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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11月23日 安息日下午

在信仰上合一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使徒行傳 4：8－12；使徒行傳 1：11；馬太福音 25：1－13；希伯來書 9：
11－12；出埃及記 20：8－11；哥林多前書 15：51－54。
存心節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
救。」（使徒行傳 4：12）

1888年，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信徒們就一些重要經文的解讀展開了激烈
的辯論。當牧師和教會領袖們為但以理書七章所預言的十角身分，以及
加拉太書3：24中律法的含義爭得面紅耳赤時，誰也沒有留意到這種堅
決否定彼此的態度，導致了他們之間團契和友誼的破裂，進而損害了教
會的合一與使命。
懷愛倫對此深表遺憾，她勸勉所有參與討論的人仔細思考他們與耶穌的
關係，想一想應當如何在行為中表現出對耶穌的愛，在觀點不一致的時
候更當如此。她還表示，我們不應當奢望在教會中的每一個人對每一節
經文的解讀都一模一樣。

但她也特別強調，在關乎復臨信徒信仰的重要真理上，我們應當尋求
統一的理解（參見懷愛倫，《給作家和編輯的勉言》，原文第28－32
頁）。本週我們要來學習那使我們成為復臨信徒，並在信仰上使我們合
一的重要《聖經》教導。
■研究本週學課，為11月24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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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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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穌裡的救恩】

我們身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信
徒，雖然與其他基督教團體有許多
相似之處，但我們的信仰形成獨特
的《聖經》真理體系，在基督教界
是獨樹一幟的。正是這些真理有助
於我們獲得上帝在末時之餘民的身
分。
閱讀使徒行傳 4：8－12；10：43。
根據彼得對救贖計畫的理解，他將耶
穌基督置於何等重要的地位？

下列經文告訴我們，耶穌受死與復活
的意義是什麼？
羅馬書 3：24－25
約翰一書 2：2
約翰一書 4：9－10
彼得前書 2：21－24

使徒保羅告訴哥林多人，好消息
「就是上帝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
己和好」（哥林多後書5：19）。
基督的犧牲是我們與天父和好的基
石，它填補了因罪惡和死亡帶來的
鴻溝。一直以來，基督徒們都在思
考耶穌基督受死、復活，以及祂來
要與世人和好的意義。這一和解
的過程被稱為贖罪，其古英文字
為atonement，本意是「成為一」
（at－one－ment）。這是指「成
為一體」或是意見一致的狀態。這
樣說來，贖罪是指在關係中的合一
狀態，而當隔閡產生時，唯有和解
才能重建這種狀態。教會的團結就
是和解所帶來的禮物。

雖然我們在基督的受死與復活的問
題上與許多基督教派信仰相同，但
我們是以「永遠的福音」（啟示錄
14：6 ）為背景來宣告它，這是啟
示錄14：6－12，三天使信息的一
部分。作為復臨信徒，我們特別強
調這些信息，這是其他基督教團體
所沒有的。
你如何學會時刻謹記耶穌基督的死亡
與復活的現實，並這一切所帶來的希
望？

星期一

11月19日

第8課／在信仰上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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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第二次降臨】

使徒們和早期的基督徒將基督復臨
視為「有福的盼望」（提多書2：
13）。他們都期盼著在復臨時，
《聖經》上所有的預言和應許都能
實現。復臨教會依然堅定持守著這
一信念。事實上，我們的名稱「復
臨信徒」已說明一切。所有愛基督
的人都盼望著那一日，他們能夠面
對面與主相見。在那日到來之前，
基督復臨的應許會在上帝子民的身
上顯出一種凝聚力。
下列經文告訴我們，基督會以什麼方
式復臨？這與一些基督復臨的流行觀
點有什麼不同？ 使徒行傳 1：11；馬
太福音 24：26－27；啟示錄 1：7；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3－18；啟示錄
19：11－16。

《聖經》一再向我們保證，耶穌一
定會再來接祂所救贖的子民。我們
不應該去猜測這事究竟何時發生，
因為耶穌自己說，「那日子，那時
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
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
道。」（馬太福音24：36）不僅是
我們算不出耶穌何時再來，而是
《聖經》明明白白地說，我們不會
知道祂何時來。

