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 課

安息日學研經指引／學課•2019年第1季•1～3月

2月2日－2月8日 安息日下午

上帝受印的子民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啟 7章；彼後 3：9－14；申 8：11－17；啟 14：4－ 5，12；17：5；羅 3：
19－24。
存心節

「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啟 7 ：
14）

揭開七印的信息告訴我們，每個自稱相信基督的人，都會或因忠心而承
受祝福，或因不忠而遭受咒詛。前四印描述了上帝採取懲戒性的方法將
祂的子民從屬靈的昏睡中喚醒，使他們成為得勝者。但在這個對福音充
滿敵意的世界中，上帝的子民依舊要遭受不公與壓迫。在第六印揭開之
際，上帝已經做好準備要對付那些傷害祂子民的人。

第七章是第六印與第七印之間的一段插曲。第六印將我們帶到了基督
復臨之際。當惡者面臨審判之際，啟示錄第七章就回答了他們所提出的
問題：基督復臨大日來臨，誰能站立得住？答案就是，受了上帝印記的
十四萬四千人。

啟14：1－5描述了這群人另外的特徵。在第六號和第七號之間也有一段
插曲（啟10：1－11：14）。這段插曲以第二次大覺醒運動和復臨運動
的誕生為開端，時間線上與第七章開始的場景相吻合，著重講述上帝末
世子民的經驗與使命。
■研究本週學課，為2月9日安息日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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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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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掌四風】

閱讀啟 7：1－3 和彼後 3：9－14。
約翰看到了什麼？四位天使將執掌四
風多久？蓋印工作結束後會發生什麼
事？

在舊約《聖經》中，風代表上帝對
惡人施行審判時的破壞性力量（耶
23：19－ 20；但7：2）。「當上帝
的使者不再抑制人類情感的狂焰
時，一切足以引起紛亂鬥爭的因素
就要發動了。」─懷愛倫，《善
惡之爭》，原文第614頁。在上帝
子民受印之時，這種毀滅的力量受
到上帝干預的約束。

在古代，蓋印的主要意義是宣示所
有權。新約中帶有象徵意義的蓋
印是指「主認識誰是祂的人」（提
後2：19）。上帝認得祂的子民，
便以聖靈作為他們的印記（弗1：
13－ 14；4：30），到了末時，守
上帝誡命的忠心兒女會在額上受印
記（啟14：1－12）。這不是說在人
的額頭打上一個看得見的印記，根
據懷愛倫的教訓，它是「在心智和
屬靈上堅持真理，這樣他們（上帝
的子民）才不會動搖」（末世大事
記，原文第220頁）。與之相反，
那些最終與獸同一戰線的人將接受

獸的印記（啟13：16－17）。

上帝受印子民的忠貞已在各個世代
經受了考驗。然而，在最後的危機
中，對忠貞的測試將是遵守上帝的
誡命（參見啟12：17；14：12）。
特別是第四條誡命，將會成為是否
順從上帝的考驗（啟14：7）。由
於在《聖經》時代，安息日是上帝
子民的標記（結20：12，20；來4：
9－10），所以在最後的危機中，
它將成為忠於上帝的標誌。
到了最後的時刻，這印記也起到了
保護作用，使人免受最後七大災帶
來的破壞（參閱結9：1－11作為理
解啟7：1－3的背景）。啟6：17提
出的問題由此得到最終的答案：在
上帝忿怒的大日站立得住的人是上
帝受印的子民。
保羅警告我們，我們已經受了聖靈的
印記，不要讓聖靈為我們擔憂（弗
4：30）。這話是什麼意思？一個人
怎樣做會讓聖靈擔憂？你一旦有了答
案，就要做出什麼選擇來幫助你不讓
聖靈擔憂？

星期一

2月4日

第6課／上帝受印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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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受印的子民】
閱讀啟7：4－8。上帝受印子民的數
量是多少？這一具體數字的含義是什
麼？

宣佈受印人數標誌著蓋印工作的完
成。約翰聽到以色列十二個支派中
受印者的數目為十四萬四千。這裡
說的不是字面意義的數字，而是象
徵性的意義。144,000這個數字是由
12×12×1000得來的。12象徵上帝
的子民：以色列有十二支派，教會
也是建立在十二使徒的根基上（弗
2：20）。所以，144,000代表上帝
在末世的全體子民，預備好迎接基
督復臨，未嘗死味變化升天的「以
色列全家」（猶太人和外邦人）
（羅11：26；林前15：51－53）。

啟示錄7章所羅列的十二支派顯然
不是取其字面含義，因為分別隸屬
南北兩國的以色列十二支派今天已
經不復存在了。北國的十個支派早
在亞述征服期間就已被擄，在異國
他鄉與外邦人融為一體了。因此，
今日的猶太教也並非由十二支派組
成。
此外，啟示錄7章中的十二支派與
《聖經》在別處所羅列的並不相

