年罪造成的破壞之

後，我們還能看到創造的美好嗎？
作為相信上帝是造物主之人，我們能
做什麼幫助別人看到祂創造的美好
呢？
3你如何理解管家這個詞？ 在這週
的學課中，有沒有什麼教導擴展了你
對於管家定義的思考，尤其是我們是
被上帝所呼召的一群？
4如果我們看到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個
標誌，提醒我們這人是按照上帝的形
象所造的，並且被祂所愛，這將如何
改變我們與他人相處和對待他人的方
式呢？

總結
上帝創造了一個美好而完整的世界，
祂指派人類，就是按著祂的形象所被
造的，來「照管和關懷」祂的創造。
雖然罪破壞了上帝原本打算給我們的
關係，我們仍然可以扮演一個照管美
好創造的管家角色以及人類同胞的看
守者。履行這個角色是我們尊榮上帝
作為我們創造主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