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課

安息日學研經指引‧高級學課‧2017年第2季‧4～6月

5月27日－6月2日 安息日下午

預言與《聖經》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賽53：1－12；但7：13－14；彼後1：16－20；太17：1－6；提後3：15－17。

存心節
「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你們在這預言上留意，直等到天發亮晨
星在你們心裡出現的時候，才是好的。」（彼後1：19）

在我們繼續研究彼得的書信時，有一點是值得我們去注意的：彼得對他
所寫的話有高度的自信和把握。我們可以看到保羅也是這樣：對他們所
宣講的耶穌基督和十字架都有明確和堅定的信念。
在本週所要研究的經文裡，我們將看到彼得更多的這種把握。他甚至告
訴我們，他為什麼有這樣的把握。他說，我們不相信「乖巧捏造的虛
言」（彼後1：16）—如那些當代異教所教導的神話。相反的，彼得
確定他所相信的，其中有兩個原因。
首先，他親眼看見「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彼後1：16）。但是第二，
也許更重要的是（因為幾乎所有其他人都不曾親眼見過祂）那「更確的
預言」（彼後1：19）了。彼得又帶領讀者回到《聖經》去，尤其是談
論耶穌的預言章節，指《聖經》確切地肯定了耶穌。毫無疑問，這些
也都是耶穌親口提出預言到祂自己的同樣幾段經文（太26：54；路24：
27）。所以，如果耶穌和彼得都嚴正地看待《聖經》的話，那我們自己
又怎敢與他們背道而馳呢？

■研究本週學課，為6月3日安息日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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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5月28日

安息日學研經指引‧高級學課‧2017年第2季4～6月

【舊約中的耶穌】
彼得由始至終都以一種非常確定的
態度來寫他的信。他知道他在說什
麼，因為他認識他所談論的那位。
其中一個緣由是，他知道耶穌就是
《舊約》先知所指出的那一位。
彼得信靠成文的道《聖經》，這有
助於讓他知道這個道已經「化成肉
身」了（約1：14）。
在彼前1：10－12，彼得為他的讀
者指向希伯來文《聖經》，指向舊
日的眾先知，並他們所教導有關耶
穌的預言。根據彼得，聖靈在《舊
約聖經》中揭開了關於耶穌的兩項
重要真理：基督的受難和隨之而來
的榮耀（彼前 1 ： 11 ）。這兩項真
理都可以在整本希伯來文《聖經》
中找到。
這些經文教導我們什麼關於《舊約》
如何預言耶穌的來臨？詩第22篇；賽
53：1－12；亞12：10；13：7；耶
33：14－15；但7：13－14。

在彼前1：10－12，彼得向他的讀
者作出保證說，他們在救恩歷史上
佔了一席非常特殊的地位。他們所
得的啟示，遠比舊日眾先知所得的
更多。眾先知確實針對他們自己的

時代發言，但他們所傳信息的關鍵
部分，仍要等到基督降臨時才會應
驗。
眾先知所預言的一些事只有在彼得
的讀者生存的年代中應驗。這些讀
者有幸能夠從「那靠著從天上差來
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的口
裡聽到連天使也渴望知道的真理
（彼前 1 ： 12 ）。人們因為有福音
傳給他們，便比往日的先知更詳細
地了解救贖主的受難和屈辱之性
質。當然，他們也像我們一樣需要
等待那「後來得榮耀」（彼前 1 ：
11）的時候。這些預言的頭一部分
既然已經應驗，那麼我們可以肯
定，最後的部分也終必應驗。
你在你的生活中見過哪個《聖經》中
的應許兌現了呢？哪些應許你還在等
待著它們的兌現？它們對你有什麼意
義？你如何能學會不管在什麼情況下
都要抓緊這些應許？

星期一

5月29日

第10課‧預言與《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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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眼目睹祂的威榮】
讀彼後1：16－18。彼得宣稱他還有
什麼其它的證據來顯示他對耶穌的信
心？

除了眾先知的預言之外，彼得還親
眼見過他所傳講的許多事件。他
說，基督教不是建立在「乖巧捏造
的虛言」（彼後 1 ： 16 ）之上的，
而是建立在歷史上的真實事件，即
他親眼目睹的事件上。
根據福音書的記載，在耶穌生平與
事工上的許多關鍵事件中，彼得都
在那裡。耶穌傳道、教導、和行神
蹟的時候，他都在那裡。從早期捕
獲滿船魚的神蹟（路 5 ： 4 － 6 ），
一直到耶穌復活之後在加利利海邊
向他和同行的人顯現的經歷（約
21：15），彼得都目睹了當時所發
生的許多事故。
在彼後1：17－18，彼得尤其專注於
哪一件事，是他親眼見過的？這件事
有什麼特殊意義？

