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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11月30日 安息日下午

最有力的證明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約翰福音 11：51－52；以弗所書 2：13－16；哥林多後書 5：17－21；以弗所
書 4：25－5：2；羅馬書 14：1－6；使徒行傳 1：14。
存心節

「他這話不是出於自己，是因他本年作大祭司，所以預言耶穌將要替這一國
死；也不但替這一國死，並要將上帝四散的子民都聚集歸一。」（約翰福音
11：51－52）

上週我們學到在末世應當如何藉著強調以救主耶穌和《聖經》真理為核
心的信息來達到團結合一的果效。我們如此行，是因著上帝賦予我們的
福音信息以及我們要傳遍世界的呼召。

本週我們所要關注的重點是在基督徒日常生活與教會使命中所表現出的
團結性。正如耶穌所說，教會宣揚上帝的救恩與和好的信息不是單靠嘴
巴。教會本身的團結就是上帝與人和好的重要表現。在這個被罪惡與叛
逆團團圍住的世界中，教會就是一位人人可見的代表，為要見證上帝拯
救的工作與大能。若是在教會的見證中找不到團結合一、同心同德，那
麼十字架拯救的力量就很難展現在世界面前。「與基督聯合的事實，就
使人們彼此之間也有聯合的約束。這樣的合一是給世界一個最大有利的
憑據，證明基督的威嚴和德行，並祂除去罪孽的大能。」─懷愛倫，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聖經注釋》卷五，原文第1148頁。
■研究本週學課，為12月1日安息日做準備。

星期日

11月25日

第9課／最有力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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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穌的十字架下】

上帝賜予祂的子民許多屬靈的祝
福，教會的合一就是其中之一。合
一不是人類透過自己的努力、行動
或是懷抱希望就能達成的。從根本
上說，是耶穌基督藉著祂的受死與
復活創立了合一。當我們憑信藉著
受洗和罪得赦免歸入祂的死亡和復
活時，當我們共同參與團契時，當
我們攜手向世界宣揚三天使信息
時，我們就與上帝合而為一，且與
其他人彼此連結。

閱讀約翰福音 11：51－52 和以弗所
書 1：7－10。在耶穌生平中有什麼
事可以作為我們復臨教會團結合一的
基石？

「他（該亞法）不是出於自己，是
因他本年作大祭司，所以預言耶穌
將要替這一國死；也不但替這一國
死，並要將上帝四散的子民都聚集
歸一。」（約翰福音11：51－52）
上帝使用該亞法來解釋耶穌之死的
意義，是多麼奇怪啊！該亞法其實
根本不知道他將耶穌處死的宣判到
底意味著什麼！這位大祭司對他所
說的話將會造成多麼深遠的影響絲
毫沒有察覺。他覺得自己只是在發
表一項政治聲明而已。但是，約翰

用該亞法的話來揭示深刻的真理：
對於上帝忠心的子民來說，耶穌代
替他們死亡的意義，就是要他們有
朝一日都「聚集歸一」。
作為復臨教會的信徒，無論我們還
有什麼別的信條，或是還需傳講什
麼其他特別的信息，我們首先要記
得，團結合一的基礎在於我們都接
受基督替我們受死。

此外，我們也藉著受洗在基督裡體
驗這種合一。「所以，你們因信基
督耶穌都是上帝的兒子。你們受洗
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加拉太書 3：26－27）洗禮是復
臨信徒之間又一共同的連結，它象
徵著我們對基督的信心。我們同有
一位天父；所以，我們都是上帝的
兒女。並且我們共有一位救主，藉
著受洗我們歸入祂的死亡與復活
（羅馬書 6：3－4）。
在復臨信徒中間的確存在文化、社
會、種族、政治上的差異，但為何我
們對耶穌的共同信仰能夠超越這一切
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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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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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好的工作】

眾所周知，我們的世界充斥著混
亂、紛爭、戰爭和衝突。所有這些
因素都在個人、社區及國家的層面
上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有時候似乎
我們整個生命都處於衝突之中。但
分裂與混亂不會永遠大行其道。上
帝正在從事一項工作，要實現宇宙
的和平統一。儘管罪惡導致不和，
但上帝永恆的和解計畫會帶來和平
與圓滿。

保羅在以弗所書 2：13－16中提出
基督為信徒帶來和平的行事原則：
藉著祂在十字架上的死，耶穌將猶
太人與外邦人造成一個新人，並摧
毀了橫亙在他們中間的種族和宗教
的障礙。如果基督能在一世紀使猶
太人和外邦人和好，那還有什麼能
夠阻擋祂將今日分裂教會的任何種
族、民族和文化隔閡清除殆盡呢？
由此作為起點，我們能夠影響整個
世界。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 5：17－21中說，
我們在基督裡成了新造的人，與上帝
和好了。那麼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有什
麼工作要做呢？作為一個團結的教
會，我們能讓自己的社區有什麼改變
呢？

