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课 5月5日至11日

律法的“改变”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罗8：1； 7：15-25；罗7：1-14；约 20：19-23；徒20：6， 7；但 7：2325；启13：1-17。

存心节

“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
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但7：25）

与上帝律法有关的问题，对我们理解末世事件是极为重要的。进一步
说，它是有关第四条诫命─第七日安息日的问题。虽然我们知道救恩
是单靠信心，遵守律法本身、包括安息日在内的律法永不会带来救恩，
但我们也知道在末世时，遵守上帝的律法、含第七日安息日在内，将会
是一个外在的标志，一个显明我们向谁效忠的标记。

启示录第13和14章描述，在末世大事件达到顶峰时，这个差异将会特
别明显，尤表现在某一政教合并的强权联合起来、强迫世人接受某种虚

假的敬拜之时。这一切都符合启示录14：7中的描述，上帝的百姓蒙召
“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也就是说，惟独敬拜创造主，别
无其他。

本周我们将会学习上帝的律法，特别是安息日及企图改变律法的议题，
以及对于即将面临末世的我们而言，这一切有何意义。

■研究本周学课，为5月12日安息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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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5月6日

安息日學研经指引／學課‧2018年第2季‧4～6月

【应许】

《圣经》中最伟大的应许之一就在
罗马书 8 ： 1 ：“因此如今凡在基
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他们行事
为人不是随从肉体，而是随从圣
灵。”（注：本句根据新钦定版
《圣经》译）。这话是个总结，由
前述一连串想法而得出结论。只有
透过学习保罗在这节经文之前所谈
论的内容，我们才能更领会这节经
文所传递的希望和应许。

请读罗7:15-25。保罗在经文中所说
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为何会使人在
稍后读到罗8:1时给人予信心呢？

虽然基督教界对于此段内容中、保
罗是否只专门谈论他作为信徒的经
历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保
罗确实在谈论罪恶的现实。每个
人，包括基督徒，都或多或少会经
历保罗在此提到的争战。谁没有感
受过肉体和“住在他们里面的罪”
的引诱呢？这引诱导致他们做出自
己明知不应做的事，或者不做自己
明知应做的事。对保罗来说，问题
不在律法，而在我们的肉体。

谁没有经历过想做正确的事却反倒
做错了呢？即使保罗说的不是罪在
重生的基督徒的生活中不可避免，
他也在提出充分的理由，来证明凡
寻求顺从上帝之人，时刻所要面对
的争战。
因此，他发出了这样的名言：“我
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
身体呢？”（罗7：24）。他在耶
稣身上，并在他赐的伟大应许里找
到了答案，这应许便是凡靠着恩典
随从圣灵行事的信徒，将“不再定
罪”。是的，信徒有争战；没错！
他们面临试探；的确！罪也是真实
的。可是靠着在耶稣里的信心，凡
信的人就不再被律法定罪了；事实
上，他们顺从了律法。因此，他们
学会了在圣灵里行事为人，而不是
“随从肉体”。
请重读今天的经文。你在哪些方面对
保罗所讲的有共鸣呢？为什么罗8:1
是如此美好的一个应许呢？

星期一

5月7日

第6课／律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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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与罪】

在昨天的学习中，我们所读的经文
（罗7：15-25）谈论了包括基督徒
在内，每个人所面对的罪恶现实。
然而，在这些经文前面，保罗指出
了那显明罪有多么普遍和致命的律
法。

出了罪的事实，由此才产生对福音
的需要。“这样，我们可说什么
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
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
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
为贪心。”（罗7：7）

请读罗7：1-14。律法与罪之间有什
么样的关系呢？这些经文怎样向我们
指出靠律法得救是不可能的呢？

请仔细读罗7：13。保罗在此说的哪
些话，不单论述律法还指出了律法仍
然必要的原因呢？

保罗此处的教导有两个要点。第
一，他指出律法不是问题所在。律
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问
题关键乃是导致死亡的罪。第二个
要点是律法在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
亡上是无能为力的。律法指出了罪
和死亡的问题；总之，律法突显了
罪和死亡的问题，但它却没有提供
解决问题的方法。

