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课 6月9日至15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2季‧4～6月

安息日下午

上帝的印记还是兽的印记？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创17：9-11；出31：13，17；启13：17；弗1：13，14；来4：9，10。

存心节

“主上帝─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
诚哉！”（启15：3）

我们本周的存心节以摩西和羔羊之歌起始。这首歌是由“那些胜了兽

和兽像，并它名字数目的人”一同站在天上的玻璃海上唱的（启15：

2）。我们该如何才能位列他们之中呢？

上帝末日的真儿女最显著的标记之一乃是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即警
告世人不要接受兽的印记。然而，虽然整本《圣经》中没有更严厉的警
告，但很多年来，人们在这个印记的解读上提出很多令人困惑的想法：
前额上的条码、信用卡号、或者某种生物的识别特征。

我们不应当对巴比伦混乱思想的泛滥感到惊讶。毕竟，它的名字本身就
是“混乱”的意思。可是上帝的余民百姓要满有能力地传扬第三位天使
的信息，必须在这件事上有明确的认识。本周，我们将尽力理解兽的印
记是什么以及怎样透过接受上帝的印记来避免它。

■研究本周学课，为6月16日安息日作准备。

星期日

6月10日

第11课／上帝的印记还是兽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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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用以分别他子民的记号】

在旧约《圣经》时代，有两个外在的
记号是上帝真子民的标识。其中一个
是割礼。上帝最先把这个记号赐给了
谁？创17：9-11；出31：13，17。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割礼不再有意
义以及“那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
和“遵守上帝的诫命”才是真正重
要的。

上帝用来识别他百姓的第二个外在记
号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赐下它呢？

上帝命令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要接

（出31:13,17；结20:12,20）

受割礼作为救恩之约的记号。男性
要在出生以后第八天受割礼（利

12：3）。然而，这个仪式有更深

的意义。它本是用来象征心里的

“割礼”或更新的（参看申 30 ：

6）。这正是为什么保罗写到，

“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
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
割礼。惟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
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
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
来的，乃是从上帝来的。”（罗

2：28，29）

诸如林前7：19，加5：6和6：15之

类的经文，证明在新约《圣经》中
割礼被浸礼所取代，而浸礼象征着
悔改，“新生”，即向罪死亡但复
活得新生命（参看罗6：3，4）。

请注意安息日作为记号可以一直追

溯到创造（参看创2:2,3），而割礼
只是从亚伯拉罕起始的。因此耶稣
在提到创世纪时说：“安息日是为

人设立的。”（可2:27）这指明我
们属于上帝，因为他创造了我们，
因救赎他使我们称义成圣。所以，
虽然保罗说割礼不再重要了，但他
强调遵守上帝的诫命（包括安息
日）仍然是重要的（参看来4:9）。

你的心思意念怎样显明你有没有真正
在心里受割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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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6月11日

安息日學研经指引／學課‧2018年第2季‧4～6月

【兽与假敬拜】

请读以下经文。经文内容如何向我们
指出避免“兽的印记”的重要性？启
13：17； 14：9，10；16：2。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
让我们看见兽的权势企图改变的这
条诫命，并明确指出我们要单单敬
拜创造主上帝。事实上，在启示录
第12-14章提及敬拜的七节经文中，

遭受上帝纯一不杂的愤怒，遭受末
后七大灾的惩罚，以及最终被扔到
火湖里。这与那些拒绝兽的印记、
并站在玻璃海上得胜地赞美上帝和
羔羊的人相较，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呀！

那么，无人愿意接受的兽之印记是
什么呢？以上经文清楚地把它与假
敬拜联系了起来。同时，正如我们

在前一课所学，但以理书第 7 章中
第四个兽的权势在它的后期（也描
述为启示录第 13 章中的海兽）将

会“想改变节期和律法”（但 7 ：

25 ）。它企图改变的律法是安息

日，即第四条诫命，十条中唯一一
条提出时间并明确指出上帝“造
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并

