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归源初：
创世记

一至十一章
Be Basic: 

Genesis 1–11
这是天父世界。

真是如此？



起 初
In the 

beginning

1 起初， 神创造天地。
2 地是空虚混沌；

深渊上一片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创一1-2）



这是天父世界。
真是如此!

我们要单单敬拜神。

我们要做神创造物的好管家。

我们要信靠神的预备，不要忧虑。

我们要向天父祷告。

我们不要惧怕为了神而受苦。

我们要爱人类，服侍人类。

我们要阅读和学习神的话语。



我们要
单单敬拜神

8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9 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诗篇33:8-9



我们要
单单敬拜神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
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
都是看得见的，
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
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罗马书1:20



我们要
单单敬拜神

诸天述说 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作为。

诗篇19:1



我们要
单单敬拜神

3 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
和你所安放的月亮和星星。

4 啊！人算什么，你竟记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

诗篇8:3-4



我们要
单单敬拜神

12 谁曾用掌心量过海水，用手掌测过苍天呢？
谁曾用升斗量过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
平称冈陵呢？
15 看哪！万国都像水桶里的一滴，又被看作天
平上的微尘。看哪！他举起众海岛，好像微细之
物。
22 神坐在大地的圆穹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

蚱蜢，他铺张诸天如铺张幔子，展开众天像展开
可以居住的帐棚。 23 他使诸侯都归于无有，使
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
25 那圣者说：“你们把谁来跟我相比，使他与
我相等呢？” 26 你们向天举目吧！看是谁创造
了这些万象？是谁按着数目把万象领出来，一一
指名呼唤？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也不缺少。

以赛亚书40:12，15，22，25-26



我们要
单单敬拜神

5 “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的神了；
除了我以外，并没有真神；你虽然不
认识我，我必坚固你， 6 为要叫从日
出之地到日落之地的人都知道，除了
我以外，没有真神；我是耶和华，再
没有别的神了。 7 我造光，也造黑暗；
我赐平安，也降灾祸；我耶和华是造
成这一切事的。

以赛亚书45:5-7



反思 （ Reflection ）

• 唯有神是创造主。为什么有人不敬拜
创造主，而去崇拜创造物呢？

• 除了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以外，
并没有真神。
那么，您的心有没有单单敬拜祂呢? 



我们要
做神创造物的
好管家

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
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
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
有爬行的生物！” 27 于是， 神照着自己的
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
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 28 神就赐福给他们，
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
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爬
行的所有生物。” 29 神说：“看哪！我把
全地上结种子的各样蔬菜，和一切果树上有
种子的果子，都赐给你们作食物。 30 至于地
上的各种野兽，空中的各种飞鸟，和地上爬
行有生命的各种活物，我把一切青草蔬菜赐
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创世记1:26-30



我们要
做神创造物的
好管家

“主、我们的 神，
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能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有，
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
而被造的。”

启示录4:11



我们要
做神创造物的
好管家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有的人，
叫他们不要心高气傲，
也不要寄望在浮动的财富上，
却要仰望
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 神。

提摩太前书6 :17



我们要
做神创造物的
好管家

24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有的 神，既然是
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
25 也不受人手的服事，好像他缺少什么；
他自己反而把生命、气息和一切，赐给万
人。 26 他从一个本源造出了万族来，使
他们住在整个大地上，并且定了他们的期
限和居住的疆界， 27 要他们寻求 神，
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他。其实他离我们各
人不远， 28 因着他我们可以生存、活动、
存在，就如你们有些诗人说：‘原来我们
也是他的子孙。’

使徒行传17 :24-28



我们要
做神创造物的
好管家

8 “要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9 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工作。
10 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 神的
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你的仆婢和牲畜，以及住在你城里
的寄居者，不可作任何的工。
11 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
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
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
为圣日。