就在耶穌在地上的服務行將結束
時，祂講了十個童女的比喻（馬太
福音25：1－13），為了說明教會
在等候祂復臨的時候所要面對的狀
況。兩組童女代表兩類自稱等候耶
穌的信徒。從表面上看，兩類信徒
似乎沒什麼區別；但當耶穌的到來
延遲以後，二者之間的真正區別愈
發明顯起來。雖然耶穌的歸期遲
延，但有一群人仍然持定活潑的盼
望，並在屬靈生活上做了充分的準
備。耶穌希望藉著這個預言來教導
門徒，基督徒的經驗不是基於情感
上的興奮或狂熱，而是始終倚靠上
帝的恩典，在信心中忍耐，即便在
沒有確實的證據表明上帝應許將要
實現的情況下也應如此。耶穌今日
仍然邀請我們要「警醒」，做好準
備隨時迎接祂的到來。
儘管「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這一名稱
已經顯明基督復臨對我們何等重要，
但我們自己如何能做到將基督復臨的
事牢記在心呢？時光荏苒，我們如何
才能確保自己不犯耶穌在十個童女的
比喻中所警告的錯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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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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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天上聖所中的職分】

舊約時期，上帝指示摩西建造一座
帳幕，或聖所，使祂可以「住在」
這世上（出埃及記25：8）。藉著
聖所中進行的各樣事奉，這地方成
為教導以色列人上帝救贖計畫的教
具。後來，所羅門王建造了一座富
麗堂皇的聖殿來取代可拆卸的帳幕
（列王紀上5－8章）。無論帳幕還
是聖殿，都是仿照天上聖所的樣式
建造的，「這帳幕是主所支的，不
是人所支的」（希伯來書 8：2；參
見出埃及記 25：9， 40）。
縱觀整本《聖經》都堅持一種假
設，在天上有一處聖所，作為上帝
的主要居所。而地上的聖所則是上
帝救贖計畫以及耶穌在天上主要事
工的「微縮預言」。

閱讀希伯來書 8：6；9：11－12，
23－28 和約翰一書 1：9－2：2。上
述經文中有哪些關於耶穌在天上擔任
祭司職任的教導？

自從耶穌升天後，祂就在天上的聖
所中擔任祭司的職分，為要拯救
我們（參見希伯來書7：25）。因
此，我們當鼓起勇氣，「坦然無懼
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

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希伯來書 4：16）

在地上的會幕中，大祭司的職分可
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每日在聖殿
中的服事；第二，一年一次在至聖
所的服事─《聖經》也是如此描
述耶穌在天上服事的兩個階段。
祂在天上聖所中的工作是代求、饒
恕、和好與恢復。悔改的罪人藉著
中保耶穌可以立刻來到天父面前
（約翰一書2：1）。自1844年耶穌
進入天上的至聖所以後，就開始了
在一年一度的贖罪日中所進行的審
判和潔淨的工作。潔淨聖所正是用
耶穌自己的寶血。在這一天所進行
的贖罪工作是基督功績的最終應
用，要消除罪的存在，使整個宇宙
與上帝全然和好，並在上帝的治下
和諧共處。耶穌大祭司職分做為兩
個階段的教義是復臨信徒對於解讀
整個救贖計畫的特殊貢獻。

星期三

11月21日

第8課／在信仰上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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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堅信並持守的另
一個重要的《聖經》教導，就是第
七日安息日。這一重要教義可以使
我們保持團結合一。在基督教界，
很少有別的教派跟我們一樣遵守安
息日。

從創造那一週起，上帝就將安息日
當作禮物賜予人類（創世記2：1－
3）。在創造世界時，上帝做了三
件特別的事來確立安息日：（1）
上帝在安息日休息，（2）祂祝福
這日，以及（3）祂將這日分別為
聖。這使得安息日成為上帝特別的
禮物，讓世人能夠預嘗到天國的真
實，並堅信上帝六天的創造。一位
名叫亞伯拉罕．約書亞．希斯喬
（Abraham Joshua Heschel）的著
名猶太拉比稱安息日為「時間中的
聖殿」，在這一日，上帝以一種特
殊的方式與祂的子民相見。
下列經文教導我們，安息日對人類有
何意義？ 出埃及記 20：8－11；申命
記 5：12－15；以西結書 20：12，
20。

作為復臨教會的信徒，我們渴望效
法耶穌（路加福音4：16），所以
我們遵守第七日安息日。耶穌參加
安息日的聚會表明祂贊同這是休息

及敬拜的日子。祂在安息日也曾行
過神蹟，為要教導慶祝安息日帶
來的醫治之效（包括身體和靈性
兩方面）（參見路加福音13：10－
17）。使徒們和早期基督徒知道耶
穌基督並沒有廢除安息日；這一點
從他們自己也遵守安息日，並在那
日參與敬拜就能看出來（使徒行
傳13：14， 42， 44；16：13；17：
2；18：4）。
安息日另一個美妙之處在於它是我們
從罪中得釋放的標誌。守安息日是要
紀念上帝將以色列民從為奴之地埃及
拯救出來，進入祂所應許的迦南地得
安息（申命記5：12－15）。儘管以
色列人屢次不順服且拜偶像，未能完
全享有這安息，但上帝依舊應許說，
「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
為上帝的子民存留」（希伯來書4：
9）。所有渴望進入那恩典之安息的
人都可以憑著相信耶穌所提供的救恩
進來。遵守安息日象徵著在基督裡得
屬靈的安息，這不是靠自己的行為，
而是靠耶穌的功勞拯救我們脫離罪
惡，並賜給永恆的生命（參見希伯來
書4：10；馬太福音 11：28－30）。
安息日如何以確實的方式，讓你體驗
到基督原本為祂的子民所預備的合一
與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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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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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與復活】

