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课 3月27日-4月2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发生了什么事？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诗 100:3；徒 17:26；创 2:7，18-25；1:28、29；3:15。

存心节

“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上帝就照着自
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祂的形像造男造女。”（创世记 1:26、27）

《圣经》中关于造人的叙述，充满了盼望、幸福与美好。每一天的创造
结束时，都以宣告它是“好的”画下句点。当然，台风、地震、饥荒和
疾病并未包括在内。

所以，发生了什么事呢？

创造的第六日结束时，神宣告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那是因为那一天
上帝按着祂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在创造别的东西时，祂未曾这样
做。这些人在每一方面都完美无缺，他们也必然如此，因他们是按上帝
的形象造的。当然，这里所说的他们，不包括杀人犯、窃贼、撒谎者、
骗子及下流之辈。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本周学课要研究创造，探索上帝起初所创造的，以及这个完美的创造出
了什么状况。最后，还要谈论本季的主题：为使万物重回正轨，上帝现
今正付诸哪些行动。

本课综览：《圣经》对起源有什么教导？上帝想要和人类建立什么关
系？善恶树的目的何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他们立刻获得什么盼望？
■研究本周学课，为4月3日安息日做准备。

星期日

3月28日

第1课／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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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全都是乌龟……】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创1:1）

们如何各自回答上述的问题呢？它
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一位科学家在演讲中谈论太阳四周
之行星轨道 ，以及在银河系中心的
太阳轨道 。这时一位穿着黑色网球
鞋的老妇人站起来反驳说地球是一
个平盘 ，而这平盘放在一只乌龟背
上 。科学家半开玩笑地问这只乌龟
坐在什么东西上面 ，她回答说 ，牠
坐在另一只乌龟上面 。这位科学继
续笑着问“妇人 ，那么那只乌龟又坐
在什么东西上面呢？”她回答“另一
只”，但是在科学家继续问之前 ，她
用手指着他厉声地说:“孩子 ，别白费
唇舌了、下面全都是乌龟 。”

有趣的是在创1:1（甚至其他章节），上
帝并没有刻意证明祂就是创造主 。
此事不但没有刻意着墨 ，相反地 ，只
是简单扼要地陈述 ，并不企图辩护 、
解释或证明 。我们可以借着信仰接
受 ，或不接受此说法 。但事实上 ，信
心是我们接受的唯一方法 ，理由很
简单 ：在我们当中没有人目睹过创
造的过程 。的确 ，要亲眼目睹我们自
己被造 ，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从世
俗观点也一样 ，不管其他人拥有怎
样的世界起源观 ，因我们同样都是
以这个故事来带出对于人类最重要 受造者 ，所以都必须凭信心接受此
的议题─宇宙本质的探讨固然有 观点 ：我们没有人到过现场目睹整
趣 ，不过 ，这个并非出自我们选择 、 个创造事件的经过 。
却是我们居住之所的世界 ，它究竟 然而 ，即使上帝要我们相信祂是创
是 怎 样 的 呢 ？ 我 们 为 什 么 会 在 这 造主 ，祂也不会要我们凭空相信 。我
里？是如何到这里的？最后又将往 们相信的任何事 ，几乎都需要我们
何处去呢？
对它有一定程度的信心 。我们在这
这些都是人类提出 、最基本也最重要
的问题 ，因为我们对于自己是谁 ，以
及如何会到此地的领悟 ，将影响我们
在世上将如何生活以及行事为人。

查考这些经文 ：创1:1 ；诗100:3 ；赛
40:28 ；徒17:26 ；弗3:9 ；来1:2 ，10 。它

里是因有位创造主有意把我们放置
在这里 ，我们的起源并不是随机产
生 。这样的信心为何很重要 ，请将理
由写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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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3月29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按着造物者的形象（创1:27）】

《圣经》说上帝照着祂的形象创造

人类──造男造女（创1:27）。根
据这个说法，请回答以下问题：
1 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其
意为何？我们在哪方面有“祂自己的
形象”呢？
2 根据〈创世记〉的记载，上帝创
造其他东西时有没有像造人那样“照
着祂自己的形象”？如果没有，那么
相对于地上其他创造物，我们有什
么独特地位？从这个对比中，我们
可以汲取什么教训？
3 在造人的叙述中还能找到什么其
他部分，是使人与其他受造物有别