出埃及记20 :8-11



我们要
做神创造物
的好管家

1  耶和华在西奈山对摩西说： 2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对他
们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那地以后，地要守耶和华的安
息。 3 六年之内，你要耕种田地；六年之内，你要修剪葡萄
园，收藏地的出产； 4 但是第七年，地要完全休歇，享受耶
和华的安息；你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剪葡萄园。 5 你收
割以后自然生长的庄稼，你不可收割；没有修剪的葡萄树果
子，你也不可采摘；这一年，地要完全休歇。 6 地在安息年
的自然出产，是给你们作食物；就是给你，你的仆婢、雇工
和寄居的，就是与你们一起居住的人； 7 甚至你的牲畜，以
及你那地的走兽，都以安息年的出产作食物。 8 “你又要为
自己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个七年，你经过了七个安息年，
四十九年的日子以后， 9 在七月初十，你要吹角，在赎罪日，
角声要响遍你的全地。 10 你们要把第五十年分别为圣，向全
地所有居民宣布自由；这一年是你们的禧年，你们各人要归
回自己的地业，归回自己的父家。 11 第五十年是你们的禧年；
这一年你们不可耕种，也不可收割自然生长的，也不可采摘
没有修剪的葡萄树果子。 12 因为这是禧年，你们要当作圣年；
你们可以吃地里的出产。

利未记25 :1-12



我们要
做神创造物的
好管家

9 耶和华善待万有，
他的怜悯临到他一切所造的。

13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你的王权存到万代。

17 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是公义的，
他对他一切所造的，
都存着慈爱的心。

诗篇145 :9，13，17



反思 （ Reflection ）

• 您要在生活中做出什么改变，
以至能做神创造物的好管家？



我们要
信靠神的预备，
不要忧虑

27 这些活物都仰望你，
仰望你按时赐给它们食物。

28 你赐给它们，它们就拾取；
你张开你的手，它们就饱享美物。

诗篇104 :27-28



我们要
信靠神的预备，
不要忧虑

地和地上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世上的，
都是属于耶和华的

诗篇24 :1



我们要
信靠神的预备，
不要忧虑

13 亚伯拉罕举目观望，看见一只公绵羊，
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丛中；
亚伯拉罕就去取了那只公绵羊，
把它献为燔祭，代替自己的儿子。

14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
“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创世记22 :13-14



我们要
信靠神的预备，
不要忧虑

7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 神是我们的保障。

10 你们要住手，要知道我是 神；
我要在列国中被尊崇，
我要在全地上被尊崇。

诗篇46 :7，10



我们要
信靠神的预备，
不要忧虑

25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
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比
食物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 26 你们看
天空的飞鸟：它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
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们；难道你们不比它
们更宝贵吗？ 27 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
寿命延长一刻呢？ 28 何必为衣服忧虑呢？试想
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它们不劳苦，也不纺织。
29 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
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
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
给你们。

马太福音6 :25-29，33



我们要
信靠神的预备，
不要忧虑

25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
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比
食物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 26 你们看
天空的飞鸟：它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
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们；难道你们不比它
们更宝贵吗？ 27 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
寿命延长一刻呢？ 28 何必为衣服忧虑呢？试想
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它们不劳苦，也不纺织。
29 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
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
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
给你们。

马太福音6 :25-29，33



反思 （ Reflection ）

• 您为何忧虑？

• 您如何不忧虑？有何秘诀？



我们要
向天父祷告

7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
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8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
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9 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儿子向他要
饼，反给他石头； 10 要鱼，反给
他蛇呢？ 11 你们虽然邪恶，尚且
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
天上的父，难道不更把好东西赐给
求他的人吗？

马太福音7 :7-11



我们要
向天父祷告

9 我又告诉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10 因为所有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路加福音11 :9-10



我们要
向天父祷告

5 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
向那厚赐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
神祈求，他就必得着。 6 可是，他
应该凭着信心祈求，不要有疑惑；
因为疑惑的人，就像被风吹荡翻腾
的海浪。 7 那样的人，不要想从主
得到什么； 8 因为三心两意的人，
在他的一切道路上，都摇摆不定。

雅各书1 :5-8



我们要
向天父祷告

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诗篇121 :2



反思 （ Reflection ）

• 您在什么时候最难信靠神？

• 有什么会拦阻您向天父祷告？



我们不要
惧怕为了神
而受苦

所以那顺着 神的旨意而受苦的人，
要继续地行善，
把自己的生命交托那信实的创造者。

彼得前书4 :19



我们不要
惧怕为了神
而受苦

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 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彼得前书5 :7



我们不要
惧怕为了神
而受苦

3 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
4 他数点星辰的数目，

一一给它们起名。
5 我们的主伟大，大有能力；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6 耶和华扶持谦卑的人，

却把恶人丢弃在地。

诗篇147 :3-6



我们不要
惧怕为了神
而受苦

6 因此，你们要喜乐。然而，
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中或
许暂时会难过，

7 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
就比那被火炼过，
仍会朽坏的金子更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

