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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10月12日 安息日下午

不和的緣由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申命記 28：1‒14；耶利米書 3：14‒18；士師記 17：6；列王紀上 12：1‒16；
哥林多前書 1：10‒17；使徒行傳 20：25‒31。
存心節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言9：10）

舊約時代的先知們一再呼籲以色列民要遵守上帝的誡命。不順從或不留
心都會導致背道及紛爭。謹遵上帝的律法是一種保守人免遭罪惡之後果
並在萬民中分別為聖的方式。遵從上帝的旨意會營造出人與人之間的和
諧氛圍，並且增強他們共同的心志，這樣才能抵禦幾乎將他們團團圍住
的異教及邪神崇拜的侵蝕。上帝的旨意是要祂的子民成為聖潔，並在各
國面前成為祂的見證。

在耶和華將希伯來人領出埃及後，摩西傳達了上帝的旨意：「我照著耶
和華我上帝所吩咐的將律例典章教訓你們，使你們在所要進去得為業
的地上遵行。所以你們要謹守遵行；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
聰明。他們聽見這一切律例，必說：『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
明！』」（申命記 4：5－6）
毫無疑問：若是上帝的子民能忠貞不二，不但自己會大得祝福，還會成
為其他人的祝福。若是不忠，則會帶來一連串的問題，而不和只是諸多
問題之一。
■研究本週學課，為10月13日安息日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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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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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道的兒女啊，回來吧！」】

以色列民的歷史就是一段不斷重複
的血淚史，充斥著背叛與混亂。當
他們吃了苦頭之後，便會轉回，順
從上帝的旨意行，但很快又陷入了
更加嚴重的悖逆和衝突中。歷史就
這樣反覆上演。每當上帝的子民立
志遵循上帝的旨意而行，便會得到
平安和生命的祝福。倘若他們違抗
上帝，各隨己意，他們的生活便陷
入絕境，充滿戰爭與衝突。早在以
色列民進入應許之地前，上帝就已
經預言將來會發生這樣的事，並且
提出解決方法來避免這一危及生命
的可怕後果。

閱讀申命記 28：1－14。如果以色列
民順從上帝旨意將獲得什麼祝福？

閱讀耶利米書 3：14－18。從上帝呼
召以色列民轉回歸向祂的事上，我們
能學到什麼？我們可以看出上帝是如
何以愛和忍耐來對待祂的子民的？

耶利米書中令人大為驚奇的是，儘
管上帝的子民叛逆、分裂、拜偶
像，但上帝仍然以無盡的慈愛、憐
憫、仁慈對待他們。上帝正不斷地
邀請祂的子民歸向祂，從他們的惡
行中轉離悔改。上帝也一再向他們

承諾將來定會有復興和希望。

「耶和華說：『背道的以色列啊，
回來吧！我必不怒目看你們；因為
我是慈愛的，我必不永遠存怒。』
這是耶和華說的。『只要承認你的
罪孽，就是你違背耶和華你的上
帝，在各青翠樹下向別神東奔西
跑，沒有聽從我的話。』這是耶
和華說的。」（耶利米書 3：12－
13）
耶利米作先知的時候，正是上帝的
話語被大多數人忽視的時代。雖然
約西亞王在位期間曾發起某些改
革，但大多數人沒有感受到靈性的
奮興，也沒有什麼能夠激勵他們繼
續忠心地順從上帝的吩咐。他們犯
罪、拜偶像和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
徹底摧毀了他們的靈性，整個國家
岌岌可危。他們越是不遵從上帝的
旨意，其前景就越發堪憂。然而，
上帝藉著耶利米向祂的子民發出請
求。上帝對他們的未來有更美好的
計畫，祂渴望將祂的兒女帶回繁
榮、合一、健康的狀態中。只有當
他們憑信而活，彰顯出真正的信仰
的時候，這一願景才能實現。
順服和不順服會對你的生活造成哪些
不同影響？

