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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12月28日 安息日下午

合一的最終恢復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約翰福音14：1‒3；以賽亞書 11：1‒10；啟示錄 21：1‒5；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3‒18；啟示錄 22：1‒5；以賽亞書 35：4‒10。
存心節

「但我們照祂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彼得後書3：13）

《聖經》中最偉大的應許之一就是耶穌說祂會再來。沒有應許，我們就
一無所有，因為這應許的實現和意義承載著我們所有的盼望。當耶穌再
來，顯在雲中的時候，一切屬世的、人造的，或是暫時的、甚至毫無意
義的都要被掃除淨盡。千禧年過後，這個原本充斥著戰爭、饑荒、疾病
及悲劇的地球將被更新，成為被贖之民的居所，贖民最終與主團聚，他
們彼此也合而為一。
盼望基督復臨是新約《聖經》的一大主題，長久以來，基督徒一直渴望
這一應許早日實現。作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信徒，我們也期盼著祂的
再來。實際上，我們教會的名稱就宣告了這一希望。
在最後一課中，我們要來學習耶穌復臨的應許以及它對基督徒團結的意
義。我們在基督裡的合一，常因人的局限與軟弱而受到挑戰，但我們最
終將不再尋求分裂的解決之道，因為未來我們之間將不再有分歧。待到
耶穌復臨時，我們將會與主合一，再次團結起來，恢復創世之初的大家
庭。
■研究本週學課，為12月29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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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必要復臨】
有關耶穌復臨最著名的應許就是約
翰福音 14：1－3。這一應許告訴我
們，得贖之民在新地方要過怎樣的生
活？

早期的基督徒將基督復臨視為「有
福的盼望」（提多書2：13）。他
們都期盼著在基督復臨時，《聖
經》上所有的預言和應許都能實
現，這也正是基督徒朝聖的目的。
所有愛基督的人都盼望那日早點到
來，他們能與上帝面對面相見。在
這幾節經文中耶穌的話表明，到那
時我們生活親近且密切，不僅是與
基督，與他人也是如此。
基督徒對此應許篤信不疑，因為
《聖經》保證它必定會實現。我們
之所以有把握，是因為我們相信耶
穌的話，「我……必再來」（約翰
福音14：3）。正如先知曾預言基
督的降生，有關祂第二次降臨的事
也早在舊約《聖經》中就告訴我們
了。在洪水之前，上帝就曾告訴先
祖以諾，當彌賽亞在榮耀中降臨時
必要終結罪惡。所以祂預言道：
「看哪，主帶著祂的千萬聖者降
臨，要在眾人身上行審判，證實那
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

的事，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說頂
撞祂的剛愎話。」（猶大書14－15
節）
耶穌降生的一千年前，大衛王也曾
預言彌賽亞要來聚集上帝的子民。
「我們的上帝要來，決不閉口。有
烈火在祂面前吞滅；有暴風在祂四
圍大刮。祂招呼上天下地，為要審
判祂的民，說：招聚我的聖民到我
這裡來，就是那些用祭物與我立約
的人。」（詩篇50：3－5）

耶穌的第二次降臨與祂的頭一次降
臨關係密切。有關祂的降生及事工
的預言（例如，創世記 3：15，彌
迦書 5：2；以賽亞書 11：1；但以
理書 9：25－26）是承載我們對基
督復臨應許的希望與信任的基石。
「顯現一次，把自己獻為祭，好除
掉罪……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
了多人的罪，將來要向那等候祂的
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
是為拯救他們。」（希伯來書9：
26，28）
如今你用什麼方式可以從基督復臨的
應許中得到希望與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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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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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恢復的應許】
閱讀以賽亞書11：1－10。經文中給
以色列人什麼應許？得贖之民將來永
久的居所是什麼樣子的？

《聖經》的開篇就講到創造地球的
故事（創世記1、2章）。上帝創造
了一個美麗且和諧的世界，託付給
人類的始祖亞當、夏娃照管。這個
完美的世界是人類的美麗家園。
《聖經》的最後兩章也講到上帝為
得蒙救贖之人創造了一個完美和諧
的世界（啟示錄21，22章），更確
切地說，應該是重新創造，將地球
從罪惡的蹂躪中全然恢復。
《聖經》中有許多章節都明確指出
贖民永恆的家鄉是真實存在的地
方，不是幻象或夢想。得勝之人將
能看到、聽到、聞到、摸到並感受
到一種全新的體驗，這是他們前所
未有的生活。以賽亞書11章這段美
妙的經文，預言了彌賽亞的到來，
言明祂將創造一個新的時代。祂將
終結一切的暴力，迎來永恆的和
平。上帝在這新世界中掌權，將會
建立全然的和諧。