信徒既是上帝新造的人，就接受了
一項至關重要的事工─擁有三重
使命的和好工作。❶我們教會的信
徒都曾經與上帝疏遠，但藉著基督
自我犧牲的救恩，在聖靈的帶領下
與主聯合。我們是餘剩的兒女，蒙
召向世界傳揚末世的信息。我們的
工作是要邀請那些如今仍與上帝疏
遠的人來到祂面前與祂和好，並加
入我們去完成教會使命。❷教會也
是彼此和好的上帝的子民。與基督
聯合意味著我們相互之間也要團
結。這不僅僅是一個遠大的理想；
它必須成為看得到的現實。彼此間
和諧一致，弟兄姐妹和睦共處，這
就是一項有力的見證，向世界宣告
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贖主。「你們
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
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翰
福音13：35）❸透過這項和好的工
作，教會向整個宇宙宣告，上帝的
救贖計畫是明確無誤且強而有力
的。善惡之爭的焦點是上帝以及祂
的品格。由於教會追求團結與和
好，整個宇宙就會明白這工作是出
於上帝永恆的智慧（參見以弗所書
3：8－11）。

星期二

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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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合一】

1902年，懷愛倫寫道：「基督在世
時怎樣生活為人，每一個基督徒也
當這樣。祂不但在無瑕疵玷污的純
潔上，也在忍耐、溫慈和可愛的性
情上都是我們的楷模。」─懷愛
倫，《時兆》，1902年6月16日。這
段話讓人聯想到保羅在腓立比書中
的呼籲：「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
為心。」（腓立比書2：5）
閱讀以弗所書 4：25－5：2 和歌羅西
書 3：1－17，然後回答兩個問題：
我們蒙召要在生活中哪些具體方面表
現出我們對耶穌的忠心？在我們公開
的生活中如何成為耶穌福音的見證
人？

《聖經》中還有許多經文，勉勵基
督徒效法耶穌的榜樣，向別人見證
上帝的恩典。另外，我們也被勸
勉要為他人謀福利（馬太福音7：
12）；要擔待別人的重擔（加拉太
書6：2）；過簡樸的生活，注重內
在的靈性而非外在的表現（馬太
福音16：24－26；彼得前書3：3－
4）；並遵循健康的生活習慣（哥
林多前書10：31）。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是客旅，是
寄居的。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
欲；這私欲是與靈魂爭戰的。你們
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
些譭謗你們是作惡的，因看見你
們的好行為，便在鑒察（或作：眷
顧）的日子歸榮耀給上帝。」（彼
得前書2：11－12）我們有多少次
低估了基督徒的品格對於那些時刻
關注我們之人的影響？在煩惱時表
現出的耐心，在緊張與衝突中展現
的自律生活，面對急躁且苛刻的言
辭表現的溫柔精神，都是我們蒙召
要效仿的基督精神的標誌。復臨信
徒若能齊心協力向這個誤解上帝品
格的世界作見證，那麼我們將成為
代表善行和上帝榮耀的力量。信徒
作為基督的代表，不僅要因他們的
道義而為世界所知，更要讓人看到
他們熱心為他人謀福利。如果我們
的宗教經驗是真實的，就必會有所
表現，並對世界產生影響。信徒聯
合一致向世界彰顯基督的品格，這
本身就是一個有力的見證。
你向別人所作的見證是怎樣的？你生
活中有什麼特別之處，使得別人發現
後也會想來跟隨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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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不同】

保羅在羅馬書14、15章中講到了造
成羅馬教會嚴重分裂的問題。他所
提出的解決之道，是要羅馬信徒彼
此表現出寬容與耐心，不要以這些
問題在教會中劃分陣營。我們從他
的建議中可以學到什麼？
閱讀羅馬書 14：1－6。在這裡是什
麼問題導致在羅馬的信徒互相論斷，
而非彼此相交？

這些問題很可能與猶太人所說的
禮儀上的不潔有關。保羅的原話
是「所疑惑的事」（羅馬書14：
1），表明這些問題與救恩無關，
只是意見上的不同，應當留待個
人內心進行選擇（參見羅馬書14：
5）。
這些爭議先是與所吃的食物有關。
保羅這裡所提到的問題和利未記中
禁止食用的動物並無關係。沒有證
據表明早期基督徒在保羅時代開始
吃豬肉或其他不潔淨的肉類，而
且我們知道彼得就沒有吃過這樣的
食物（參見使徒行傳10：14）。另
外，軟弱的只吃蔬菜（羅馬書14：
2），並且飲料也在爭論之列（羅
馬書14： 17， 21），很明顯爭論的
焦點是禮儀上的不潔。更有力的證

據是在羅馬書14：14出現的不潔淨
一詞（原文koinos）。該詞在舊約
的古希臘文譯本中是指被污穢了的
動物，而非利未記11章中不潔淨的
動物。顯然在羅馬教會中有些人不
和大家一起共用愛宴，因為他們沒
有把握食物是否預備妥當，也不確
定有沒有祭拜過偶像。
在遵守日子的問題上也是如此。保
羅並不是對每週遵守安息日提出質
疑，因為我們知道他一直遵守安
息日（使徒行傳13：14；16：13；
17：2）。這裡很可能是指猶太人
的各種節日或禁食的日子。保羅在
這幾節經文中想要表達的意思是，
對於那些真心實意、一絲不苟地遵
守這些儀文的人，只要他們不將此
作為得救的方法，其他人就應對其
行為表示理解和寬容。當我們在某
些事，特別是與信仰關係不大的事
上意見不一致時，我們所表現出的
耐心和包容才能真正說明基督徒之
間的團結合一。
請在課堂上提問：有沒有什麼我們作
為復臨信徒所相信並付諸實踐的事，
其實是復臨派的信徒無需相信並遵守
的？