同（比照民1：5－15；結48：1－
29）。猶大支派代替流便支派（比
照民1：5）位列第一（啟7：5）。
而且，在民數記1章和以西結書48
章都出現的但和以法蓮支派並未
被列入啟示錄的名單中，約瑟和
利未支派反被包含在內（啟7：7－
8）。從啟示錄7章中排除以法蓮和
但支派的原因顯而易見，這兩個支
派在舊約《聖經》中，不但離道反
教，而且崇拜偶像（王上12：29－
30；何4：17）。
啟示錄7章中的列表並非歷史史
實，而是凸顯屬靈含義。但支派和
以法蓮支派被剔除，表明這兩個支
派因為不忠心而無緣成為上帝受印
的子民。而且，教會在新約中被成
為以色列十二個支派（雅1：1）。
啟示錄7章的十二支派代表全體上
帝的子民，是忍耐到底的猶太人和
外邦人。
對於那些將要經歷患難時期的人，上
帝在《聖經》中向他們作出什麼保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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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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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的人」】
閱讀啟7：9－10。此刻，約翰看到了
一群怎樣的聖徒？他們是什麼樣子？
從哪裡來？他們在上帝的寶座前呼喊
什麼？

約翰看到「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
過來」，他們是「從大患難中出來
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
了」（啟7：14）。也就是說，他
們是一群特殊的人，雖然歷經困
難，但仍然忠於耶穌，他們身上所
穿基督完美的義袍就象徵著他們的
忠心耿耿。《聖經》中經常出現的
「患難」一詞，是指信徒們為著信
仰所遭遇的事（例如出4：31；詩
9：9；太24：9；約16：33；羅5：
3）。所以，雖然有一些復臨解經
家將這群人視為十四萬四千人的另
一種表述，但是我們可以將「許多
的人」理解為歷代以來、曾為信仰
緣故受苦的所有被贖之民。
同樣，我們從約翰對「沒有人能數
過來的許多的人」的描述中，也能
看出藉恩典得救的偉大主題，它貫
穿了整本《聖經》。蒙贖之民對於
得救、永生和新天新地的唯一要
求，就是基督的義，這是藉著恩典

已經賜給他們的。

「最靠近寶座的是那些曾一度熱心
為撒但效勞，後來像從火中抽出來
的一根柴一樣，以深切的熱誠獻身
跟從救主的人。其次就是那些曾在
虛偽和不信的環境中養成基督化品
格的人，也就是那些在基督教界宣
告廢棄上帝律法之時仍然尊重祂誡
命的人，還有歷代以來為信仰殉身
的千萬群眾。此外還有『許多的
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
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
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
枝。』（啟7：9）他們的戰爭已經
結束，已經勝利。他們已經跑盡當
跑的路，並已得到獎賞。他們手中
的棕樹枝是他們勝利的徽號，白衣
則表明基督無瑕疵的公義現今已經
是他們的了。」─懷愛倫，《善
惡之爭》，原文第665頁。
是的，我們身披基督的義，這是信心
的饋贈。但在試煉與患難中，我們怎
樣才能持守信仰，保持忠心呢？更重
要的是，我們如何在安逸富足中保持
信仰和忠心（見申8：11－7）？

星期三

2月6日

第6課／上帝受印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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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羔羊的人】

閱讀啟 14：1－5。十四萬四千個聖
徒具有哪三個主要特徵？這些特徵與
啟14：12中對末世聖徒的描寫有何關
聯？

啟14：4－5中對於十四萬四千人的
描述，以及「守上帝誡命和耶穌
真道」的上帝末世子民（啟14：
12），二者如出一轍。雖然他們在
最後的危機中經受了撒但的滿腔怒
火，但因著與耶穌親密的關係，他
們仍能堅定不移。
根據啟 17：5，如何解釋十四萬四千
人沒有沾染婦女？他們品格上的純潔
與他們是從人間被贖買，作為「初熟
的果子歸與上帝」（啟14：4），二
者之間有何聯繫？

淫行象徵著對上帝不忠。啟17：5
談到了末世淫婦巴比倫和她的女
兒們，世界萬民都會與她們行淫
（參見啟18：3）。然而，這十四
萬四千人卻將保持對基督的忠心，

拒絕與巴比倫和背道的教會有任何
污穢的關係。因此，這十四萬四千
人，「羔羊無論往哪裡去，他們都
跟隨祂」（啟14：4）。

《聖經》進一步描述這十四萬四千
人是「從人間買來的」，作為「初
熟的果子歸與上帝和羔羊」（啟
14：4）。在古代以色列，初熟的
果子都是獻給上帝的最好的收成
（民18：12）。「初熟的果子」也
可以用來指有別於世人的蒙贖之民
（雅1：18），但是顯然啟示錄中
的十四萬四千人是一個特殊的群
體，因為他們將不嘗死味變化升天
（林前15：50－52）。因此，他們
是在有史以來，得救之人的最大收
割中，獻給上帝的初熟之物（啟
14：14－16）。
什麼會造成我們在不知不覺中犯了屬
靈的淫亂？為什麼說如果我們自以為
安全無虞，就是在自欺欺人？

page

48

星期四

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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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我們的上帝和羔羊】

