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课 4月21日至27日

救恩和末日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约14：9；番3：17；约1：1-3；罗8：38，39；诗91：15，16；启14：6，
7；弗1：4，5。

存心节

“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
就是爱了。”（约一4：10）

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宗教之间，有一项十分重大的差异。其他宗教大多
强调创教者的教导而非其为信众所行的事迹。这是因为无论创教者所行
之事为何，都无法拯救他们。这些领袖所能做的，只是努力教导人们如
何“自我拯救”。

相比之下，基督徒不只强调耶稣的教导，也重视他的事迹，因为耶稣所

做之事，是唯一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的方法。基督的道成肉身（罗8：

3）、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罗5：8）、他的复活（彼前1：3）和他在
天上的侍奉（来7：25），这些作为都是为拯救我们而做。那当然不是
我们自己的任何作为。“如果你要收集人一切的善行，圣洁，尊贵和可
爱之处，然后把这个主题作为人类的救恩或功劳的必要部分呈现给上帝

的天使，这个提议必会被当作叛逆拒绝。”─怀爱伦，《信心与行
为》，原文第24页。

这个奇妙的真理，对身处在末日危险和欺骗中的我们而言尤其重要。

■研究本周学课，为4月28日安息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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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4月22日

安息日學研经指引／學課‧2018年第2季‧4～6月

【天父的爱】

在被钉十字架不久前，耶稣告诉门
徒，人们可以怎样透过他到天父那
里去。正是那时腓力说：“求主将
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
（约14：8）

耶稣怎样回答腓力呢？约14：9。他
的回答教导我们该如何认识天父呢？
他的回答应当消除人们对天父的哪些
误解呢？

有人说相比新约《圣经》中满有怜
悯、恩典和饶恕的上帝，旧约《圣
经》中的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
这是在两者之间做了不合理的区
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
中的上帝乃是同一位，具有同样的
特点。
基督来到世上的一个原因乃是揭示
关乎父上帝的真理。数世纪以来，
有关父上帝及其品格的错误观点已
变得很普遍，不只在异教徒中，在
上帝所拣选的国家中也是如此。
“世人既误解了上帝，大地就黑暗
了。所以为了使幽暗的世界重见光
明，使人类与上帝重归于好，撒但
欺骗的权势必须予以粉碎。”─
怀爱伦，《历代愿望》，原文第22

面。这些是耶稣来这个地球的原因
之一。
上帝从不改变。如果我们完全了解
旧约《圣经》中各事件的真相，我
们将会发现旧约《圣经》和新约
《圣经》中的上帝同样满有怜悯慈
爱。《圣经》宣告说：“上帝就是
爱。”（约一4：8），而且上帝不
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
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13：
8）
请不要忘记被钉十字架的，也是旧
约中的上帝。
这位上帝亦是有恩惠、怜悯、不轻
易发怒的（诗145：8）。上帝有永
恒的爱（诗 143 ： 8 ），并以他的
跟从者为喜乐（诗147：11）。上
帝定意赐福人并赐给他们希望（耶
29：11）。借着他的爱，他将不再
谴责而是因他的百姓快乐欢呼（番
3：17）。这正是对父上帝的真实
描述。
请思考“耶稣代表父上帝”的这个事
实。特别是对于时常惧怕上帝的人
们，为何这是一个如此奇妙和充满希
望的真理呢？

星期一

4月23日

第4课／救恩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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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爱】

罪恶把人类与上帝分开了；他们之
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除非这个鸿
沟合上，人类注定永远灭亡。这个
鸿沟是幽深危险的。罪的问题需要
付出惊人的代价来解决，并重新联
合有罪的人类与公义圣洁的上帝。
这需要一位如上帝般永恒、神圣的
一位取了人的样式，借着所披戴的
人性，甘愿为我们的罪献己为祭。

