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课 3月31日-4月6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2季‧4～6月

宇宙之争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结28：1，2，11-17；创3：1-7；启12：1-17；罗8：31-39；启14：12。

存心节

“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
作见证的。”（启12：17）

宇宙的大斗争─有时被称为“善恶之争”，是《圣经》的世界观。它

形塑了我们的世界、乃至全宇宙都将上演的大戏幕后背景。罪恶、痛
苦、死亡、国家的兴亡、福音的传播、末日大事件等等，这些全都发生
在宇宙大斗争的背景下。

本周我们将会看看这场斗争会占领的几个重要据点。它莫名其妙地从一

个完美的天使─路锡甫心中兴起，然后他又转而利用完美的人─亚
当和夏娃的堕落，将他的背叛带到了地球。从这两个“支点”延伸，即
路锡甫的堕落和随后我们始祖的堕落，善恶之争就此生根，并从那时起
不断地疯狂蔓延。我们每个人都卷入了这幕宇宙的大戏中。

好消息是它将来有一天不但要终止，而且它将会以基督对撒但的完全胜
利而结束。并且更好的消息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全得胜，我们每
个人都可以共享他的胜利。作为胜利的一分子，在我们等候复临的耶稣
向我们应许的一切时，上帝呼召我们选择相信和顺从。

■研究本周学课，为4月7日安息日作准备。

星期日

4月1日

第1课／宇宙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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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天使的堕落】

如果宇宙的大斗争确立了《圣经》
世界观的背景，这便导向了很多问
题。一项重要问题是，“它是怎么
开始的？”因为一位慈爱的上帝创
造了宇宙，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罪
恶、暴力和斗争，最初在创造时一
定不存在。这场斗争的兴起必定与
最初的创造无关，也肯定不是创造
的必然结果。不过，这场斗争却发
生了，它是真实的，而且我们每个
人都被卷入其中。
请读结28：1，2，11-17和赛14：
12-14。这些经文怎样向我们讲述了
路锡甫的堕落和罪恶的兴起？

路锡甫曾是天上完美的天使。罪恶
怎么会在他里面发生呢？特别在那
样完美的环境里。我们不知道。也
许这正是《圣经》讲论“不法的隐
意”（帖后2：7）的原因。
除了上帝把自由意志赐给一切有智
慧的受造物这项事实之外，路锡甫
的堕落是毫无理由的。如同怀爱伦
如此深刻地论述到，“我们固然不

能解释罪的起源以便说明罪存在的
理由……罪乃是一个侵入宇宙的
仇敌，它的出现是毫无理由的。
它是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原谅它
就等于袒护它。如果能找出一点
足以原谅它的理由，或是指出它
存在的原因，那么罪就不成其为
罪了。”─ 怀爱伦，《善恶之
争》，原文第492、493页。
若用“邪恶”取代“罪恶”这个
词，以下说法也相通。我们固然不
能解释恶的起源，以便说明恶存在
的理由……邪恶乃是一个侵入宇宙
的仇敌，它的出现毫无理由、神秘
而不可思议，为它找理由就等于袒
护它。如果能找出一丁点理由，或
是指出它存在的原因，恶就不再是
恶了。
请思考你使用自由意志的亲身经历。
我们为什么要本着祈祷和谨慎的态
度思考我们使用自由意志所做的选择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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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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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知道”】

虽然我们不能解释罪恶的起源（因
为它的存在完全没有理由），但
《圣经》指出它源于天上、从路锡
甫的心里开始。除了我们从怀爱伦
的著作中所得到的奇妙见解以外
（比如参看《善恶之争》中“罪恶
的起源”一章），经文中并没有过
多讲述它在天上是怎样发生的。至
于它是如何在地上开始的，上帝的
话语则有明确的描述。
请阅读创3：1-7。这里哪一部分指
出，亚当和夏娃对于所发生的事情上
有罪责呢？

非常遗憾的是夏娃清楚知道上帝
曾经怎样吩咐他们。她覆述说：
“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
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创
3 ： 3 ）。虽然就《圣经》的内容
而言，没有什么有关“摸分别善恶
树”的话，但是她知道吃分别善恶
树上的果子必会导致死亡。
撒但当时公然地反驳这些话语。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创3：4）

