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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4月5日 安息日下午

生命的韻律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創 1章；創 8：22；詩90：10；伯 1：13－19；徒 9：1－22；腓 1：6；羅 8：1。
存心節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傳3：1）

所羅門王曾經寫下有史以來最優美的詩篇：「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
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殺戮有
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
舞有時；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 尋
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
有時，言語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傳
3：1－8）
這段話捕捉了人類生活中的眾多畫面─各種時刻，即是我們生命的節
奏。沒錯！我們的一生要經歷各種階段，面對諸多變化，從我們出生的
那一刻就是如此。這些變化有時帶給人歡愉，有時則令人難以忍受，有
時在我們的掌控之中，有時則對它束手無策。本週讓我們來看看生活的
時節與韻律，尤其是它對我們以及家人帶來的影響。
■研究本週學課，為4月6日安息日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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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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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

《聖經》的論述始於起初，這就難
怪它以「起初」（創1：1）這個名
詞（在希伯來文中也是一個名詞）
作為起首。第一章描述的重點是地
球的變化，從「空虛混沌」（創
1：2）到完美的世界，就連上帝也
在第六天親口宣告：「甚好。」
（創1：31）總之，這裡所提到的
起初就是我們世界的起初。

閱讀創1章。雖然第一章內容與事件
甚多，但請回答下列問題：在創造的
過程中，你有沒有看到任何隨機或偶
然的存在，亦或是萬物井然有序，各
按其時，成為美好？你的答案如何表
現出上帝的品格？

懷愛倫曾經寫道，「秩序是天堂的
第一法則。 」（《時兆》，1908年
6月8日）；顯然，在地球上也是如
此。雖然罪的出現攪擾了自然界，
但在一定程度上，秩序、節奏和規
律依然存在。
閱讀創8：22。如何看待其中的秩
序？

即使在人類墮落之後，四季更迭大
抵上依舊井然有序。所以，只要天
上還有光體，也就是可以「分晝
夜……定節令、日子、年歲」（創
1：14）的太陽和月亮，就有季節
的變換，有上帝所創造、世界的自
然節奏。雖然我們確實對天國的狀
況所知甚少，不過以賽亞書66：23
暗示說，在新天新地，時令節奏的
概念依然存在。
思考安息日是如何以一種強有力的方
式對你的生活，尤其是你的家庭生活
產生影響？不僅從安息日的角度，更
要從其規律性的角度，來思考這種安
排有什麼顯著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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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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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節奏】

科學家們所談到的晝夜規律，就是
調節人體各項功能的生物節奏（有
時也叫做「生理時鐘」）。換言
之，我們身體裡也存在一定的規律
性。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節奏不
僅存在於我們周遭，甚至也在我們
體內。
下列《聖經》經文中提到哪些可預見
的人生階段？它們與家庭生活如何彼
此相呼應？
傳 3：2
創 21：8；士 13：24
詩 71：5； 箴 5：18
創 15：15；士8：32
詩 90：10

生與死是生命的兩端，我們都在其
中經歷各樣的時節，每個人際遇不
同。有些孩童出生不久便夭折；有
些則能長大成人，平安終老。孩子
們以自己的步調不斷成長。有些孩
子比同齡人更快學會走路、說話。
有些人有機會上學，長大後成為專
業人士，有些人則終其一生從事其
他工作。有些人會組建家庭，有些

則永遠不會結婚，也不會有孩子。

世上有數十億人，雖然我們有許多
共同之處（參見徒17：26），但我
們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因此，
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不盡相同。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差異也很
重要，因為正是它們鑄就了我們的
獨特性，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身
上都有別人所不具備的東西，可以
與他人分享。簡言之，我們的不同
之處能使我們成為別人的祝福。例
如，青年人和老年人都可以從彼此
分享的東西中獲益：「強壯乃少
年人的榮耀；白髮為老年人的尊
榮。」（箴20：29）不管我們處於
哪一個階段，或我們是多麼與眾不
同，我們都有一些東西可以分享，
不僅僅是要獻給主，也要分享給彼
此。
不管你現在的生活面對何種景況，你
當怎樣做才能成為別人的祝福？為何
不下定決心，努力使自己成為別人的
祝福，尤其是成為你家人的祝福？