閱讀啟示錄 21：1－5。在新天新地
中，什麼將會永遠消失？

在懷愛倫的書中我們看到贖民的未
來：「永恆的歲月要帶來有關上帝
和基督更豐富更光榮的啟示。知識
怎樣進步，照樣，愛心、敬虔和
幸福也要增進不已。人越認識上
帝，就越要欽慕祂的品德。當耶穌
向人闡明救恩的豐盛，以及祂與撒
但的大戰爭中所有的驚人成就時，
得贖之民心中便要湧出更熱切的忠
誠，並以更熱烈的喜樂彈奏手中
的金琴，億萬的聲音要一同歌頌
讚美。」―懷愛倫，《救贖的故
事》，原文第432－433頁。
如今我們能用什麼方式來瞭解上帝的
品格？我們與他人的和睦相處，如何
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上帝的品格和
本質呢？

星期二

12月25日

第13課／合一的最終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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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與關係的恢復】

從教會最初建立的日子起，就沒有
什麼能比基督復臨的應許更能激勵
上帝忠順僕人的心了，在歷經考驗
之時更是如此。無論他們作出多少
艱苦的抗爭，或是遭受多麼深的傷
痛，他們都還保有基督復臨的希望
在心中，以及那隨之而來的一切美
好應許。

閱讀帖撒羅尼迦前書 4：13－18。經
文中包含什麼應許？此段對關係的恢
復有何說明？

基督的第二次降臨將對全人類產生
深刻影響。建立上帝國度的一個重
要步驟就是要招聚選民。「祂要差
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
民，從四方（方：原文作風），從
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
（馬太福音24：31）就在招聚的那
一刻，死去的義人將要復活成為
不朽壞的（哥林多前書15：52－
53）。「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
先復活。」（帖撒羅尼迦前書4：
16）這就是我們盼望已久的時刻。
那些復活之人會與恒久懷念他們的
親友重逢。對於那一刻，保羅的狂
喜之情溢於言表：「死啊！你得勝
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的毒鉤在
哪裡？」（哥林多前書15：55）

那從墳墓裡復活的得勝者，有的不
再是病懨懨、老態龍鍾或敗壞的身
體，取而代之的是更新、不朽的完
美無瑕的身體，他們不再有衰敗，
因為作為元兇的罪惡已經消失了。
基督的復原大計在復活的聖徒身上
得以完全彰顯，他們反映出上帝在
創造之初所設計的完美形像（創
世記 1：26；哥林多前書 15：46－
49）。
就在耶穌第二次降臨時，在基督裡
死了的人要復活，在地上還活著的
義人將要改變，他們會有一個全
新、完美的身體。「這必朽壞的總
要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
變成不死的。」（哥林多前書15：
53）所以，贖民分為兩組，從死裡
復活的人，以及活著身體改變的義
人，他們都「一同被提到雲裡，在
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
主永遠同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4：17）。
在這個科學時代，有些基督徒會試圖
為一切事物――甚至「神蹟奇事」
――找出合乎科學的解釋。復活的應
許教導我們，為何只有上帝超自然的
作為才能拯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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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贖民預備的新天新地】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
不再被紀念，也不再追想。」（以
賽亞書65：17）以賽亞和約翰（啟
示錄21：1）都在異象中看到了所
應許的新天新地。
仔細思考約翰在啟示錄21：2，9－27
中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為得贖之民
所預備的夢幻般的城市。經文如何描
述將來在聖城中團結合一的氛圍？

閱讀啟示錄 22：1－5。從上帝寶座
流出的生命河水以及那橫跨河的兩岸
的生命樹，是這座新城的兩個重要特
徵。它們在新天新地中存在的目的是
什麼？

在新耶路撒冷中，基督將要恢復生
命樹，就是那棵亞當因犯罪而不能
接近的樹（創世記3：22－24）。
吃生命樹上的果子就是上帝向那得
勝之人所發的應許之一（啟示錄
2：7）。這棵樹結十二種果子，每
月都結新果子，這也許就是在新天
新地中，耶和華說到「每逢月朔、

安息日，凡有血氣的必來在我面
前下拜」（以賽亞書66：23）的原
因。至於它「醫治萬民」的功效，
也強調了上帝必要打碎橫亙在人與
人之間的所有障礙，要將所有人恢
復到最初創造的目的：使所有人
群、種族、民族恢復成為永不分離
的大家庭，生活平安祥和，人人團
結一心要將榮耀歸於上帝。

「『醫治萬民』象徵著一切民族和
語言的障礙與分歧都被消除……生
命樹的葉子弭平了國與國之間的決
裂。國民之間不再有『外邦人』的
分別，他們都是上帝的真子民，團
結在一個大家庭裡（比較21：24－
26）。先知彌迦在數千年前所發出
的預言如今正在實現：『這國不舉
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
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
無花果樹下，無人驚嚇。』（彌迦
書4：3－4，比較以賽亞書 2：4）
在那生命河的兩岸，得贖之民將要
『請鄰舍』與他們一同『坐』在生
命樹下。有醫治之能的樹葉將要療
癒一切的傷痛―種族、民族、部
落或語言―多年來將人類撕裂扯
碎的就是它們。」―蘭可．斯蒂
法諾維奇（Ranko Stefanovic），
《耶穌基督的啟示：啟示錄注
釋》，原文第593頁。