请读约1：1-3，14和腓2：5-8。它
们教导我们怎样认识“耶稣是谁”
呢？

凭他内在的神能，而是透过倚靠那
同样赐予全人类的外在神圣能力。

耶稣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

人。这表示那“常用他权能的命令
托住万有”（来 1 ： 3 ）的与“卧

在马槽里的那婴孩”是同一位（路

2：16）。这也意味着那“在万有

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的（西

1：17）与“智慧和身量增长”的
那孩童是同一位（路2：52）。这

更显示出“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
的”那位（约 1 ： 3 ）与“挂在木

头上被杀害的”是同一位（徒 5 ：

30）。
基督是永恒的，且他的存在不依赖

任何其他事物。他是上帝─不只
是有上帝的外表，而是上帝本身。
他的本性是神圣、永恒的。耶稣保
留了他的神性但变成了人，为要

在肉身遵守律法并替凡违反律法的
人牺牲，也就是我们各人（罗 3 ：

23）。

基督变成了人，与人类相比没有任
何优势。他遵守上帝的律法，不是

如果这一切都向我们揭示基督对我
们的爱，以及基督对我们的爱正是
表现天父对我们的爱，我们当然有
理由欢喜快乐和感恩！

请读罗8：38，39。我们今天所读的
内容怎样为我们提供有力的理由，来
相信保罗在此所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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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4月24日

安息日學研经指引／學課‧2018年第2季‧4～6月

【圣灵的爱】

圣灵常被人们所误解，几乎如天父
被人误解一样。有些神学家认为圣
灵是天父上帝与子上帝之间的爱。
换句话说，圣灵只是圣父与圣子之
间的感情。这意味着他被削弱为三
位一体上帝中两位之间的关系，而
非三一真神中的一位。

可是《圣经》证明了他独有的位
格。基督徒是奉他的名并圣父和圣
子的名受洗（太28：19）。圣灵荣
耀基督（约16：14）。圣灵使人知
罪（约16：8）。他会忧伤（弗4：
30 ）。他是一个安慰者（约 14 ：
16）、帮助者和顾问。他教导（路
12：12）、代求（罗8：26）和使
人成圣（彼前1：2）。基督说圣灵
引导人们进入一切真理（约 16 ：
13）。
简而言之，圣灵是上帝，如父上帝
和子上帝一样。他们全体是一位上
帝。
圣灵所做的一切都展现了神圣的爱。
他有哪些作为呢？路12：12，约
16：8-13，徒13：2。

圣灵是上帝的最大证据乃是基督的

道成肉身。耶稣是为圣灵所生（太
1：20），只有上帝才能如此“创
造”。
圣灵为基督行了两个完全对立的神
迹。第一，他把无所不在的基督带
入马利亚的腹中。基督以他为人的
肉体升天。第二，透过不可言喻的
神迹，圣灵将因承受人性而有所限
制的基督带到世上，并使他与普世
的基督徒同在。
因此，圣灵与圣父圣子共同为拯救
我们而工作。“三一上帝被他们对
人类的怜悯所激励，圣父，圣子和
圣灵皆献身于实施伟大的救赎计
划。”─怀爱伦，《论健康》，
原文第222页。
圣父、圣子和圣灵都同样爱我们，
并为拯救我们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
而工作。我们怎能忽视如此伟大的
救恩呢？
圣父、圣子和圣灵皆为我们永恒的利
益而工作，我们可以从这个事实获得
多么大的安慰呢？

星期三

4月25日

第4课／救恩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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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的保证】

有些复临信徒怀疑他们能否得救。
他们缺少保证并渴望知道他们的未
来，也就是永生。他们努力追求善
行美德，但知道而去行的却远远不
够。他们审视自我，却找不到什么

诗91：15，16

珥2：31，32

来激励他们面对人生的旅程。

在我们看到耶稣的品格和我们之间
的巨大差异时，或者在我们读到诸
如“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

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太 7 ：

14）的经文时，我们谁没有怀疑过

约10：28

罗10：9-13

我们能否得到永生呢？

为了末时做准备，人们一定要在当
下拥有救恩的保证。为了不惧怕未
来，他们一定要以救恩为乐。然

而，正如我们所知，永活的三一上
帝在同心协力拯救我们。因此，我
们可以、也应当满怀救恩的保证来
生活。

请阅读以下经文。有关救恩以及上帝
为我们做过的事和将来的应许，这些
经文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希望和保证
呢？

