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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11月9日 安息日下午

合一的意象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彼得前書 2：9；出埃及記 19：5－6；以弗所書 2：19－22；哥林多前書 3：
16－17；哥林多前書 12：12－26；約翰福音 10：1－11；詩篇 23。
存心節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
這樣。」（哥林多前書 12：12）

研究《聖經》的人都知道，《聖經》中充滿各種意象和符號，其本身具
有更為深刻的現實意義。例如，從某種意義上講，《聖經》中整個獻祭
制度的本質就是更為偉大之現實的象徵：耶穌和整個救贖計畫。

《聖經》中還有許多其他類型的意象，有時甚至是最基本的元素─
例如水、火、風。根據上下文的含義，這些意象被賦予了屬靈及神學意
義。例如，耶穌曾說：「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
哪裡來，往哪裡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約翰福音3：8），
因此風就象徵著聖靈。
《聖經》採用了幾種意象來描述我們在教會中所擁有的合一，這是上帝
呼召我們要顯在世人面前的團結。單獨而言，每個意象都能完整表達合
一的概念，但作為整體，它們則揭示出教會合一的各個方面，例如教會
與上帝的關係，教會成員之間的關係，以及教會與整個社區的關係。
本週的課程將著眼於《聖經》中的意象，以及它們向我們所揭示的在基
督裡合一的本質。
■研究本週學課，為11月10日安息日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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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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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子民】

閱讀彼得前書 2：9；出埃及記 19：
5－ 6；申命記 4：20 和 7：6。這幾
節經文告訴我們，身為上帝的子民有
何特殊地位？

教會是關乎人的，但不是所有人。
上帝的子民構成教會，他們是屬上
帝的，他們稱上帝為父，為自己的
救主，他們被耶穌所贖買，並順從
祂的旨意。這說明自從救贖計畫設
立以來，上帝在地上就揀選了一群
人，這樣舊約中的以色列和新約中
的教會之間就存在連續性。從亞當
到洪水前後的族長時代，再到亞伯
拉罕，上帝已經與祂的子民立約，
讓他們在世界面前作上帝仁愛、恩
慈及公義的代表。

上帝的子民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也是「聖
潔的國度」。這表明他們因著一個
特殊的目的被分別出來：要「宣揚
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德」（彼得前書 2：9）。這與出埃
及記34：6－7中所描寫的上帝恩賜
的本質遙相呼應。「上帝將教會取
為祂自己特別的產業，為的是教會
成員們可以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中反
映祂品格的寶貴特性，並向所有人
宣佈祂的恩慈與憐憫。」──《基

督復臨安息日會聖經注釋》卷七，
原文第562頁。
閱讀申命記 7：6－8。是什麼原因促
使上帝揀選亞伯拉罕的後裔為祂的子
民？這一教訓如何適用於今天？

或許我們可以捫心自問，今天有哪
個國家配得「聖潔的民」（教會的
另一意象）的稱號？沒有！所有的
國家和民族都不配得上帝的愛和恩
典。儘管《聖經》呼召我們成為聖
潔的國民，但《聖經》同時也教導
說以色列的揀選與建立完全基於上
帝的愛，而不是以色列民的任何功
績。上帝的子民源於愛的創造，儘
管在全國範圍內仍存在犯罪與背
道，以及上帝堅守祂對亞伯拉罕的
應許，上帝將藉著亞伯拉罕的後裔
耶穌，來拯救祂的子民。正如上帝
子民的揀選是出於祂的恩典，他們
得蒙救贖同樣也是出於祂的恩典。
這不禁使我們想起，在上帝無限的
恩典中，我們有著共同的根源。
即便我們是「上帝的子民」，我們的
得救也是單單基於基督為我們所成就
的一切，而非自己的什麼功勞。為何
我們要始終將這一真理銘記在心？

星期一

11月5日

第6課／合一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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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家】