律法没有造成死亡；是罪带来了死
亡。律法显明了罪有多么的致命。
律法是良善的，因为它指出了罪。
但它没有提供解决罪的办法。惟独
福音具备解决之道。保罗的论点
是作为基督徒，作为在基督里蒙
救赎的人，我们需要按着“心灵
的新样”服侍主（罗 7 ： 6 ）；也
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与耶稣的一种
信心关系中，信靠他的功劳和义得
救恩（这是罗马书前几章论述的主
题）。

只有肤浅的读者会使用这些经文来
争论律法─声称十诫已被废除，
却忽视了很多表明律法今天依然有
约束力的经文。这是保罗论点的对
立面。如果律法被废除的话，保罗
在此所写的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
的论述完全是建立在“律法仍然有
约束力”的假设之上，正是律法指

你遵守律法的经历怎样显出了你需要
上帝的恩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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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5月8日

安息日學研经指引／學課‧2018年第2季‧4～6月

【从安息日到星期日？】

作为复临信徒，我们常常听到其他
宗派的基督徒争论说律法已被废
除，或者我们不是活在律法之下，
乃是活在恩典之下。然而，他们真
正说的是，只有第四条诫命被废
除。有很多人甚至连这话都没说，
而是宣称第七日安息日已被第一日
星期日取代，以纪念耶稣的复活。
他们相信他们也有经文得以佐证。

下列是新约《圣经》中一些常见的
经文，很多基督徒相信它们表明安
息日从旧约《圣经》中的第七日被
改到了新约《圣经》中第一日。在
我们读这些经文时，我们需要记住
并扪心自问，这些经文是否真的在
谈论日子的改变，还是它们只是在
描述那天所发生的事情，但并没有
达到促成、订定改变的程度呢？
请读约翰福音20:19-23。《圣经》
说门徒在那个房间相聚的原因是什
么？如有些人声称，这些经文怎样论
及那是否是一次纪念耶稣复活的敬拜
呢？

请读徒20：6，7。如果有的话，这
些经文里的哪些地方指出安息日被改
到了星期日，即每周的第一日呢？
（另见徒2：46）

请读林前16：1-4。此段除了描述他
们在每周的第一天，把奉献存在家里
的事实以外，有任何对于从安息日到
星期日的变化描述吗？

上述便是所谓经文的实质“证
据”，常被用来宣扬一周的第一日
取代了第七日安息日教义。在描述
信徒们出于各种原因相聚几次以
外，没有一节经文指出这些聚会是
在第一日举行的，用以取代第七日
安息日的敬拜活动。这个论点只是
把数世纪以来遵守星期日的基督教
传统强行植入到经文中。这是把外
来的东西强加到经文中的做法。

星期三

5月9日

第6课／律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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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圣经》中的第七日】

正如我们昨天所学，常被用来宣传
星期日取代安息日的经文中，根本
没有包含这种改变。事实上，新约
《圣经》中凡提到第七日安息日的
地方均显明人们把安息日作为上帝
的十条诫命之一来遵守。

请读路4：14-16；23：55，56。这
些经文怎样向我们描述在基督死亡之
前和之后的第七日安息日呢？

请注意曾跟从基督的妇女们怎样
“按着诫命在安息日安息了”（路
23 ： 56 ）。毫无疑问，诫命是指
在西奈山被写在石版上的第四条诫
命。所以无论她们从耶稣学到了什
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们从他那
里学到、与遵守包括安息日诫命的
上帝诫命不同的教训。事实上，基
督吩咐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若爱
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
14：15）。他亲自遵守的诫命包括
第七日安息日。如果星期日真要取
代安息日，这些妇女显然对此一无
所知。

请读徒13：14，42-44；16：12，
13。这些经文在遵守第七日安息日
上提供了哪些证据呢？它们在遵守一
周的第一日上又提供了什么证据呢？

我们在这些经文中找不到从安息日
改到星期日的证据。它们反而明确
地指出耶稣早期的信徒们遵守第七
日安息日。
使徒行传 16 ： 13 特别耐人寻味，
因为它发生在犹太会堂的背景之
外。信徒们在一个“通常有信徒去
祷告”的河边聚会。这是在耶稣牺
牲很多年以后，他们同样也在第七
日安息日聚会。若安息日果真改到
了星期日，这些经文中应有蛛丝马
迹。
你可以用哪些较温和、非谴责性的方
式，向遵守星期日的人传讲关于第七
日安息天的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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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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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改变安息日】