星期四

12月27日

第13課／合一的最終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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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天新地的生活】

閱讀以賽亞書 35：4－10；65：21－
25。將來的生活與我們現在的生活有
什麼不同？

以賽亞書中有幾處經文談到新的東
西：「新事」（42：9；8：6）、
「新歌」（42：10）、「一件新
事」（43：19）、「新名」（62：
2），而第65章所表現的是新事物
的新秩序。一切上帝創造之物都處
於平安祥和之中。地上的人因悖逆
和反叛上帝的約而招致的咒詛（參
見利未記26：14－17；申命記28：
30）將被永遠除滅，因為罪已不復
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無比豐盛的祝
福，有房屋可以居住，有食物可以
隨意享用。
在這樣美麗的地方生活會是怎樣的
一種感受呢？有些人想知道，當我
們的身體變為不朽壞的，完全恢復
到最初按著上帝的形像被創造的光
景，我們還能認出親朋好友嗎？
在基督復活後，祂的門徒也能夠認
出祂。馬利亞認出了祂的聲音（約
翰福音20：11－16）。多馬認出了
耶穌的樣子（約翰福音20：27－
28）。那去以馬忤斯路上的兩個門
徒在席間從祂的舉止上認出祂（路
加福音24：30－31，35）。因此，

如果我們的身體將要與耶穌復活的
身體相似，那麼我們一定可以認出
彼此，而且我們可以期待一段無比
親密的永恆關係。我們可以肯定地
說，屆時，我們將與所熟知、所喜
愛的人並同在天家的人建立親密無
間的關係，直到永遠。

「那時得贖之民要全知道，如同主
知道他們一樣。上帝所親自培植在
人心中的友愛和同情將要最確實最
甜蜜地發揮出來。與眾聖者純潔的
交通，與快樂的天使和歷代以來用
羔羊的血洗淨衣服之許多忠心聖徒
的社交生活，以及那使『天上地上
的全家』（弗3：15）團結一致的
神聖關係―這一切都要協助構成
得贖之民的幸福。」―懷愛倫，
《善惡之爭》，原文第677頁。
「所以，我們不喪膽……我們這至暫
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
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念
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
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
的。」（哥林多後書4：16－18）我
們在這個如此短暫的世上，如何能夠
學會伸出手去抓住那看不見的永恆事
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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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懷愛倫，《給教會的勉言》第
六十六章〈看哪，我必快來！〉，
原文第355－359頁。《懷愛倫百科
全書》〈復活〉，原文第1082－
1084頁，〈天國與新天新地〉，原
文第863－864頁。
「主的復活和升天，是上帝的聖徒
必戰勝死亡的確證，並顯明天國的
門是向凡被羔羊之血潔淨品格的人
敞開的。耶穌升到天父面前，作為
人類的代表。上帝必使凡彰顯祂形
像的人，看見並同得祂的光榮。

寄居世上的天路旅客，是有家為他
們準備著的。仁義正直的人，終必
身穿義袍、頭戴榮冠、手執勝利的
棕枝。到那時，我們就會明白上帝
使我們在世上受的困惑究竟有什麼
用意。到那時，我們所難以理解的
事都必了然。到那時，主洪恩的神
秘必公然顯明。我們現在以有限的
思維所遇見凌亂不堪的景況和不兌
現的應許，就會顯得非常完美，
非常和諧了。到那時，我們才會知
道現在所受的最大困難，無非是上
帝無限慈愛的使然。我們才會發覺
上帝是何等地眷顧我們；祂使凡事
都互相效力，叫我們都能得益處。
於是我們就滿心歡喜，真有說不出
的快樂和全備的榮耀。」―懷愛
倫，《給教會的勉言》，原文第
358頁。

討論問題

1 雖然其他的基督徒（不是全部）
也相信耶穌確實會再來，但復臨信徒
對基督復臨的期盼有何獨到之處？
2兩條魚在游泳，其中一條對另一條
說：「你覺得這水怎麼樣？」第二條
魚回答：「哪有水？」我們會對某些
事物太過習以為常，甚至沒有意識到
它們有多普遍。比如，像我們生在罪
孽中，心中滿了罪惡，並且活在充斥
罪惡的世界中的人，如何才能真正理
解那在新天新地我們將會擁有的全
新、無比美好的生活？儘管人的思想
有諸多限制，但為什麼我們仍舊樂此
不疲地想像它呢？
3不論在新天新地的生活是怎樣的，
有一點毋庸置疑，就是我們將與所有
人和諧共處。那麼現在，我們應當如
何為此做好預備呢？

總結
《聖經》充滿信心地宣告，這個世界
一定會被重新創造，罪惡造成的破壞
也會被永遠塗抹。最終，人類將會恢
復到最初創造的目的，所有人都會和
睦相處。我們如今在基督裡尚未完全
實現的屬靈合一，到那時，將會成為
一個鮮活而永恆的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