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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赛14章；启12章；创1,2章
注释：《先祖与先知》第1,2章

两个世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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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聚光灯
“上帝要一切受造之物以爱心事奉祂，因感戴祂的品德
而事奉祂，祂不喜悦出于勉强的顺从；所以祂赋予他们
自由意志，使他们能出于甘愿地事奉祂。”（《先祖与
先知》，第1章，第16段）

“在 天 上 就 有 了 争 战 。
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
争 战 ， 龙也同它的使者去
争战，并没有得胜，天上
再没有它们的地方。大龙
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
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
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
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启12:7-9）

你

的 看法？

在地上，它的使者
也一同被摔下去。”
“上帝说：‘我们要照着

基督徒曾经问过，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就是
上帝为何允许罪败坏祂所造的完美世界。这世界
上存在如此多的痛苦与忧患，我们怎样向他人
解释上帝的决定呢？下面这些人中，你认为
最难向谁解释罪之奥秘呢？并说出你的理
由。（将他们进行排序，从一到五，从
最难到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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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思想开放、努力寻找人生最
大问题的合理答案之无神论者。
• 一个因输血而感染爱滋病病毒
的十七岁女孩。
• 一个发现他远房亲戚性骚扰他
六岁儿子的父亲。
• 一个因为其种族而受到虚假
控告并被解雇的公司职员。
• 一个面对自然灾害的援助志
愿者。
若要理解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哪
些最基本的信念？若要解释一位
慈爱的上帝为何允许这些灾祸存
在，你需要提出什么样的凭据或
证词？你认为上面这些人中，哪
一位能从深刻了解创造的目的和计
划中得到最大的帮助呢？

吗？

你知道

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

走进
故事
“明 亮 之 星 ， 早

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
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
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
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
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
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
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
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
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
同等。’”

“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
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
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
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
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
工，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
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
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
息了。”

“在天上就有了争战。
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
战，龙也同它的使者去争
战，并没有得胜，天上
再没有它们的地方。
大龙就是那古蛇，

名叫魔鬼，又叫撒
根据2009年的一项调查，
大多数美国人都不认为
但 ， 是迷惑普天
撒但，或者说魔鬼，是
下的。它被摔
真实存在并能影响人类
生命的，他们认为此种观
念纯属神话或者传说。只有
略多于四分之一（百分之
二十七）的人坚持相信撒但
是真实存在的，而其他人都认
为撒但只不过是一种邪恶的象征
而已。摩门派是最相信撒但真实存在
的团体（百分之六十），而天主教，美国圣
公会，和卫理公会则是最不相信的团体（只有五
分之一）。——www.barna.org

（ 赛 14:12-14； 启 12:7-9； 创
1:26,27；1:31-2:3）

走出
故事

妙语连珠

这些经文中哪些基本事实揭示了路锡甫的
真实身份？他在天庭的职分是什么？他是什
么样子的？他是如何堕落的？他最终的欲望是
什么？上帝的反应是什么？

“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又
有精美的鼓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
全的。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
置在上帝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
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
中间又察出不义。”（结28:13-15）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
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
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
上了。”（诗139:14-16）

你认为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是什么意思？你认为人类按照
上帝形象被造这一事实最重要的意义何在？

你认为守安息日、婚姻、劳动、与上帝同行在罪恶进入世界之
前的意义是什么？

你认为理解哪个更重要:上帝为何让罪继续存在，还是上帝为
何要创造世界和人类？请解释。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
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
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彼前5:8）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
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
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
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弗1:3,4）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
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
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约10:10）