在創造的時候，「耶和華上帝用地
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
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
叫亞當。」（創世記2：7）這就告
訴我們生命源於上帝。對被造之物
來說，永生是其內在屬性嗎？《聖
經》告訴我們唯有上帝是不死的
（提摩太前書6：16），因此永生
並不是在人類出生時就自帶的屬
性。與上帝不同，人終將面臨死
亡。《聖經》將人的生命比作「一
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雅
各書4：14）。而當死亡降臨的時
候，我們的生命進入一種好似睡眠
的狀態，只是沒有任何意識存在了
（參見傳道書9：5－ 6， 10；詩篇
146：4；詩篇 115：17；約翰福音
11：11－15）。
雖然人無法永生不死，但《聖經》
說耶穌基督是永恆的源頭，並且告
訴我們祂向所有相信祂救恩的人發
出了不朽和永生的應許。「惟有
上帝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
穌裡，乃是永生。」（羅馬書6：
23）耶穌「已經把死廢去，藉著福
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
（提摩太後書1：10）。「上帝愛
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
得永生。」（約翰福音3：16）所
以，人依然有死後得永生的希望。

閱讀哥林多前書 15：51－54 和帖撒
羅尼迦前書 4：13－18。上述經文給
予我們哪些關於死後復活的教訓，以
及人類何時才能得到永恆的生命？

使徒保羅清楚地表明，上帝賦予人
不朽的生命，不是在人死亡的時
刻，而是在末次號筒吹響，義人復
活的時刻。雖然信徒們在接受耶穌
基督作為他們救主的當下就得到了
永生的應許，但只有在復活的時候
這應許方能實現。新約《聖經》從
來未曾提到靈魂死後會立刻進入天
堂。這種教導源於異教，可回溯至
古希臘人的哲學，但在舊約和新約
《聖經》中從未出現這種說法。
對死亡的理解如何幫助我們更加重視
基督復臨的應許？這一信念如何能有
力地將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信徒團結
在一起？

星期五

11月23日

第8課／在信仰上合一

進修資料

懷愛倫，《給作家和編輯的勉言》
〈根基、柱石和路標〉，原文第
28－32頁。閱讀《懷愛倫百科全
書》中〈教義的重要性〉一文，原
文第778－779頁。

身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信徒，我
們的確與其他基督教團體在重要的
信仰上保持一致。當然，核心信仰
是我們憑著信心，藉著耶穌的救贖
以及代死而得救。和其他基督徒一
樣，我們相信在我們所行的一切中
找不到義，唯獨在基督的義中方能
找到我們的義，而這義是憑著信心
歸於我們的，是我們本不配擁有的
恩典。或者，用懷愛倫的名言說：
「基督受了我們所該受的罰，使我
們能得祂所該得的賞。祂為我們的
罪祂原是無份的被定為罪，使我們
因祂的義我們原是無份的得稱為
義。祂忍受了我們的死，使我們能
得祂的生。」─《歷代願望》，
原文第25頁。但與此同時，我們的
基本信仰以及由此而生的行為及生
活方式，都使我們在基督教界獨樹
一幟。事情本該如此，如若不然，
我們作為復臨教會還有什麼存在的
必要呢？我們對耶穌的愛，以及所
宣揚的教導，都應成為我們中間最
為強大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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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1在懷愛倫《信心與行為》一書中的
原文第103頁中，她將稱義等同於罪
得赦免。我們對在基督裡的饒恕與稱
義的感恩如何成為我們與弟兄姐妹團
契和交通的基礎？
2思考我們的教義對於教會團結的重
要性。也就是說，除了共同的教義信
仰之外，還有什麼能使成千上萬來自
不同種族、宗教、政治和文化背景
的人聚在一起呢？ 從中我們可以看
出，教義的重要性如何不僅表現在教
會的使命與信息上，也在教會的團結
上？
3「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名稱本身
包含兩個重要的教導，第七日安息日
和基督復臨。這名稱的一部分指創
造，另一部分指救贖。二者之間有何
聯繫？它們是如何簡明扼要地抓住我
們作為人所當有的本分？

總結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信徒持守許多共
同的基本信仰。我們與其他基督徒有
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總體而
言，這些教導鑄就了我們作為獨特教
會的身分，並成為我們在耶穌裡團結
合一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