星期一

10月8日

第2課／不和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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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任意而行】

我們若讀士師記中的故事，就會發
現以色列民因為不遵從上帝的旨
意，嘗到了許多苦頭。以色列民進
入迦南後不久，便隨從四圍迦南人
虛假的宗教崇拜，並以此為模式建
立自己的屬靈生活─這正是上帝
嚴禁他們去做的事！不幸的是，還
有更多的問題正等待著以色列民。
閱讀士師記 17：6 和 21：25。這兩
節經文告訴我們，在上帝的子民中還
出現哪些問題？

讓我們來探討應當如何解決上帝子
民之間的分裂及不和。以色列若要
合一，就必須忠誠地順服聖約之
主，這約是他們與上帝所訂立的。
倘若他們隨從自己的心意而行─
尤其是他們深受週邊國家異教風俗
的影響─就註定大難臨頭了。我
們都是墮落的生靈，若是凡事依靠
自己，或是事事依從自己的心意而
行，就必定與上帝呼召我們去行的
道路背道而馳。
下列的經文告訴我們，在士師時代，
以色列民的屬靈狀況及社會現狀究竟
如何？

士師記 2：11－13
士師記 3：5－7

「主曾藉著摩西向祂的子民說明不
忠順的結果。他們若不肯遵守上帝
的約，就必與祂的生命隔絕，以致
祂的福惠不能降在他們身上。猶太
民族有幾次聽從了這些警戒，結果
便有豐盛的恩惠賜給他們；並且藉
著他們賜與周圍的各族。但在他們
的歷史上，多半是記載他們忘記上
帝，以及忽視自己作祂代表的崇高
特權的事。他們剝奪了主向他們所
要求的事奉，也沒有給同胞以宗教
方面的指導和聖潔生活的榜樣。他
們意圖將受託保管之葡萄園的果實
留歸自己享受。甚至連外邦人都鄙
視他們的貪得無厭。這樣，就使外
邦世界因而誤解上帝的聖德和祂國
度的律法了。」─懷愛倫，《先
知與君王》，原文第20－21頁。
身為教會的一分子，我們的行為如何
影響周圍的人？復臨信徒在哪些方面
能給別人留下積極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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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0月9日

安息日學研經指引／學課•2018年第4季•10～12月

【希伯來民族的分裂】

背道的路及其嚴重的後果，都不是
一朝一夕的事。幾個世紀以來，錯
誤的選擇與決定不斷累積，最後終
於給上帝的子民帶來了可怕的後
果。

閱讀列王紀上12：1－16中羅波安王
的故事。究竟是什麼給上帝的子民帶
來了可怕的分裂？

「如果羅波安和他那些缺少經驗的
顧問能明白上帝對於以色列所有的
旨意，他們就一定會聽從百姓改革
施政方針的要求。但他們在示劍集
會所得到的好機會中，未能推究出
問題的因果關係，如此就永遠在大
部分百姓身上失去感化力了。他們
表示決心繼續維持並加強所羅門在
位時所倡行的苛政，這與上帝為以
色列所定的計畫完全相反，並使百
姓有充分的理由懷疑他們動機的純
正。王和他所揀選的顧問這次不智
和無理的作威作福，顯明了地位和
權柄所生的驕傲。」─懷愛倫，
《先知與君王》，原文第90頁。
下列經文對於作出正確決策所需要的
智慧有何教導？什麼才是真智慧的來
源？