上帝的子民在新約《聖經》中有另
一個形像，上帝的房子或上帝的
家。這是一個關於石頭和建築物的
比喻，強調了教會中人際關係錯綜
複雜且相互依存的本質。彼得稱
基督徒為「活石」（彼得前書 2：
5）。這一比喻也講到了永久且堅
實的品質。
閱讀以弗所書 2：19－22。保羅在本
段經文中強調的重點是什麼？這意象
帶來哪些有關教會團結的教訓？

在這段經文中，保羅將教會的兩個
意象合而為一：一個是靜止的形
像，一座房子或建築物；另一個是
活潑的形像，有一大家子的人。

一塊石頭本身沒有多大價值，但當
它與其他石頭連結在一起，就能搭
建起抵禦生命風暴的堅實建築。基
督徒不是一塊孤零零的石頭，而是
要在上帝的家中與其他人緊密團
結。一幢大廈若要穩固，就必須立
於堅實的基礎之上。耶穌基督就是
這根基，是上帝之家的「房角石」
（另見哥林多前書 3：11）。如果
教會沒有使基督成為一切事工的基
石，那麼這教會也將不復存在。教
會的核心關乎耶穌基督：祂的生
平、受死、復活以及祂的復臨。教

會招聚信徒，攜手向世界分享耶穌
的福音。教會的事工也關乎耶穌：
祂的身分，祂曾為我們所成就的
事，以及祂為那些願意接受祂為救
主的人所預備的豐盛禮物。
將教會比作一家人也頗有意義。這
比喻著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
幅景象彷彿是父母親以及兄弟姐妹
之間的關係。家庭成員之間的親情
連結是異常堅固的，他們對彼此的
忠誠往往超越了所有其他外部的關
係。忠誠是團結的重要組成部分，
若失了忠誠，團結何以為繼？

教會又是如何好像一家人一樣呢？
教會的成員都隸屬於一個大家庭。
我們不僅僅是因為共有一個祖先亞
當而成為一家人，還因為我們在第
二個亞當─耶穌基督裡都有「新
生」的體驗。因此，我們之間彼此
團結，不單是因為共同擁有的教義
上的真理，而是因為我們都有悔改
的經歷，在基督裡擁有新的生命。
可憐的是，不是每個人在自己的原生
家庭中都有美好的經歷。所以這一意
象也許無法引起他們的共鳴。那麼教
會怎樣才能成為這些人所渴望的溫暖
家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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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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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之家】

保羅所提到的另一個關於建築的意
象是上帝的殿，或聖靈之家。這裡
所描述的是一座價值極為昂貴的建
築物。保羅除了在哥林多前書6：
19中將人的身體比作聖靈的殿以
外，還在哥林多前書3：16－17 中
將人比作古代近東地區最神聖、最
寶貴的建築物─上帝的殿。
閱讀哥林多前書 3：16－17。教會是
聖靈的殿，這究竟是什麼意思？保羅
在17節中發出什麼警告？

顯然，保羅在提到教會時，心裡
所想的並不是一個看得見摸得著
的殿，或是上帝的居所。雖然英
文《聖經》中的「you」（你，你
們）看不出單複數，但希臘文卻有
單複數的區分，分別指一個人或一
群人。本節《聖經》顯然指向後
者。比喻的本體是一個社群實體：
由哥林多的基督徒共同組成的聖靈
的殿，從屬靈的意義上來說，上帝
居住在他們中間。
對於保羅來說，上帝就住在基督徒
的團契裡；因此，祂向那些企圖破
壞這一團契的人發出警告，他們將
要承受審判的後果。信徒之間的合
一是這個團契的核心，上帝在殿裡
與人同在也是以此為中心的。雖然

人們常常用這節《聖經》來勸勉人
要照顧好自己身體（當然，這是每
個基督徒應當做的事），但這並不
是保羅所針對的具體問題。其實，
他是要向那些想要破壞教會團結的
人發出警告。