閱讀啟14：5；彼後 3：14和猶24－
25。啟示錄描述上帝末世的子民是
「沒有瑕疵的」。如何才能做到這一
點呢？

十四萬四千人的最後一個特徵是
「在他們口中察不出謊言來；他們
是沒有瑕疵的」（啟14：5）。雖
然世界上的人選擇信從虛謊，但上
帝末世的子民卻將因接受真理之愛
而得蒙救贖（帖後2：10－ 11）。

「沒有瑕疵」（希臘語amōmos，
「無可指摘」之意）是指十四萬
四千人對於基督的忠貞。在《聖
經》中，上帝的子民被稱為聖潔
（利19：2；彼前2：9）。亞伯拉
罕（創17：1）和約伯（伯1：1）
都是完全人。基督徒也被稱為聖
潔，在上帝面前是沒有瑕疵的（弗
5：27；腓2：15）。

閱讀羅3：19－24。我們為何要始終
堅定持守這一真理？

到了世界歷史最後的日子裡，十四
萬四千人將會反映出基督的品格。
他們得救將彰顯出基督為他們所成
就的事，而非他們自己的聖潔或好
行為（參見弗2：8－10）。他們已
經在羔羊的寶血中將自己的衣裳洗
白淨了（啟7：14），因此他們在
上帝的面前「沒有玷污，無可指
摘」（彼後3：14）。

「我們需要被煉淨，脫離一切世
俗，直到我們反映我們救主的
形像，『就得與上帝的性情有
分』……」

「當人生的鬥爭結束，脫下軍裝放
在耶穌腳前，上帝的聖徒得榮耀
時，那時，只有那時，我們聲稱得
救了、無罪了才是安全的。」─
懷愛倫，《信息選粹》卷三，原文
第355－356頁。
我們如何在積極為永恆預備的過程中
度聖潔的生活，同時又不會陷入完美
主義和狂熱聖潔所帶來的陷阱？

星期五

2月8日

第6課／上帝受印的子民

進修資料

閱讀懷愛倫《信息選粹》第三卷
〈無罪和得救〉一章，原文第
353－357頁。
十四萬四千人的身分一直是熱議話
題。啟示錄中明確表示，十四萬
四千人是世界歷史逼近尾聲時最後
一代上帝的子民。我們知道他們將
歷經患難，在最後的七大災中得以
保全（參見詩91：7－16），而他
們的忠誠也會受到前所未有的考
驗。

上帝並沒有告訴我們誰會位列這一
群體當中。他們的身分隱秘，只有
上帝才知道（申29：29）。只有未
來才能揭示誰能成為得蒙拯救之聖
徒中的一份子。針對這一奧秘，我
們也曾得到警告： 「基督說，教會
裡將有人傳播無稽之談和迷信，而
上帝所賜下提拔人、使人高尚的偉
大真理，本應保持在人思想的庫房
中。當人們聽信各種學說，急於想
瞭解不必知道的事情時，他們就不
是在上帝的帶領之下。上帝的計畫
並不是要祂的子民傳播尚需假設，
並非《聖經》中所教導的道理。上
帝沒有意思讓他們爭辯與靈性無益
的問題，比如十四萬四千人由哪些
人組成？上帝的選民很快就會毫無
疑問地知道這一點的。」─懷愛
倫，《信息選粹》卷一，原文第
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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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1請思考這一教訓：「讓我們用盡上
帝所賜下的一切力量爭取進入十四萬
四千人的行列」―《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聖經注釋懷注》，第七卷，原文
第970頁。你如何將這一教訓付諸實
踐？這種努力會對你的日常決策產生
什麼影響？
2末世聖徒十四萬四千人有一個重要
特徵就是唱新歌。除了他們以外，沒
有人會唱這歌，因為這是一首經驗之
歌―人類歷史上從未有其他團體有
過這種經歷（啟14：3－4；啟 15：
2－3）。反思自己的生活，你當前的
屬靈狀況能否反映出與上帝同行的新
的經驗之歌？亦或是你的生命只能反
映出，很久之前上帝曾在你的生活中
有所作為，而缺少了現時的委身？你
現在可以做出什麼改變，來幫助你重
新將生命獻給主？
3知道基督和真正認識祂之間有何區
別？如果有人問你：「基督是什麼樣
子的」，你會作何回答？為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