箴言 4：1－9
箴言 9：10
雅各書 1：5

羅波安的故事，尤其是他那要將更
加沉重的苦役強加在人民身上、魯
莽且不智的決定，確實是以色列國
歷史上的悲劇。王徵求了兩組顧問
的意見，但他最終所採取的，卻是
一群和他同齡、經驗不足的年輕人
的建議，就這樣，他父親所羅門、
祖父大衛耗費八十載的光陰所建立
的王國迎來了滅頂之災。這群年輕
的顧問們慫恿王恐嚇民眾，宣佈他
將採取比他父親更加強硬的措施，
這主意真是愚蠢至極！他們認為若
是對民眾減輕苦工的要求表示同情
的話，顯示不出王的政治手腕。相
反，他們建議說，王應當表現出自
己冷酷無情的一面。最後，王的確
以一副盛氣凌人的高壓統治者的形
像示人，可惜他再也得不到人民的
效忠。因此，上帝的子民之間出現
了本不該存在的裂痕，而且這也從
來不屬於上帝對祂子民的計畫。

星期三

10月10日

第2課／不和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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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教會的分裂】

不幸的是，即使到了新約時期，上
帝子民之間不和的問題仍在持續上
演。例如，保羅在寫給哥林多教會
的第一封信的前四章，都是在呼籲
教會要團結合一。當他還在以弗所
的時候，就聽說哥林多教會冒出各
樣的紛爭。因此，他在信的開頭就
用很長篇幅來說明教會要團結，並
要避免分裂的狀況。保羅對這情況
的發展深表擔憂，於是提出建議試
圖挽救這種不和的現狀。

根據哥林多前書1：10－17所描述的
狀況，造成信徒不和、分裂及爭吵的
原因是什麼？

當革來氏家裡的人告訴保羅，哥林
多教會出現分歧和爭吵時，保羅便
為教會中的弟兄姐妹感到憂心。從
他的開場白中就能看出他深深的擔
憂：「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
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
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保羅的解
決方法就是提醒他們，作為基督
徒，要在「同一的心思、同一的意
念上」團結起來（哥林多前書 1：
10）。無論這次的爭論和分裂是由
什麼原因引起的，保羅都希望它到
此為止。 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
基督徒蒙召是要追隨基督，而不是

哪一個人─無論這個人多麼有才
華、天賦、或是特別蒙召。當信徒
們似乎正沿著「結黨」的趨勢選擇
各自立場時，使徒保羅明確地表
示，這樣的分裂絕不符合基督的心
意。他聲稱，基督徒的合一是以基
督和他在十字架上的犧牲為中心
（哥林多前書 1：13）。
基督徒的合一源自於真理，而真理
只存在於耶穌基督和祂的十字架
上。不論一個人多麼無愧於導師、
牧師或領袖的稱號，他也絕不會成
為真理的來源。在十字架前，我們
地位相同。我們受洗是歸入耶穌，
只有祂能夠洗淨我們的罪。但是，
我們必須採取確實可行的方式努力
實現在基督裡的合一。
我們所得到的教訓是，作為復臨教
會的信徒，不能將我們在信仰和使
命上的一致視為理所當然。若沒有
基督的愛與權柄使我們與祂聯合，
那麼教會的團結合一會在分歧和爭
吵中逐漸被破壞殆盡。
我們如何學會避免發生類似保羅在此
所處理的問題？為什麼我們必須時刻
注意，除了基督之外，我們是否對其
他任何人表現出過度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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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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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豺狼來了」】

閱讀使徒行傳 20：25－31。保羅向
教會的長老發出什麼警告？他們應當
怎樣做才能防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在保羅的事奉中，他常常遭遇反
對，所以他深知保持耶穌基督福音
的純潔性是非常困難的。在與以弗
所長老的話別中，保羅引用了以西
結書33：1－6中守望者的比喻，是
要告訴其他的領袖，在捍衛福音的
事上，他們同樣肩負重任。他們要
成為會眾的忠心牧者。

保羅用「兇暴的豺狼」來形容假教
師（使徒行傳 20：29），這不禁
使人回憶起耶穌也曾發出類似的警
告，即假教師會用羊皮作偽裝（馬
太福音 7：15）。就在保羅發出警
告後不久這些假教師便出現了，他
們將保羅在亞細亞建立的教會作為
獵取的對象。在以弗所書5：6－14
和歌羅西書2：8中，我們能看到保
羅對小亞細亞教會也曾發出類似的
警告。保羅在寫給提摩太的第二封
信中，同樣警告當時負責以弗所教
會的提摩太，要抵制教會中錯誤和
末世不敬虔的現象。