星期四

11月29日

第9課／最有力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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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命上合一】
將門徒們在路加福音22：24最後的晚
餐時的表現與使徒行傳1：14 和2：
1，46中，他們在五旬節前不久的經
歷作對比。是什麼使他們的生命發生
這般變化？

使徒行傳 1：14 和 2：46中「同心
合意」一詞也有「堅守一個心志」
的含義。之所以同有一個心志，是
因為他們總是聚在一處，為耶穌許
諾將差遣保惠師的應驗而齊心禱
告。

在等候期間，門徒之間本來很容易
產生互相指責的情緒。有些人可能
會說彼得曾經三次不認主（約翰福
音18：15－18，25－27），也可以
埋怨多馬懷疑耶穌的復活（約翰福
音20：25）。他們本有可能想起約
翰和雅各曾要求要在耶穌的國度中
享受最有權勢的地位（馬可福音
10：35－41），或者攻擊馬太，因
他曾是位被人鄙視的稅吏（馬太福
音9：9）。
然而，「這準備的日子也是深深省
察己心的日子。門徒既已感到自己
屬靈方面的需要，於是就向主祈求
聖潔的恩膏，俾使他們適合擔任救
靈的工作。他們並非單為自己求

福。那救人的重擔已放在他們的身
上了，他們既認明福音是要傳遍天
下的，於是便應分要求基督所應許
的能力。」──懷愛倫，《使徒行
述》，原文第37頁。
信徒間的團契以及他們迫切禱告表
明他們已經預備好迎接五旬節這一
重要的時刻。當他們與主愈發親
近，並將個人的分歧撇下時，聖靈
就已預備他們成為英勇無畏的見證
人，為要宣告耶穌的復活。他們知
道耶穌已經赦免了自己許多的罪，
這使他們有勇氣繼續前行。他們也
清楚耶穌在他們的生命中所做成的
工夫。他們知道在上帝那裡能找到
得救的應許，因此，「信徒們的志
向就是要表現酷似基督的品格，並
要為擴大祂的國度而努力。」─
同上，原文第48頁。難怪上帝能藉
著他們成就如此偉大的工作。這對
我們今天的教會來說是多麼寶貴的
教訓啊！
想要在別人的生活中挑毛病簡直易如
反掌。但我們怎樣才能學會放下別人
的錯誤，在團結一致的教會中將全副
精力放在遵行上帝旨意這一更加偉大
的事業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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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懷愛倫，《佈道論》〈在種種不
同中和諧一致〉，原文第98－103
頁。

下列引文有助於揭示早期教會在基
督裡合一的原因。儘管他們之間存
在差異，卻仍能保持團結，向世界
見證救主。「《聖經》闡述了在早
期教會，聖靈在決策過程中進行引
導的方式。至少要通過三種關係密
切的方法才能作出決策：❶啟示
（例如，聖靈告訴人們該做什麼；
哥尼流，亞拿尼亞，腓力；以及搖
籤選擇門徒），❷《聖經》（教會
根據《聖經》的教訓得出結論），
和❸共識（聖靈在信徒中作工，藉
著對話和研究在潛移默化中達成共
識，最後教會意識到這是聖靈在他
們中間工作）。這樣看來，當面對
信徒群體中出現的文化、教義和神
學爭議時，聖靈會努力使其達成一
致意見。在此過程中，我們看到信
徒群體所產生的積極作用，以及為
辨別能力而祈禱的重要性。在信徒
社群對於上帝話語的理解，社群的
經驗及需要，以及長老領袖的經驗
中，都能看到聖靈的引導。教會的
各種決定都是在聖靈引導下制定
的，而《聖經》、祈禱和信仰經驗
都是進行神學反思的要素。」─
鄧尼斯．福汀（Denis Fortin），
《聖靈與教會》，引自《教會的信

息、使命與合一》，安吉爾．曼努
埃爾．羅德里格斯（Ángel Manuel
Rodríguez）編著，原文第321－322
頁。
討論問題

1 與學員一同回顧在星期三課程中
最後一個問題的答案，我們應如何決
定哪些教導和實踐對於復臨信徒來說
至關重要，哪些無關緊要？
2我們如何與那些和我們一樣相信耶
穌受死及復活的其他教派的基督徒聯
繫起來？

總結
弟兄姐妹能夠像耶穌一樣彼此相愛，
就是合一最具說服力的證據了。我們
的罪被赦免，以及作為復臨信徒所共
用的救恩，就是維持我們之間團契的
最佳連結。這樣，我們可以在基督裡
向世界展示我們的合一，見證我們共
同的信仰。這就是我們蒙召要做的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