这个对比是多么鲜明呢？然而狡猾
的撒但最先接近她，一旦吸引了她
的注意并看到她没有抵挡时，他便
公然挑战上帝的命令。可悲的是夏
娃接下来所做的并不是出于她无
知。她不能声称：“我不知道，我
不明白。”
因为她确实知道。

然而尽管知道，她毕竟还是做错
了。如果在伊甸园的完美环境中，
知识都不足以阻挡夏娃犯罪（接
下来轮到也对真理心知肚明的亚
当），我们更不应当欺骗自己，认
为如今单单凭知识就足够拯救我
们。是的，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话
语。可是在了解上帝的话语以外，
我们也需要顺服，来听从上帝的吩
咐。
上帝说东，撒但说西。虽然亚当夏娃
有知识，但他们选择了听从撒但。请
思考过去几千年这样的事是如何一再
上演。我们该如何避免犯下同样的错
误呢？

星期二

4月3日

第1课／宇宙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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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和地下的战争】

我们始祖的堕落使全世界陷入了
罪、恶行和死亡之中。人们也许在
直接原因或应归咎谁两方面有不同
看法，但谁能否认混乱、暴力、动
乱和冲突对我们每个人带来的伤害
呢？
我们讲到了宇宙的大斗争、一场天
地间的冲突，而且那是真实的。不
管这场冲突的宇宙起源是什么，它
也在地球上演。事实上，有很多
《圣经》历史，从伊甸园的堕落直
到耶稣复临的末日事件，都是《圣
经》从不同方面对善恶之争的展
示。我们生活在这场善恶之争当
中。上帝的话语为我们诠释了当前
所发生的事，其背后隐藏的真相，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将如何终
止。

请阅读启12：1-17。这一章描述了
在天上和地下展开的哪一场战争呢？

我们看到了天上的战争和地上的战
争。第一场战争是在龙（撒但，启
12 ： 7 - 9 ）和米迦勒（希伯来文意
为：像上帝的人）之间发生的。反
叛的路锡甫变成了已知的撒但（仇

敌），他只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
却来反叛永恒的创造主─耶稣。
（来1：1，2；约1：1-4）
路锡甫背叛了他的创造主。善恶之
争不是关乎两位决斗的神；它是关
乎一个反叛创造主的受造物，如何
透过攻击他一切的创造来表现这种
背叛。
在天上攻击基督的战争失败以后，
撒但设法在他道成肉身、刚出生
以后在地球上紧咬着他不放（启
12：4）。他在攻击基督的战争中
败下阵来，在旷野中，甚至后来在
十字架上又企图试探未果，一直到
在髑髅地他清楚知道自己的失败已
成定局之后，他开始转而攻击上帝
的百姓。这场战争在基督教的许多
历史进程中都存在（启12：6，1416 ），并将延续到末日（启 12 ：
17），直到撒但在基督复临时再次
面对失败。
请阅读启12：10-12。在经文所揭示
的各种斗争和冲突之间，我们从中可
以找到什么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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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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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

启示录预言了上帝的百姓在漫长的
历史时期之中将要面对的迫害。启
示录12：6中，1260日的预言（参
看启12：14）意味着教会遭受逼迫
的1260年。
“这样的逼迫在尼禄皇帝统治之
下，约在保罗殉难时开始，或弛或
张地延续了两百多年。基督徒被诬
告犯了一些最严重的罪，并被控为
饥荒、瘟疫、地震等大灾难的祸
根。当他们成了群众仇恨和猜疑的
对象时，有许多人为了财利，以告
密的手段出卖无辜的人们。他们被
定为叛国的匪徒，宗教的死敌，和
社会的毒害。无数的人被抛给斗兽
场中的野兽或被活活烧死。”─
怀爱伦，《善恶之争》，原文第88
页。
与此同时，妇人（教会）逃往了旷
野（启12：6）。《圣经》两度描
述她有两个翅膀像鹰。这形象生动
地给予读者一个画面，描述她飞向
了安全之地。她在旷野里得蒙眷
顾，而且蛇或撒但不能伤害她（启
12 ： 14 ）。上帝始终保护着他的
一群余民，即便在两次大迫害中，
而且他还会在末日如此保护他的儿
女。
在世界末日危险的背景下，基督向他
的子民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