彼得前书5 :6-7



反思 （ Reflection ）

• 无论信不信创造主，您都难以避免
会受苦？
那么信与不信又有何分别呢？



我们要
爱人类，
服侍人类

24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有的 神，既然是
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
25 也不受人手的服事，好像他缺少什么；
他自己反而把生命、气息和一切，赐给
万人。 26 他从一个本源造出了万族来，
使他们住在整个大地上，并且定了他们
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 27 要他们寻求
神，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他。其实他离
我们各人不远， 28 因着他我们可以生存、
活动、存在，就如你们有些诗人说：
‘原来我们也是他的子孙。’

使徒行传17 :24-28



我们要
爱人类，
服侍人类

不可压迫寄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
知道寄居者的心情。

出埃及记23:9



我们要
爱人类，
服侍人类

与你们一起寄居的外人，
要看他像你们中间的本地人一样；
你要爱他好像爱自己，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曾作过寄居的人；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

利未记19:34



我们要
爱人类，
服侍人类

17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 神，
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
伟大有力和可畏的 神；
他不徇情面，也不受贿赂。

18 他为孤儿寡妇伸张正义，
又把衣食给寄居的人。

19 所以你们要爱寄居的人，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人。

申命记10:17-19



我们要
爱人类，
服侍人类

26 你们因着信，
在基督耶稣里都作了 神的儿子。

27 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
都是披戴基督的，

28 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
作奴仆的或自由人，男的或女的，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
29 如果你们属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按照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加拉太书3:26-29



我们要
爱人类，
服侍人类

14 我的弟兄们，人若说他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15 如果有弟兄或姊妹缺衣少食，
16 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
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
需用的，那有什么用处呢？

17 照样，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
这信心就是死的。

雅各书2:14-17



我们要
爱人类，
服侍人类

16 主为我们舍命，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
应当为弟兄舍命。 17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
却硬着心肠不理，他怎能说他心里有 神的爱呢？ 18 孩
子们，我们爱人，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动和
真诚上表现出来。 19 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真理
的。即使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在 神面前我们也可以心安
理得，因为他比我们的心大，他知道一切。 21 亲爱的，
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在 神面前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了。 22 凡我们所求的，就必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
的命令，作他所喜悦的事。 23 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
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着他的吩咐彼此相爱。
24 凡是遵守 神命令的，就住在 神里面， 神也住在
他里面。凭着 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就可以知道
神住在我们里面。

约翰壹书3:16-24



反思 （ Reflection ）

• 有哪一些人是您难以爱他们的吗？
为什么？

• 您要如何才能爱哪些您不想爱的人，
并且去服侍他们？



我们要
阅读和学习
神的话语

你的手造了我，建立了我；
求你使我有悟性，
可以学习你的命令。

诗篇119:73



我们要
阅读和学习
神的话语

13 我用嘴唇传扬
从你口中所出的一切典章。

14 我喜欢你法度定下的道路，
如同喜欢一切财富。

15 我要默想你的训词，
重视你的道路。

16 我喜爱你的律例，
我不会忘记你的话。

诗篇119:13-16



我们要
阅读和学习
神的话语

5 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6 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要承认他，
他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

箴言3:5-6



我们要
阅读和学习
神的话语

5 你们要把握时机，
用智慧与外人来往。

6 你们的话要常常温和，
好像是用盐调和的，
使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回答各人。

歌罗西书4:5-6



反思 （ Reflection ）

• 您看重学习神的话语吗？为什么？
如何见得？



这是天父世界。
真是如此!

我们要单单敬拜神。

我们要做神创造物的好管家。

我们要信靠神的预备，不要忧虑。

我们要向天父祷告。

我们不要惧怕为了神而受苦。

我们要爱人类，服侍人类。

我们要阅读和学习神的话语。



第一章 创世之前（创一1）

第二章 神言出事成（创一章）

第三章 首先设立的，居于优先位置（创二章）

第四章 这是天父世界——真是如此？

第五章 伊甸园里的危险（创三章）

第六章 在舞台的中央——该隐（创四1-24）

第七章 前景暗淡时，当仰望神（创四25-六8）

第八章 挪亚的信心与挪亚的家人（创六9-七24）

第九章 赐予全新开始的神（创八章）

第十章 颂咏生命，颂咏生命（创九1-17）

第十一章 故事的其余部分（创九18-十32）

第十二章 当心！神在工作 （创十一章）

第十三章 回到基础 （回顾创一至十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