在本章的前半部，保羅對教會合一
所面臨的挑戰提出自己的看法：
「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妒、紛
爭。」（哥林多前書3：3）這些態
度和行為會對基督徒的團結造成真
正威脅，會致使上帝離開祂的聖
殿。換句話說，教會內部的衝突會
摧毀上帝的聖殿。因此，保羅希望
信徒們能撇棄一切威脅教會團結的
態度和行為。
今日面對教會中所存在的矛盾，保
羅給哥林多教會的建議依舊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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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一心一意，彼
此相合。」（哥林多前書1：10）
嫉妒、紛爭和分裂――這不僅僅是保
羅時代的教會所面臨的問題。我們今
天同樣要面對這一切。在採用不威脅
教會團結的方法解決這些問題的事
上，我們每個人能發揮什麼作用？

星期三

11月7日

第6課／合一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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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身體】

說到有關教會最廣為人知的意象，
大概非基督的身體莫屬了，它在教
會各部分的統一方面，探討得最為
深刻。「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
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
身子；基督也是這樣……你們就是
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
（哥林多前書 12：12， 27）
正如身體是一個，由許多不同的部
分組成，而每一部分都有各自不同
的功能和職責，教會也應如此構成
基督的身體。
閱讀哥林多前書 12：12－26。這個
由許多肢體構成一個身體的意象，如
何適用在教會會眾身上？它又是如何
適用於像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這樣一個
全球教會組織？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2章中的教導傳
達出一種深刻的事實：基督徒真正
的團結不僅在於多元化，當然不是
說要摒棄多元化，而是要藉由其多
樣性展現出來。我們不應對此感到
驚訝，因為這些多樣性表現的根源
正是聖靈。正如人體，無論在統一
性還是多樣性上都令人讚歎，理想
化的基督的身體也是一樣，藉由本

身具備的多樣性來表達基督身體的
完整性及豐富性。
復臨教會就符合這一意象。在過去
的幾十年間，本會的發展突飛猛
進。但凡在你能想像到的各樣背
景、文化和環境下，都有復臨教會
的教友。在民族、種族、文化、教
育、年齡的上的差異都不可成為在
基督裡分裂我們的理由。即便差異
存在，也應由聖靈將其塑造為一種
向心力，用來彰顯真理：在基督裡
我們都是一體的。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無論我們是何
身分，從何而來，在十字架下都是
平等的。當週圍的世界變得越發支
離破碎時，教會必須顯明在多元化
中尋求合一是能夠實現的。上帝的
百姓也可以顯出福音醫治與和解的
大能。

幸好，保羅告訴我們如何才能實現
這一理想。「基督是教會的頭；祂
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以弗
所書5：23）「祂也是教會全體之
首。」（歌羅西書1：18）由於每
一位信徒在靈性上都與基督相連，
因此教會全體都是從相同的靈糧得
滋養，所以要學習上帝的話，順服
祂所賜予我們的教訓，為了在基督
裡的合一共同敬拜與禱告，這些事
情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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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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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與牧人】

閱讀約翰福音 10：1－11。羊圈的比
喻從哪些方面談到了教會的團結？參
見詩篇23篇。

在大都市的現代生活中，任何類型
的畜牧業都變得非常罕見。大多數
人對羊和牧羊人之間的關係知之甚
少。但當耶穌講這個比喻的時候，
聽眾們卻完全能夠瞭解祂的意思。
當祂說「我是好牧人」時，聽眾們
立刻明白祂是在引用詩篇23：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這幅景象
不僅清晰，還飽含深情，在眾人心
裡愈顯生動。在古代近東文化以及
今日的中東地區，人們所熟知的牧
羊人的形像，就是無論有多少艱難
險阻，都要全心照料羊群的人。牧
羊人已成為《聖經》用來描述上帝
的品格和祂與其子民之間關係最深
情的意象之一。
將上帝的子民比作羊群是很有趣
的。我們對羊的印象往往是，牠們
溫馴無害，毫無防備。因此，牠們
需要有位好牧人來保護並引導。坦
白講，牠們看上去蠻愚蠢的。有時
候一不留意，羊就走丟了，牧羊人
就要去尋找牠們，並帶牠們回羊