到世界的末了。”（太28：20）面
对基督的很多门徒为福音殉道牺牲，
我们怎样理解这个奇妙的应许呢？
（参看罗8：31-39和太10：28）

不管是逼迫、饥荒或死亡，没有什
么能把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不论
是现在还是到了末日，基督与我们
同在并非意味着我们不会遭受疼
痛、苦难、试炼或死亡。《圣经》
从未应许我们今生有此豁免权。主
的应许乃是指透过基督和他为我们
所做的一切，我们可以心怀盼望，
并倚靠应许而活，那就是在这些试
炼中上帝与我们同在，以及我们有
新天新地里永生的应许。我们可以
满怀盼望地活，因为不论我们此生
将经历什么，像保罗一样，我们可
以确信“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
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
爱慕他显现的人。”（提后4：8）
我们这群“爱慕他显现”的人也可
以坚信这个盼望和应许。

星期四

4月5日

第1课／宇宙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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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与福音】

作为复临信徒，我们的名字充分

福音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意味着

日”(the Seventh-day）代表的是第七

了，但借着信靠基督在十字架上为

见证了我们代表的身份。“安息

日的安息日，这表明我们不只相信
一条诫命，而是相信十诫的每一条
诫命。而“复临信徒”（Adventist）

意味着我们相信耶稣的第二次降

临，这一真理完全基于耶稣第一次
降临时用他的赎罪所成就的牺牲。
因此，我们的名字Seventh-day Adventist

（第七日复临信徒）指出现代真理
的两个关键与其不可分割性，这两
者便是律法与福音。

虽然我们因违背上帝的律法犯罪

我们所做的，我们违犯律法的罪可
以得蒙赦免。同时，上帝还赐给了
我们完全顺从律法的能力。

难怪在末日的大背景下，当善恶之
争以前所未有的疯狂态势进行时，
《圣经》用非常特别的方式描述上
帝的百姓。

请阅读启14：12。这节经文怎样揭
示律法与福音之间的联系？

这些经文怎样指出律法与福音是紧密
相连的？
耶 44：23

作为复临信徒 ─ 一群相信并顺从

上帝律法的基督徒，我们可以怎样向
罗3：20-26

别人指出对律法顺从并不是律法主
义，而是一个人爱上帝和蒙他拯救的
自然表现呢？申11：1和约一5：3等
经文如何支持这个观点？

罗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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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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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资料

讨论问题

请阅读启12：9-12和怀爱伦所�的

1我们有什么《圣经》证据指出了撒

容许罪？”

可以怎样帮助人们明白撒但真实存在

《先祖与先知》第33-43页，“为何

“只要一切受造之物能以爱心效忠
上帝，则全宇宙就都完全和谐了。

但及其在善恶之争中的角色呢？我们
的事实，而不是存在人们心中的罪恶
象征呢？

天上的众军都乐意遵行创造主的旨

2作为复临信徒，我们在有关《圣

扬赞美他的话为喜乐。当他们以

虽然这是极好的，但为何这种真理的

意。他们以反照他的荣耀，并以传
爱上帝为至上时，则他们彼此之间
的爱是坦白无私的。没有一点不协
之音破坏天庭的和谐。可惜这种幸

经》真理的丰富知识上蒙受了大福。
知识不足以拯救我们呢？除了知识
外，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福的环境起了变化。有一位竟滥

3在你的人生中，你有哪些经历耶稣

权。罪恶起源于一个位分仅次于基

面对生活艰难的时期呢？

用了上帝所赐给受造之物的自由

的方式呢？这些经历可以怎样帮助你

督，原是被上帝所最重看，也是在

4请在课堂上分享“以爱心效忠上

位。”─ 怀爱伦，《先祖与先

我们更明白律法与恩典，以及信心与

众天使之中最有权柄最有荣耀的一
知》，原文第35面。

帝”这个观点。此观点可以怎样帮助
顺从之间的关系呢？它在爱的观念中

请留意怀爱伦的言语，“以爱心效

所含有的自由上有什么启示呢？我们

深刻，指向了一个事实：爱带来忠

诚”呢?

忠上帝”。这个有力的短语，意义
诚和信靠。一个爱伴侣的配偶会以
忠贞来显示这种爱。天上众生皆是
如此，我们当今与上帝的关系也应
当这样。

如今有哪些方式可以显示“爱的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