彼得特別指出一件他所親眼見到的
事：耶穌的變像。耶穌帶著彼得、
雅各、和約翰三人與祂一同上山
去禱告（路 9 ： 28 ）。在山上的時
候，耶穌就在他們眼前變了形像。
祂臉面發光，衣裳也潔白放光（太
17：2；路9：29）。摩西和以利亞
兩個人來到祂身邊，然後天上有聲
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
的。」（太17：5）
彼得在他與耶穌同在的日子裡看到
了很多事情；然而這件事脫穎而
出。它揭示了耶穌就是上帝的兒
子，祂在地上所過的日子都是上帝
所安排的，而祂也與天父有著非常
特殊的關係。即使彼得見到了這一
切的事，然而這件事—其中包括
「這聲音從天上出來」（彼後 1 ：
18）—正是他寫這封信的焦點。
想想在你的屬靈和信仰生命中有哪件
事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印象。是哪一件
事？它如何影響你？它對你今天還有
什麼意義呢？你為什麼認為它產生了
這樣的影響？在安息日學課班上分享
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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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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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心裡的晨星】
「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
照在暗處。你們在這預言上留意，直
等到天發亮晨星在你們心裡出現的時
候，才是好的。」（彼後1：19）仔
細讀這段經文。彼得說了什麼即使到
今天仍然對我們如此重要的話呢？

星」乃是指耶穌而言（啟2：28；
22：16）。耶穌在他們心裡出現的
意思似乎是指認識耶穌、完全投靠
祂、並在他們個人生活中體驗活生
生的基督之現實。耶穌不應該只是
一個教義；祂應該是我們生存的核
心，和我們盼望和信心的源頭。所
以，彼得在我們研究上帝的道，與
我們和「晨星」耶穌享有得救的關
係之間，創建了一個明確的關連。

我們可以在《聖經》中許多的地
方看到光明與黑暗之分（創1：4；
賽5：20；約1：5；弗5：8），彼
得這句話也不例外。對於彼得而
言，上帝的道就像燈光照耀在「暗
處」（也有人把「暗」字譯成「骯
髒」、「邋遢」）。所以他如此明
確地說，我們需要「留意」這光，
並遵循它，直等到「天發亮晨星在
（我們）心裡出現的時候。」我們
都是墮落的人類，生活在一個墮落
和黑暗的世界上。我們需要上帝超
自然的力量，來帶領我們走出黑暗
並進入光明，而這光就是耶穌。

當然，有了亮光照耀著我們的心，
我們要將它傳給他人。「全地都將
蒙受上帝真理的光照。這光將要照
耀到各地各民。而且這光也要從那
些已經領受了的人身上照射出去。
那晨星已經在我們心裡出現了，所
以我們要將它的光閃耀在那些行在
黑暗中之人的腳前。」—懷愛倫
著，《基督徒經驗談》第37章，原
文第220頁。

彼得向他的讀者指出了一個目標。
有些人認為，「直等到天發亮」這
句話是指耶穌的第二次降臨。雖然
基督復臨肯定是我們最終的盼望，
不過「晨星」在你心裡出現這個概
念聽起來更即時，更個人化。「晨

你個人的查經如何幫助你更認識耶穌
呢？

星期三

5月31日

第10課‧預言與《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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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確的預言】
讀彼後1：19－21。彼得指的是什麼
預言？當他說，經上所有的預言，沒
有可隨私意解說的時候，他是什麼意
思呢？

當彼得強調基督教不是建立在乖
巧捏造的虛言之上時（彼後1：
16），他提供了兩項證據：第一，
親眼的見證（彼後1：16－18）；
第二，《聖經》上的預言（彼後
1 ： 19 － 21 ），這也是他之前所提
過的論點（彼前1：10－12）。
彼得還指出，「經上所有的預言，
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彼後
1 ： 20 ）彼得的言下之意，並沒有
禁止我們私自研究《聖經》，若
是這樣，他就不會在彼前1：13說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或「預備
你們的心以便行動」（英文新修訂
標準版）。彼得還讚揚古代眾先知
詳細的尋求考察他們所獲得的預言
之意思（彼前1：10）。
那麼彼得的意思是什麼呢？新約的
教會是共同邁進和共同研經的。
基督徒屬於一個大團體（林前12：
12－14）。彼得在這裡告誡信徒在
他們研經的過程中不要拒絕來自信