星期二

4月2日

第1課／生命的韻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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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

閱讀伯 1：13－19；2：7－9。約伯
遭遇了什麼事？他的遭遇如何反應出
有時候事情會以不同方式發生在人們
身上？

著名的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提出，「這世上唯一
不變的，就是改變。」正當一切看
起來無比順遂時，意外卻會不期而
至。讓我們想不到的有可能是丟了
工作，或跌斷了腿，或一場大病讓
我們臥床不起，甚至一命嗚呼，家
裡著火，遇上車禍，或出門遛狗時
摔了一跤。
當然，並非所有的變化都是壞事。
也許是工作晉升，經濟條件也隨之
改善。或許你遇到了未來的伴侶，
這可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
也許就在我們按部就班地照常生活
時，意外不期而至，一切都亂了
套。
約伯當然不期盼這個突如其來的
生命的新階段。《聖經》說他是
一個「完全正直、敬畏上帝、遠
離惡事」（伯1：1）的人。我們也
知道他結了婚，有七個兒子和三

個女兒，而且家財萬貫（伯1：2－
3）。這卷書還沒看到一半，約伯
就已經遭受了至少六大損失：他的
財產、僕人、孩子、身體健康、妻
子的支持和朋友的鼓勵。他的世界
已經遭遇到翻天覆地的改變，家庭
生活也被破壞殆盡。
雖然約伯所遭遇的非常極端，但我
們中間有誰沒有遇過可怕的意外
呢？生活原本一帆風順，可就在一
夕之間，在沒有任何警示的情況
下，一切都變了，我們的生活─
我們整個家庭的生活─可能再也
不會恢復原狀了！

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亞伯也許根
本沒有想到自己會被殺，約瑟也不
會料到自己會被賣到埃及為奴。在
這兩個故事中，家人都是背叛者，
而且兩個家庭中的人都因其他成員
所發生的事而深受影響。這樣的例
子在《聖經》中俯拾皆是，人們的
生活和家庭因著意外而徹底改變。

假如試煉毫無預警地打斷了你生命的
節律，你的信仰如何幫助你度過難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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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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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

事實上，人類往往是習慣的生物。
我們確實是按照自己習慣的方式待
人接物，而且年齡越大，就越難做
出改變。
所以，改變並不容易。有多少妻子
經年累月地抱怨，「我費盡心機想
要改變我的丈夫，可是……？」然
而，改變我們是上帝的工作，我們
的個性或許還在其次，但我們的品
格確實是改變的重點。這就是救贖
計畫的重頭戲：上帝使我們在祂裡
面成為新造的人。
大數的掃羅經歷了什麼巨大的轉變？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徒8：1， 3；
9：1－22；加1：15－17。

「當掃羅完全歸順於聖靈的感服力
時，他就看出自己生活的錯誤，並
認明上帝律法的廣泛要求。這個確
信自己因善行稱義而自感驕傲的法
利賽人，如今竟以赤子般的謙卑和
天真態度跪倒在上帝面前，承認自
己的不配，並訴諸一位釘死和復活
之救主的功勞。掃羅渴慕能與聖父
聖子有完全的和諧與交通；他強烈
地切望得到赦免和悅納，於是就獻

上熱誠的祈禱……」

「這個悔改的法利賽人所獻的祈禱
並不是徒然的。他內心深處的思想
和感情都被神恩改變了；他那更高
尚的品質也得以與上帝永恆的旨意
和諧了。在掃羅看來，基督和祂的
義已成為比全世界更寶貴的了。」
─懷愛倫，《使徒行述》，原文
第119－120頁。
雖然我們悔改的經歷遠沒有掃羅這
麼戲劇化，但我們都應該有自己的
見證故事，經歷主在我們心中如何
動工改變我們，使我們成為上帝親
手塑造的人。沒錯！整個過程可能
很漫長，以致我們不禁懷疑自己是
否真的能夠改變。到了那個時候，
有兩節重要的經文值得我們去默
想、宣告。