閱讀提摩太後書 2：14－19 和 3：12－
17。保羅告訴提摩太應當如何對付假
教師，如何維護教會的團結合一？

首先，提摩太應當熟悉《聖經》，
「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摩
太後書2：15）。解決這些無用的
爭論及猜測的良策就是正確地理解
和教導上帝的話。《聖經》中的真
理必須加以正確解讀，這樣，任何
經文都不會與整本《聖經》所呈現
出的整體畫面相衝突，同時也能防
止出現錯誤的解釋，導致人們對耶
穌失去信心。次要的問題應服從上
帝聖言的大原則，這些原則能夠預
備信徒在基督裡過得勝的生活。保
羅的第二點建議是針對提摩太自己
的，要「遠避世俗的虛談」。提摩
太若要成為稱職且忠心的工人，那
麼他的教導中就不能出現主觀臆斷
的話題。這一類型的談論只會讓人
更不敬虔，無法堅固信徒們的信心
（提摩太後書 2：16）。只有真理才
能帶來信徒間的敬虔與和諧。提摩
太必須避免且要敦促會眾避免此類
錯誤，因為它們會像病毒一樣侵蝕
整個教會（提摩太後書 2：17）。最
後，要想對付危及教會合一的虛假
教導（提摩太後書 3：14－17），順
從上帝的話語才是上上之策。
作為教會的一分子，面對那些透過宣
傳假道理在教會中引發紛爭的人，我
們如何能保守自己不受影響？

星期五

10月12日

第2課／不和的緣由

進修資料

懷愛倫，《先知與君王》第六章
〈國家的分裂〉，原文第87－98
頁。《使徒行述》第二十九章〈警
告和規勸的信息〉，原文第298－
308頁。
「上帝要祂所揀選的僕人學習如何
團結一致，通力合作。或者有人以
為自己的才能與別人的差異太大，
所以不能合作；但如果他們能想到
世上各色各等人有各種不同的思想
方法，一個同工所不能感動的人，
另一個同工用另一種方法去勸化，
就可能使他打開心門接受真理。這
樣他們就會樂意通力合作了。他們
的才能，雖然各不相同，卻仍能在
同一聖靈的引領之下發揮出來。他
們的一言一行，都會表現仁慈、博
愛的精神，而且各位工人既忠心盡
職，基督祈求使他們聯合的祈禱就
會實現，世人也會知道我們是他的
門徒了。」─懷愛倫，《傳道良
助》，原文第483頁。
討論問題

1人做自己眼中看為正確的事，這早
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後現代主義就是
要向任何中心或主體思想，或道德權
威發起挑戰，它可能會為《聖經》中
所警告的道德混亂狀態鋪路。我們作
為基督徒，同時也是教會的一員，應
當如何面對這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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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思羅波安王及以色列國分裂的故
事（列王紀上12章）。這對現今的我
們有何教訓？
3地方教會的領袖及會眾應當怎樣做
才能防止出現衝突和派系矛盾？如何
才能及時制止此類問題的發展及惡
化？我們怎樣才能做到不在哥林多信
徒所跌倒的問題上重蹈覆轍？
4研究箴言6：16－19所提到有關紛
爭的內容。從中你學到什麼教訓，能
夠防止你所在的教會出現紛爭？

總結
在《聖經》中，我們看到會導致不和
的原因。當上帝的子民忠實地順服上
帝時，不和的危險便大大減少了。從
士師時代的故事以及羅波安王統治時
期的情形，我們可以看到分裂的大門
已經敞開。即使到了新約時期，不和
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保護我們免受不
和與分裂的最佳方式，就是正確理解
上帝的話語，並且竭力遵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