在第七日安息”的诫命（出 20 ：

11）。

这是启14：7唯一一节关乎真敬拜

的；其他六节经文都是警告人们不
要拜兽和兽像（启13：4，8，12，

15；14：9，11）。在第三位天使
描述参加假敬拜的人将承受的命运
之后，他接着描述真正敬拜上帝的
人们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
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启14：12）

换句话说，这三位天使的信息把全
人类分成了两类：遵守包括第七日
安息日诫命在内的全部诫命而敬拜
创造主的人，以及敬拜兽和兽像的
人。这种假敬拜提供了另一种方

式，将遵守安息日并敬拜创造主的
诫命取而代之。

请进一步思考敬拜与忠诚之间的联
系。为了证明我们对上帝的忠诚，敬
拜的哪些方面是必要的呢？

星期二

6月12日

第11课／上帝的印记还是兽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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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印记】

印就像签名一样，是用来证明文件
的效力之用。在古代，印是压在软
蜡或黏土上的一种印章，以显示真

请比较上帝的印记与兽的印记。它们
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启7:3，14:9。

实性或所有权，因为它拥有所属物
主的权柄。

上帝的印记是什么呢？它又是以何种
形式、何时出现的呢？弗1:13,14；
4:30；提后2:19；启7:1-4；14:1。

上帝的印记（seal）是给予真正敬拜

上帝之人，但兽的印记（mark）则
是给予敬拜兽的人。上帝的印记只
盖在前额上，表明选择按上帝所命
定的方式敬拜 ，而兽的印记是刻在

而上帝的印记是用来证明上帝对其
百姓有所有权和保护的记号。保罗
描述盖印是与悔改和接受圣灵相连
的。他称这恩赐为赐给所有信徒的
“存款”或“分期付款”，作为完
全的救恩，以及他们在耶稣复临时
承受未来产业的保证。

启示录描绘了耶稣复临之前的另一
种印。这最后的印记是在晚雨圣灵
沛降时赐给十四万四千人的。他
们的前额上写着上帝的名（或签
名）。透过圣灵在他们生命中作
工，他们得以反映上帝的品格。

前额或手上的。这是指人们敬拜兽
是出于两个原因，他们若不是从理
智上赞同，认为他们所做的乃是真
正在敬拜上帝，否则就是他们虽不
赞同却选择了服从，因为他们害怕
不遵从的严重后果：不能做买卖并
最终遭到杀害（启13：17，15）。

“那些与世俗联合的人，正在接受
世界的陶铸，预备受兽的印记。凡
不信靠自己，而在上帝面前虚己，
及因顺从真理而洁净己心的人，乃
是接受上天的陶铸，预备在额上受
上帝的印记。”─怀爱伦，《教
会证言》，卷五，原文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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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6月13日

安息日學研经指引／學課‧2018年第2季‧4～6月

【兽的印记】

我们应避免的这个印记是什么呢？

的。”（启14：12）如我们所知，

理书第 7 章中第四个兽的权势在它

命，其指出上帝是创造主以及惟独

正如我们在前一课所学的，但以

的后期将会“想改变节期和律法”
（但7：25）。它企图改变的律法

是安息日，即第四条诫命，唯一一
条明确指出上帝“造天、地、海，
和其中的万物，并在第七日安息”
的诫命（出20：11）。

同时，透过把读者引向兽的权势而
企图改变的同一条诫命，第一位天
使的信息明确指出我们要单单敬拜
创造主上帝。然后，在向敬拜“兽
和兽像”之人将有的命运发出警告
以后（启14：9），第12节便描述
了上帝忠心的百姓。

“上帝的诫命”包括了第四条诫

他配受敬拜的安息日。难怪有很多
人认为“兽的印记”问题与星期日
敬拜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因为星
期日敬拜是《圣经》没有命定的伪
“安息日”，与《圣经》命定的第
四条诫命相违。

这意味着当今在星期日敬拜上帝的
基督徒有兽的印记吗？不然！根据
启 13 ： 15 ，那些拒绝敬拜兽的人

将会遭到杀害。这最终将会成为一
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显然，事态还
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而且兽的印
记在这场最后的考验到来时才会出
现。因此，还没有人接受过兽的印