閱讀腓 1：6和羅 8：1。我們從中可
以看到哪兩項偉大的應許？它們如何
與基督徒的經驗相結合？

星期四

4月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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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

《聖經》是一本講述關係的書。上
帝創造我們，是要讓我們與他人建
立關係。其實，沒有人能夠真正與
世隔絕。窮本溯源，如果不是因為
其他人，我們根本不會存在。呱呱
墜地之後，我們需要其他人的照料
要到某一個時期，原則上至少要確
定我們能夠獨立存活。就算我們有
能力獨自生活，誰會願意這樣做
呢？大多數人還是需要並渴望其他
人的陪伴。雖然貓狗之類的寵物可
以逗人開心，但最終，最為深刻、
富有意義，又能改變生命的，還是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難怪家庭和家
庭關係對我們每個人的存在至關重
要。
因為大多數人經常與他人互動，所
以這些互動能夠並且常常影響我們
生活的變化和節奏。它以兩種方式
產生影響：他人透過與我們的互動
影響我們的生活；同時，我們也藉
著與他人的互動影響他人的生活。
不論我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多數
時候我們察覺不出），這種雙向的
互動產生的影響可能有好有壞。對
我們來說無比重要的，就是要時刻
保持積極主動，以保證我們為他人
帶來的是積極向善的影響力，尤其
是那些與我們最為親近的人，這些
人往往是我們的家人。

閱讀下列經文。這些經文告訴我們，
在與他人互動時我們應當做些什麼？
羅 15：7；弗4：2，32；帖前 3：
12；雅5：16。

總括來說，原則是很簡單的。如果
我們對待他人能夠友好、和善又有
同情心，就一定會對他們產生良好
的影響，有時甚至能夠以積極的方
式改變他們的生活。就像耶穌以
積極的方式改變人的生命，我們也
同樣有權柄為其他人帶來福氣。但
我們必須牢記：即使是以微妙的方
式，我們的影響力也會有正負兩
面。而且影響力無論大小，對於家
庭的影響總是最為明顯的。
閱讀下列耶穌的宣告：路11：34和可
4：24－25。它們如何談及我們與他
人互動方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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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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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試想門徒們因與耶穌共同生活而在
他們的生命中所產生的變化。他們
大多是沒有受過教育的普通人，習
慣了猶太信仰的教導和傳統，而
如今他們受到這位加利利拉比的
挑戰。他們中間曾起了嫉妒（太
20：20－24），也有過衝突（約3：
25）；他們似乎缺乏信心（可9：
28－29），甚至離棄（太26：56）
並背叛了耶穌（太26：69－74）。
但與此同時，他們的靈命也在不斷
增長，因此人們認出彼得是與耶穌
一起的（太26：73），當公會的官
長認出彼得和約翰原是「沒有學問
的小民」就倍感驚訝。「他們認
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徒4：
13）
想一想，倘若我們能以這種方式生
活，當家裡的其他成員看到我們
時，就會知道我們是「跟著耶穌
的」，這會對我們的家庭產生多麼
積極的影響啊！

懷愛倫的這段話如何闡述家庭影
響？「家宅也許是平凡簡陋的，但
仍然可以使之成為一個經常表現愉
悅的言語與慈和的行為，並有禮貌
與仁愛為長居之賓的地方。」─
《復臨信徒的家庭》，原文第18
頁。

討論問題

1閱讀傳3：1－8。這段經文說了什
麼？你如何將這些原則運用在自己的
生活和經歷之中？
2將你所擁有、曾經改變生命的經歷
與班上的學員分享，談一談你從中學
到的課題，或是你本應學到、卻沒有
學得的事。從原本不知道的課題中你
學到了什麼？再聊一聊這些改變生活
的經歷為你的家庭帶來什麼影響？以
家庭為背景，你又學到了哪些事？
3如果不是有基督在你生命中，你的
哪些生活方式會與今日持守的完全不
同？你又如何從中看出基督改變我們
生命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