上帝的律法─十条诫命依然是有
约束力的（参看雅2：10-12），这
律法包括第七日安息日。那么，在
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的情况下，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却遵守星期日
呢？

但以理书第 7 章谈到了四大帝国的
兴起：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
和后来第四个、也是最后的帝国罗
马。在罗马帝国后期，有个小角势
力从这个帝国中窜起。它依然是罗
马帝国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它后
来的延伸而已。这个势力直接崛起
于罗马，而且至今也是罗马的一部
分。除了教皇权以外，它还能是什
么呢？汤玛斯•霍布斯在 17 世纪
写到，“若有人仔细思考这伟大教
会统治的根源，他将会轻易看出教
皇权正是逝去的罗马帝国的幽灵，
戴着王冠坐在坟墓之上。”─汤
玛斯•霍布斯，《大海兽》，（牛
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原
文第463页。
请读但7：23-25。这些经文教导的
哪些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遵守星期
日的起源呢？

第25节的亚兰文原文表明小角势力
“企图”改变律法。什么样的地上

势力竟然能改变上帝的律法呢？

虽然确切的细节在历史中并不清
楚，但我们知道在教皇统治下的罗
马，第七日安息日被遵守星期日的
传统所取代，这传统是如此牢不可
破，竟连宗教改革都沿袭了此传
统，直到二十一世纪。今天大多数
新教徒仍然遵守一周的第一日，而
不是顺从《圣经》中第七日的诫
命。
请读启13：1-17，并将之与但7：
1-8，21，24，25相比较。这些经
文用了什么相似的景像，来助我们明
白末日事件呢？

透过直接使用但以理书中的景象，
包括有关罗马后期、教皇统治阶段
的景像，启示录遥指了末日的迫
害，这个迫害将会临到凡拒绝按照
启示录中邪恶势力的命令去“敬
拜”的人们。
启14：6，7，尤其第7节，特别用与
第四条诫命同样词语的方式表现（出
20：11）。它怎样显明在这末后的
敬拜危机中安息日将会至关重要呢？

星期五

5月11日

第6课／律法的“改变”

进修资料

那在天上与上帝斗争的大龙─撒
但（启12：7）乃是在地上与“遵

守上帝的诫命”（启12：17；参看

13 ： 2 ， 4 ）的人们斗争的同一条

龙。事实上，撒但也变成了敬拜的
对象（启13：4）。所以撒但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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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到创造周本身的标志（参看创

2：1-3）。无怪乎撒但在攻击上帝
的权柄时，便直攻那权柄的首要记
号：第七日安息日。

在末日，上帝在地上将会有一群坚
定效忠于他的百姓。他们的忠诚会
表现在他们顺从诫命之上─持守

在天上发动攻击上帝的战争，至今

全部的诫命，包括那条明确指出上

的中心点乃是攻击上帝的律法。

的诫命。

他仍竭力在地上延续。他攻击上帝
“第四条诫命显明上帝是创造天地
的主，如此就把他与一切假神分别

帝为创造主、惟独他配受我们敬拜
讨论问题

出来了。第七日之所以被分别为

1那些一边谈论罪的现实、一边争论

为纪念上帝创造之工。设立安息日

题呢？你能从这种推理的思路中找出

圣，作为世人休息的日子，乃是要

上帝的律法已被废除的人们有什么问

的原意，是要在人的心中时常纪念

什么明显的矛盾呢？

永生上帝为他们生命的根源，和尊

2你对于如何面对支持星期日，而非

不忠于上帝，不顺从他的律法；因

用了什么理由呢？它们有效吗？你怎

崇敬拜的对象。撒但竭力要鼓动人
此他便特别致力于攻击那指明上帝

为创造主的诫命。”─怀爱伦，
《善恶之争》，原文第53，54页。

我们敬拜上帝，因为他是“天和

地”的创造者，而且第七日安息日
是他创造主身份的基本标志，一个

安息日的人有什么样的经历呢？你使
样回应遵守第七日安息日是试图靠行
为得救这个常见的论点呢？
3在我们与别人分享安息日并为末日
做准备时，为何明确指出有关“兽的
印记”之挑战还未发生的事实非常重
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