人有了与上帝建立美好关系的可
能，那似乎是上帝所造的其余受造
物无法做到的事。

也请注意上帝造女人的独特说明。
男人和女人都享有难以置信的特权
可以拥有上帝的形象。在创造中没
有暗示谁更高人一等。上帝创造他
们两者时都使用相同的材料。从起
初上帝就使两者平等，又在与祂的
特别关系中，把他们放在一起。他
们都拥有相同的机会发展祂所赐的
特性，以便将荣耀归给祂。

“所以上帝亲自给亚当造了一个
伴侣。‘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
他，’─与他相配的一个助手，

的呢？见创2:7；18-25。

可以作他的同伴，与他相亲相爱，

虽然我们必须用人类的术语来谈论

骨所造的，表明她不应做他的首脑

上帝，但我们不可忘记祂是一个灵

（约4:24），祂有神的特性。我们

只能说，我们在身、心、灵上可以
在某些方面反应我们的创造者，不
管那部分有多少，对我们而言，祂
依然披着神秘的外衣。然而，《圣
经》强调的是我们心智的灵性与心
理层面。这些是我们可以发展并改
善的。正是人类心智的独特性，使

合而为一。夏娃是由亚当的一根肋
去管辖他，也不应做他的奴隶任他
践踏，乃要以平等的地位站在亚当
的旁边，为他所亲爱，所保护。女
人既是男人的一部分，是他骨中的
骨，肉中的肉，她便是他的第二个
自己；这是要说明夫妻之间应有亲

爱密切的联合。” （怀爱伦著，《先
祖与先知》，46页）

星期二

3月30日

第1课／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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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人类同在（创 1:28、29）】

注意《圣经》中上帝对人类所说的

第一句话。祂指出他们生育的能

有怎样的关系？

力，要他们生养更多同类的人。祂
也将大地及整个创造指给他们看，

并要他们居住其上，开垦、管理
它。祂也指明可以吃的植物。简言
之，根据《圣经》，上帝对男人女
人说的第一句话，就特别提到他们
与世界的互动与关系。

创1:28、29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有
关上帝如何看待现实世界的事？经
文是否暗指物质或我们对它的享用
是邪恶的呢？从人类历史的初期场
景可以学习哪些关于我们与受造物
的关系应如何的功课呢？

同时，上帝用这些话做为与人类建
立关系的第一步。祂对他们说话，
赐他们诫命，告诉他们当做的事。
话语中也暗示着一个责任，祂要求
他们管理祂所造的奇妙创作。

创1:28说上帝赐福给他们。那是什
么意思？它暗示他们与创造者之间

上帝把亚当夏娃视为有智慧的人
类，可以回应祂的恩慈，能够与祂
互动、产生情谊。同时，身为受造
儿女，亚当夏娃仰赖他们的创造主

─天父的祝福与眷顾。祂供应他

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不必做任何
事就能得到祂的恩赐，不必赚取就
能领受这一切。

当我们阅读男人女人的受造时，我
们可以看到人在犯罪之前与上帝的
关系，那正是犯罪后的现在，上帝
想在我们与祂之间建立的关系。复
习今天的学课，你可以找到什么相
似之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堕落
情况之下，我们要如何与祂建立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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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3月31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树】

“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
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
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
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2:16、
17）
这个测验让亚当夏娃有机会操练他
们的自由意志，也促使他们必须正
面或消极地回应与造物主的关系。
它也显明上帝造他们时，是使其拥
有自由和道德的。如果他们连不服
从的机会都没有，上帝当初何必警
告他们不可不服从？

“本章前面所提的都已为这个最高顶
点舖了路（创2:16 、17）。人类的未来都
集中在这一个禁令上 。人不要为众
多争论感到困惑 。只有一个神的命
令必须存在心中 。强制令只有一个 ，
这是耶和华怜悯的证据 。此外 ，为了
表明这个命令并不痛苦难当 ，上帝
给了一个宽广的许可背景 ：
‘园中各
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
（刘伯德着H.C. Leupold ，
《创世记注释》第
1册，127页）

上帝借着呼召亚当夏娃服从祂的旨
意，祂要说的是：我是你的创造
主，我按着我的形象造你。你的生
命靠我维持，倚靠我，你的生命、
动作才能存留。我供应一切让你健

康幸福（供应食物、家、同伴），又立
你为我管理这个世界。如果你愿意
因为爱我确认与我的关系，那么我
愿意成为你的上帝，而你将做我的
儿女。借着单纯服从这个特殊的命
令，你可以确认这个关系以及隐含
其中的信任。