约一5：11-13

我们蒙召，乃至受吩咐过圣洁的生
活，但这是蒙基督拯救的结果，而
非达成救恩的手段。虽然我们务要
忠心且至死忠心，但我们同时也一
定要仰赖基督的恩赐作为我们救

恩的独一希望。上帝的百姓在末日
将会忠心和顺从，这种忠心和顺从
完全源于确信基督已为他们所成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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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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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福音】

请阅读启14：6，7。什么是“永远
的福音”呢？

福音在此被描述为“永远的”。这
是上帝不改变的进一步确证。一位
不变的上帝有一个不变的福音。这
永远的福音向凡愿意接受它的人都
给予了保证。福音展现了上帝不变
的爱，需要向全世界宣告的正是这
个信息。每个人都需要听到福音，
这正是上帝呼召他的百姓传扬福音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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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爱我们，就按
着自己的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
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弗
1：4，5）这两节经文怎样更清楚地
指出福音“永恒”的性质呢？

“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蒙拣
选。这指着“永远”的福音！在这
个世界被造以前，上帝的计划乃是
让我们在他里面得到救恩。

请仔细读这些词语：“拣选”、
“预定”、“喜悦”、“接纳／得
名分”。看看这两节经文多么清楚
地指出上帝愿我们“在他里面”得
永生。并且上帝在久远的过去为我
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实（参看帖后
2：13，提后1：9），都清楚地指
明他的恩典，证明我们的救恩不是
源自我们的能力或其他功劳，而是
完全由上帝慈爱品格所产生的作
为。如果我们要在存在以先蒙拣
选，在基督里面得救恩，救恩怎么
可能会出于我们的作为呢？选择在
我们，我们是否接受或拒绝救恩。
这个拣选是怎样在蒙拣选的人们的
生活中表露出来呢？“在他面前成
为圣洁，无有瑕疵。”（弗1：4）
这也是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所在。

我们蒙召在基督复临以前向全世界传
扬“永远的福音” ─ 这是末世信
息的一部分。在我们与别人分享之
前，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并在我
们的个人生活中真实地经历“永远的
福音”呢？

星期五

4月27日

第4课／救恩和末日

进修资料

我们可以有救恩的保证，但是我们
决不可在救恩上自以为是。有没有
救恩的虚假保证呢？当然有！并且
耶稣对此发出警告说：“凡称呼我
‘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

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
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
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
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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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吗？或者难道我们不是奉你的名
做了这一切吗？”看看吧！为了试
图在上帝面前自我辩护而指向他们
自己的作为，他们离开了基督有多
远呢？那惟独能拯救的，乃是借着
信而归于我们的基督的作为。你想
要保证吗？顺从上帝的律法并单单
依靠基督之义的功劳，你就会拥有
所需要的一切保证。
讨论问题

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

1马丁‧路德曾说：“在我倚靠自己

（太7：21-23）。

倚靠耶稣时，我不知道我可以怎样灭

一，就算他们曾经奉上帝的名做过

呢？为何始终把这种观点摆在我们面

意，也就是遵守他的律法。耶稣没

2请进一步思考：我们在世界被造以

们不是“没有错误”或“不完全”

着每个人都会得救呢？如果人们没有

描述他们为“违法的”（希腊原文

呢？还是因为他们所做的选择？请在

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这些人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

时，我不知道我可以怎样得救。在我
亡。”这句话中有什么伟大的智慧

伟大的事，却没有遵行上帝的旨

前是个好主意呢？

有说，你们“不是无罪的人”或你

先蒙拣选得救恩。为什么这不是意味

的人“离开我去吧”。相反的，他

得救，那是因为上帝没有拣选他们

anomian的另一种译法）人或“没有

课堂上讨论这个问题。

律法”的人。第二，注意他们如何

3善恶之争的真实场景怎样帮助我们

“难道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做这做那

上，罪恶仍然存在的事实呢？

强调自己以及他们所成就的事情：

面对在圣父、圣子和圣灵所爱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