圈。牧羊人通常要將小羊背在身
上，並給牠們更多的照料。從許多
方面來說，羊群都能完美地代表教
會的形像。教會成員在與牧人的關
係中可以無所畏懼，並能得到一切
所需。

耶穌也透過這個比喻強調羊聽從牧
者聲音的重要性。有時出於形勢的
需要，會將幾群羊放在同一個圍欄
或羊圈中，為要保護牠們的安全。
之後如何將牠們分開呢？只需要牧
羊人在圍欄邊上呼喚他的羊群。他
的羊會認出他的聲音，過來找他。
「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前頭
走，羊也跟著他，因為認得他的聲
音。」（約翰福音10：4）聆聽牧
者的聲音對教會來說至關重要。事
實上，上帝子民的團結與安全取決
於他們與上帝有多親近，與他們是
否順從祂的聲音也有直接聯繫。
通常人們不喜歡自己被比作羊。但為
什麼對我們來說卻是非常恰當的比喻
呢？它如何闡述出我們需要牧者並需
要聽從祂的聲音的道理呢？

星期五

11月9日

第6課／合一的意象

進修資料

懷愛倫，《歷代願望》第52章〈好
牧人〉，原文第476‒484頁；《給
教會的勉言》第43章〈地上的教
會〉，原文第240‒243頁。

「受到耶路撒冷的聖殿與隨處可見
的希臘羅馬式建築的啟發，新約的
作者們運用聖殿的比喻來將教會的
神聖性、上帝在教會建立和增長方
面的作用、基督與聖靈工作的本
質以及信徒在教會內部的團結一致
形像化，有助於信徒們理解。這樣
建築體系似乎只提供了靜態的圖
像。然而，這一比喻在運用時通常
與人體的意象相結合，並且往往突
顯出建築的過程。《聖經》所提供
的不僅僅是一幅靜態的畫面，『它
推動我們想像一個建造的過程，而
非最終的宏偉建築。』教會被賦予
奇妙的特權，就是以謙卑的態度認
識到在她的生命與經歷中有『永
生上帝的殿』（哥林多後書6：
16）。」─約翰．麥克凡（John
McVay），引自《教會的信息、使
命與合一》中〈教會的聖經隱喻：
教會學的構成要素〉一文。（安吉
爾．曼努埃爾．羅德里格斯 Ángel
Manuel Rodríguez，馬里蘭州黑格
斯敦：評閱宣報，2013年，原文第
52頁）
討論問題

1回憶《聖經》中描述教會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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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個你最喜歡？原因何在？你可以
從下列經文中找到其他有關教會的比
喻：提摩太前書 3：15；提摩太後書
2：3－5；彼得前書 2：9。 這些比喻
還提到哪些有關教會的教導？
2「上帝希望祂的百姓用基督化的友
愛產生最緊密的連結團結在一起。弟
兄間彼此信賴對我們教會的興旺是必
不可少的；團結一致的行動在宗教危
機中是很重要的。一個輕率的步驟，
一個大意的行為，都可能使教會陷入
困難和試煉當中，多年無法復原。」
―懷愛倫，《教會證言》卷三，原
文第446頁。這一警告教導我們應當
如何謹慎地保護教會的團結？在這一
神聖的職責中，我們每個人需要扮演
何種角色？
3星期天的課程著重強調了即使我們
是「上帝的子民」，也只能依靠上帝
的恩典，而非自己的功勞獲得拯救。
一項無可爭辯的事實是，正是我們依
靠上帝的功績得救恩，才讓我們有
「上帝子民」的身分。這種說法是否
真的不容置疑？請說明理由。

總結
新約《聖經》用不同的比喻來說明教會
的性質與使命。更重要的是，這些比喻
告訴我們，上帝時刻用心關注、保護祂
的子民。這些意象也提到，上帝的子民
之間關係千絲萬縷，我們需要彼此合作
來完成我們蒙召所要完成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