景，这个对上帝忠心百姓的描述怎样

记。

有助于我们明白安息日在最后的事件

上帝的诫命，耶稣的信心，为什么这

中是至关重要的呢？

些特点对于这世代作为一位真基督徒

请读启14：12。思考上下文的背

非常重要呢？其意义为何？

经文写到，“圣徒的忍耐就在此；

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

星期四

6月14日

第11课／上帝的印记还是兽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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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息日为印记】

如我们所见，第七日安息日在历史

来1：1，2）。耶稣在六天内创造

当夏娃起始，在以色列的时代皆是

因此，非常有意义的是那个星期五

上一直是上帝真子民的记号，从亚
如此。我们还看到它在新约教会时
代因着耶稣和使徒的习俗而延续，
并在将来作为“守上帝诫命和耶稣
真道”之上帝末日子民的显著记
号。

为什么安息日是如此重要呢？它对
基督徒有什么特别意义呢？出20：
8-11；来4：9，10。

了我们的世界，并在第七日安息。
下午耶稣在十字架上时，他大声

说：“成了。”（约 19 ： 30 ）正

如他在完成创造大工以后在安息日
休息一样，为了救赎我们，耶稣替
我们死来完成献祭工作，之后安息
日便在坟墓里安息。所以，安息日
得到了双重的赐福，其一是在创造
之时，其二是在十字架之时。根据
希伯来书，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借
着在安息日安息来表明“歇了自己

安息日出现在十条诫命的中心。它
是创造主所赐，以作为他权柄的记
号或者印。它透过“耶和华你的上
帝”这个名字来认定。他确立了他
所统治的领域，“天、地、海，和
其中的万物”。它还确立了他权柄

的工，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工一样”
（来4：10）。安息日是一个事实

的完美象征，它代表我们不能自我
拯救，从始至终都是基督的工作使
我们的救恩借着信心成为可能（参
照来12：2）。

如果安息日象征从我们的工作上安

的基础，“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

息，那么遵守星期日为安息日又代表

在第七日安息。”

本特点相吻合呢？

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并
新约《圣经》确认上帝借着耶稣创
造了万物（约 1 ： 1 - 3 ；西 1 ： 16 ；

着什么呢？以及这如何与巴比伦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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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6月15日

安息日學研经指引／學課‧2018年第2季‧4～6月

进修资料

“正当上帝的子民在额上受印的时
候─这并非能看得见的印记或记

号，而是在理智和灵性方面都在真
理上站立得稳，以致不能动摇─
正当上帝的子民受了印记，并且

印记’时，另一等人则拣选那效忠
上帝权威的记号，而受了‘上帝的
印记。’”─怀爱伦，《善恶之
争》，原文第605页。
讨论问题

预备妥当，摇撼时期就来到了。

1 我们可以采取哪些不会引起不必

的刑罚现今已降在地上，预先警告

的印记和上帝之印的真理呢？比如，

的事。”─怀爱伦，《信仰的基

有兽的印记呢？

“安息日必要作为忠诚的大试验，

系呢？

实际上，这时期早已开始了；上帝

要争论的方式，来与别人分享有关兽

我们……，叫我们知道那将要临到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强调如今还没有人

础》，原文第285页。

2安息日与圣灵的盖印有什么样的关

因为它是特别引起人争辩的真理。

3请思考关于印的观念：印是“在心

在侍奉上帝和不侍奉上帝的人之

意思呢？

当这最后的试验临到世人的时候，
间，就必划清界限。人若顺从政府
的法令去守伪安息日而违犯第四

诫，那就要证明他乃是忠于那反对
上帝的权势，同时那依照上帝的律
法遵守真安息日的人就此表明自己
是效忠创造主的。在一等人接受那
服从地上掌权者的记号而受‘兽的

智和属灵上皆进入真理。”这是什么

4请讨论属灵的巴比伦的特点，其价
值观和方法。它们与上帝之国的价值
观有什么不同？巴比伦的哪些价值观
会怎样潜入当今的复临教会呢？我们
可以怎样学会识别它们，并用反映上
帝国度之价值观的基督化方式来设法
应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