言锦囊

名
将你认为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经文划出来，并解释你为什
么选择这节经文？

“如果罪的结果立现，它就不会
有那么多拥护者了。”——W.T.普
基瑟，二十世纪美国学者，作家，
牧师。

“罪能使你与上帝隔绝，上帝的同在也能
保守你与罪恶隔绝。”——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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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在本课“你的看法？”部分，你
把向人解释罪之奥秘的难易程度
排了次序。你觉得和谁最难讨论
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你会采取
什么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在与
人交流时，你认为把握住哪些要
点是最有效的？
阅读约翰福音10:10，想想耶稣是
如何描述上帝和撒但对世人之计
划的。基督所说的这句话对于上
帝似乎放任撒但在世上胡作非为
的说法有何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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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下，如果路锡甫反叛上帝之
后，就立即从天庭消失了，有关他
如何消失的谣言，会如何影响天上
其他生灵与上帝的关系呢？

星期日
阅读“走进故事”部分中讲述路
锡甫堕落的经文。虽然关于罪之
起源的经文并不多，但通过“走
出故事”中的学习问题，你就能
基本了解罪是如何起源的。在上
帝对待反叛以及祂创造人类的方
式上，关于上帝的品格，你能看
出哪些积极、美善的真理呢？这
整个故事中还有哪些方面是你觉
得难以理解的呢？

星期一
阅读选自启示录书的存心节，试
着想像一下那幅场景。有些人对
于撒但和他魔力的真实性轻描淡
写、不予重视，而与此同时，这
个魔鬼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并与
大家的命运相关。请注意“你的
看法？”部分中的调查，大多数
美国人都相信，撒但只不过是一
个邪恶的象征，并不是真实存在
的。然而，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

们却更为普遍地相信邪灵的实际
存在。经文中的好消息在哪里呢？
相信魔鬼真实存在该如何影响我
们今天人类的生活方式呢？

星期二
你觉得为什么上帝施政的风格以
及祂对出于爱之侍奉的渴望在我
们看来如此陌生呢？“聚光灯”
部分的引言阐明了自由意志这个
在我们与上帝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当你阅读并思考这段引言时，想
想在你认识的人中，有谁是出于
心甘情愿、自由地热爱并侍奉上
帝，有谁是出于惧怕或者尽义务
的心侍奉上帝呢？他们对待上帝
的态度在你处理你与救主的关系
上有何影响呢？你在他们的生活
中看出哪些证据显明他们是甘心
乐意地跟从上帝呢？你认为这种
出于爱心、甘愿乐意侍奉上帝的
态度是凤毛麟角，还是普及众人
呢？请解释。

星期四
阅读《先祖与先知》第1，2章。
对照圣经，使你更清楚地了解起
初在天庭和世界被造时所发生的
事。请注意怀爱伦是如何评论路
锡甫的堕落以及上帝七日之创造
的，特别要留心那些你不熟悉的
地方。

星期五
一款T恤衫流行在某些基督徒中间，
上面印着：“我受造可畏——创
世记1:26,27”，这是指人类按上
帝形象受造的真理事实。上帝按
祂的形象造人这一真理如何鼓励
并提高你自己的价值感和尊贵感
呢？我们会不会过于重视受造之
物的奇妙而忽视创造主呢？阅读
赛14:13,14和结28:17，请注意撒
但堕落的原因。你在今天的世界
上能看到哪些类似专注自我的表
现呢？你本周能做什么来使自己
更清楚地意识到善恶之间的大争
战，以及让自己更加自由地用敬
爱的心来崇拜上帝呢？

星期三
阅读“妙语连珠”部分中的经文。
标出你认为是你的一位朋友需要
明白的核心词汇或短语。选择一
节对你今天有特别意义的经文并
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尽量别用经
文中的主要词汇。）做好预备，
可以向人解释罪的产生，以及上
帝如何因他对人类的大爱而继续
实行祂为他们所定的计划。在你
所认识的人中，有谁对罪恶的起
源以及世界的被造感到困惑呢？
如何用你在本课所获得的亮光和
知识来为他们作有效的见证，请
为此祈祷。

本周阅读*
《先祖与先知》第1,2章。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请浏览以下网站获http://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
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坚持
这项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至少读
完一本历代之争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