徒群體的任何見解。我們在與他人
互動的時候，作為群體我們可以共
同成長。聖靈的工作是影響整個教
會群體和其中的個人的。任何見解
都可以彼此共享，使之純化和深
化。但那孤行己見、不肯接受別人
意見的人，很可能會得出錯誤的詮
釋，尤其是在詮釋預言的時候尤為
如此。
在接下來的經文裡，我們找到一個
很好的理由，來解釋彼得為何作出
這樣的觀察。他的基督徒受眾正面
臨假先知和假師傅在他們當中的威
脅（彼後2：1）。彼得便敦促他們
在詮釋《聖經》這方面要順服教會
整體的領導。有多少人因為拒絕聽
從聖靈所領導的信徒群體之勸告而
誤入狂熱主義和謬道的歧途呢？古
時候有這種危險，而今天也仍然有
同樣的危險。
為什麼接受廣大教會的勸告和勉言如
此重要呢？與此同時，我們在順服別
人的事上應該到什麼程度？這方面有
什麼限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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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6月1日

安息日學研經指引‧高級學課‧2017年第2季4～6月

【我們生活中的道】
正如我們先前所見，彼得非常重視
《聖經》。彼後1：19－21有力地
肯定了《聖經》對於我們基督徒的
經驗和對於《聖經》本身的神聖啟
示之重要性。我們在彼後 1 ： 21 清
楚地看到他這個論點。《聖經》不
是出於人的旨意或人的設計，像其
它書籍一樣。這本書是藉著聖靈的
能力感動了「屬上帝的聖人」而產
生的。
讀提後3：15－17。這段經文如何幫
助我們了解《聖經》在我們生活中的
作用？它如何加強彼後1：19－21的
真理？

在警告過了提摩太關於他和教會所
面臨的危險之後，保羅提出了一個
簡要的概述來說明《聖經》的重要
性。「《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
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 3 ：
16）
讓我們來看看以下這三點：
教 訓 ： 教訓是指教會的教義或教
導。它表達了教會對各種在《聖
經》中被視為重要的課題所抱持的

信念。在理想的情況下，各項教義
都應以基督為中心，且應教導我們
一些能幫助我們懂得如何按著上
帝「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12：
2）來生活的事。
引 導 ： 保羅告訴提摩太說，《聖
經》於「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
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 3 ：
16）彼得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
說，《聖經》中的預言就像一盞明
燈照耀在暗處（彼後 1 ： 19 ）。換
句話說，《聖經》引導我們如何生
活，並且告訴我們什麼是正義，什
麼是錯誤的行為。《聖經》是由聖
靈所默示的，就是上帝旨意的彰
顯。
「得救的智慧」：當保羅說《聖
經》能使我們「有得救的智慧」
（提後3：15）時，他的意思是
《聖經》把我們指向耶穌。救恩是
建立在相信耶穌為我們的罪而死的
基礎上的。
教義、道德指引、救恩的知識：難
怪上帝的道就像「燈照在暗處，
直等到天發亮晨星在你們心裡出
現……」（彼後1：19）

星期五

6月2日

第10課‧預言與《聖經》

進修資料
「每一個有理性的人首要和最高的
任務乃是在《聖經》中查明什麼是
真理，然後行在光中，並鼓勵別人
去效法他的榜樣。我們應當每天殷
勤研究《聖經》，仔細揣摩其中的
每一個思想，以經文對照經文。靠
著上帝的幫助，我們必須自己作出
結論，因為人人必須在上帝的臺前
為自己作交代。」
「《聖經》中最明顯的真理已經被
一些有學問的人籠罩在懷疑黑暗之
中了。他們自以為大有智慧，便教
訓人說，《聖經》有一種奧妙而神
祕的靈意，是不露在字面上的。這
等人乃是假師傅。耶穌曾論到他們
說：『你們……不明白《聖經》，
也不曉得上帝的大能。』可12：24
《聖經》中的話，除了一些明顯是
採用表號或比喻之外，都應當按照
其明白的意思解釋。基督已經應許
說：『人若立志遵著祂的旨意行，
就必曉得這教訓。』約7：17 人們
若能按照《聖經》字面上的教訓去
行，同時，也沒有假師傅在旁引誘
並混亂他們的思想，那就必能完成
一番足以使眾天使歡樂的工作，而
現今那些還在謬論之黑暗中流浪的
人，也必成千成萬地歸入基督的羊
圈了。」—懷愛倫著，《善惡之
爭》第37章，原文第598－5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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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1 在尋求清楚地了解《聖經》這個
努力上，還涉及什麼其它的重要原
則呢？
2 馬丁‧路德寫道：「《聖經》是
它自己的光。」他的意思是，《聖
經》中蘊含著根本的合一，而且其
中一部分可以用來幫助我們了解其
他的部分。你能找到這個原則的一
些例子嗎？
3 在班上，複習你在星期一的問題
上（哪件事或哪些事大大地影響了
你的基督徒經驗）所給的答案。這
些事件有什麼相同之處？你可以從
彼此的經驗中學到什麼？
4 如果有人問你，研究《聖經》如
何可以加深你與主的經驗，你會怎
樣回答？你可以從你自己藉著研究
《聖經》來認識主耶穌的經驗中汲
取什麼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