最后 ，只要我们自由地选择接受祂
的旨意 ，我们与祂的关系就能产生
果效 ，永久不变 。拒绝祂的旨意 ，就
是在本质上主张独立于祂之外 。这
表示我们相信自己并不需要祂 。这
个选择会引进对邪恶的知识 ，而邪
恶会导致疏离 、孤独 、挫败及死亡 。
上帝给亚当和夏娃的试验是忠诚与
信心的试验。他们会忠于这位赐下
他们一切所需、甚至还加上一个佳
美世界的造物主？或是要偏行己
路，抛下祂的旨意呢？他们是不是
对祂有足够信心好去相信祂的话？
他们的忠心与信心都受分别善恶树
所测试。我们每天都以什么方式面
对相同的测试呢？上帝律法的功效
与创2:16、17提到的命令如何异曲
同工呢？

星期四

4月1日

第1课／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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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破裂】

我们容易相信认识的人，并本能地
不相信不认识之人。于是夏娃自然
不会信任撒但。况且直接攻击上帝
可能会使她有所防卫。那么撒但采
取了什么步骤来闪避夏娃本能的防
卫呢？（创3:1-6）

“虽然夏娃犯罪为人类带来潜在的
悲惨命运，但她的选择未必导致人
类因她所犯的罪而受罚。那是亚当
深思熟虑的选择，他完全了解上帝
明确的命令；夏娃并不完全了解；
以致于罪恶和死亡成为人类不可避
免的命运。夏娃被欺骗了；亚当没

有被欺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

经注释》卷一，231页）

由于这个明显的犯罪和对上帝命令

的轻忽，使上帝和人类的关系破
裂。人原本与上帝有敞开的情谊，

如今却转变成恐惧地逃开祂的面

（创3:8-10） ，疏远和分离取代了交

谊与沟通。罪出现了，而所有丑陋

的后果也随之而来，除非采取行
动，否则人必朝向永远的灭亡。

在这个悲剧当中，上帝说了什么盼
望与应许的话？见创3:15。

上帝说出带着预言盼望的惊人之
语，祂提到蛇和女人，以及蛇和她

的后裔之间，将有命定的敌意存
在。在这过程的最高峰将出现一位
得胜妇人的后裔代表，祂将对撒但
的头做出致命一击，而撒但却只能
伤了弥赛亚的脚跟。

亚当夏娃完全无助时，他们从这个
弥赛亚应许中得到盼望，这个盼望
会改变他们的生活，因为这个盼望
是蒙上帝赐予、支持的。这个弥赛
亚应许和最后胜利的应许，仅管在
当时陈述时看似模糊，却把罪带给
他们的幽暗挪去了。

阅读创3:9，在这里上帝对亚当
说:“你在哪里？”上帝当然知道他
在哪里。祂并没有对他说充满谴责
的话，而是要将被罪折磨的人拉回
来。换言之，上帝对堕落人类所说
的第一句话就带来了祂恩典与怜悯
的盼望。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发现
上帝仍试图用什么方式呼召我们来
到祂的怜悯与恩典面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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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4月2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进修资料

讨论问题

《圣经》中处处可见到对罪人及堕

1 善良慈爱的上帝一直在寻找人，

诗95:7、8；赛55:1、2，6、7；路

达的爱呢？上帝期望我们如何回应

落的人之呼唤。请对照以下章节：

15:3-7；19:10。你还可以找到什么
其他经文？

请阅读怀爱伦《先祖与先知》〈创

我们该如何回应父神及耶稣基督表
呢？
2 《圣经》描写人类从上帝创造的
高处堕落，并且需要拯救，请将此

造〉44-51页，〈试探与堕落〉

画面与进化论做比较。哪一个能提

页。

3慈爱的关系对人类幸福有多重

52-62页以及〈救赎的计划〉63-70

供较多的盼望，为什么？

“我想，在这四个神圣的字当中有

要？为何在这样的关系中与上帝保

浓密的丛林，直达这位亡命之徒耳

论健康的人际关系（亲子、朋友、

愿意失去你；祂要前来寻找你，不

影响力。

着福音的道理在内。这几个字穿透

持活泼密切的连结是必要的？请讨

中─‘你在哪里？’你的上帝不

夫妻、雇主及员工）对我们个人的

久之后，祂要祂的儿子前来，不只

总结

（查理·史伯君Charles Haddon Spurgeon

上帝按着祂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

要寻找，还要拯救那失丧的人。”

著，《旧约圣经宝藏》卷一，11页）

因此，在祂和我们之间可以有着亲
密的情谊。虽然罪的介入粉碎了原
先的合一，但是上帝仍竭力借由救
赎计划恢复人与祂的关系。做为依
赖的受造物，我们唯有与造物主合
一时，人生才有真正的意义，并且
豁然开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