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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9月6日 安息日下午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羅馬書 8 ： 20 ‒ 23 ；約翰福音 3 ： 16 － 17 ；馬太福音 9 ： 36 ；以弗所書 2 ： 8 －
10；約翰一書3：16－17；啟示錄14：6－7。
存心節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也不
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
叫我們行善，就是上帝所預備叫我們行的。」（以弗所書2：8－10）

當我們談論上帝的命令、要求或指示時，我們就冒著風險，甚至會面臨
一個試探─我們做的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贏得、或有助於讓我們獲
得救恩，或讓我們蒙受上帝的喜悅。但《聖經》一再告訴我們，我們是
罪人，是蒙上帝的恩典，藉著耶穌以及祂在十字架上替我們死而獲得拯
救。我們在這件事上還能做些什麼？或者，正如懷氏所說：「如果你收
集所有在人看來是好的，聖潔的，高貴的，可愛的等等一切，然後將其
表現在上帝的天使前，作為在人靈魂救恩工作上所行的一個部分，或者
說功勞，這樣的提法一定會被視為反叛，遭到拒絕。」 懷愛倫，《信
心與行為》，原文第24頁。
因此，連我們對需要之人給予的恩慈和憐憫行為，也不應被視為是合乎
律法的。相反的，隨著我們對救恩的理解和感恩不斷增長，上帝的愛和
祂對窮人、受欺壓者的關懷，及其中的聯繫，將傳遞給我們這些接受祂
慈愛的人。因我們獲得，所以我們給予。我們看到上帝是多麼愛我們，
也看到了祂是多麼愛其他人，同樣的，祂也呼召我們去愛他們。

■研究本週學課，為9月7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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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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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上帝愛……】

約翰福音3：16說，「上帝愛世
人……」，希臘原文是kosmos，
意指「世界作為一個被創造的、有
組織的實體。」《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聖經注釋》卷五，原文第929
頁。這一節說到人類的救贖，然而
救贖計畫也包括對所有受造物的影
響。

閱讀羅馬書8：20－23。這段經文教
導了我們什麼有關於救贖計畫中更廣
泛的議題？

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救贖有關我
們個人與主之間的關係。但不止如
此，稱義不僅是讓我們的罪得到赦
免。在理想情況下，它也應該是關
於主如何透過耶穌和聖靈的力量
創造了上帝的大家庭，誰又因得蒙
饒恕和拯救的保證而歡欣，除此之
外，又要藉著他們的好行為向世界
作見證。
閱讀約翰福音3：16－17。第17節如
何有助於更廣義地理解第16節？

我們可以理解上帝愛的不僅是我
們。祂愛那些我們所愛的人，我們
也因此歡喜快樂。祂也愛那些我們
接觸的人，我們對這個真理的認識
常化成願意主動接觸他們的動力。
但是，祂也愛那些讓我們感到不舒
服、甚至害怕的人。上帝愛各方各
處所有的人，甚至是那些我們可能
特別不喜歡的人。

創造是促使我們看到這一點的展
示。《聖經》不斷地指出我們周圍
的世界是上帝良善的證明：「因為
祂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
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馬太
福音5：45）甚至生命本身也是上
帝賜予的禮物，不管個人對上帝的
反應或態度如何，每個人都接受了
上帝所賜予的禮物。
當我們認識到別人也是上帝所造和所
愛的人時，我們應該如何改變對他們
和其所處環境的態度？

星期一

9月2日

第10課／活出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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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與悔改】

救贖和善惡之爭的故事讓我們體認
到關於生命的真理，這個真理是理
解我們的世界和自己的基礎，那就
是：我們和這世界都已墮落、破
碎、且犯了罪。我們的世界已不再
是起初被造的模樣，雖然我們仍然
保留著上帝的形象，但我們是這破
碎世界的一部分。生活中存在的罪
惡與世界各地眾多造成痛苦、壓迫
和剝削的罪惡具有同樣性質。
因此，我們感受到這個世界和周圍
生活的傷痛、不適、憂患，和悲劇
都是正常的。我們唯有成為機器人
才不會感受到這些生活中的痛苦。
詩篇裡的哀歌，耶利米和其他先知
們的悲痛，耶穌的眼淚和憐憫，充
分表明了對世界和其罪惡的反應，
尤其是對那些經常被罪惡傷害的
人。

閱讀馬太福音9：36；14：14；路
加福音19：41－42；約翰福音11：
35。在每一節經文中，是什麼讓耶穌
充滿了憐恤？我們如何才能有一顆對
周圍的痛苦悲天憫人的心呢？

我們也需要記住罪與惡並不僅僅存
在於「外面」，也不是因為某人
墮落的結果：「我們若說自己無
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
了。」（約翰一書1：8）。在《聖
經》先知們的理解中，罪是一場悲
劇，它並不是因為有人打破了「規
則」，而是因它破壞了上帝和祂子
民之間的關係，也因為我們的罪傷
害了別人。它影響的範圍大小不
一，但卻是同樣的罪惡。
自私、貪婪、小氣、偏見、無知和
粗心是世界上一切罪惡、不公、貧
窮和欺壓的根源。承認我們的罪惡
是解決這個罪惡的第一步，也是讓
上帝的愛在我們心中佔據其應有
地位的第一步：「我們若認自己的
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
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
不義。」（約翰一書1：9）
審視你自己（但不要太近、太久）。
你在哪些方面受了傷害，而且有更大
的問題？什麼是唯一的答案，以及唯
一可以尋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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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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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與善行】
用你自己的話總結以弗所書2：8－
10。這些經文告訴我們什麼關於恩典
與善行之間的關係？

《聖經》告訴我們，除此之外，我
們被造是為了敬拜上帝和服務他
人。只有在我們的想像中，我們才
能理解在無罪的環境中這些行為的
原貌。

因為罪，我們現在只知道一個破碎
和墮落的世界。然而幸運的是，對
我們來說，上帝的恩典藉著耶穌為
世人罪的犧牲，得以表達和展現，
並為我們打開了寬恕和醫治之門。
因此，即使在這個破碎的存在中，
我們的生命也更完全地成為上帝的
工作，上帝使用我們與祂同工，以
尋求醫治並恢復他人生命中的損傷
（見以弗所書2：10）。「受的人
須轉授別人。現在請求幫助的呼
聲，正從四方而來。上帝召人甘心
樂意地去為別人服務。」懷愛倫，
《服務真詮》，原文第103頁。

再者，我們行善─救濟窮人，抬
舉受欺壓的，叫饑餓的得飽足，不
是為了賺取救恩以及得以站立在上
帝前面。因著信，我們藉著基督有

了得以在上帝面前站立的資格。相
反的，我們承認自己既是罪人，也
是罪的受害者，儘管如此，上帝還
是愛我們和救贖我們。當我們與自
我中心和貪婪的試探鬥爭時，上帝
自我犧牲和謙卑的恩典提供了一種
新的生命和愛，使我們生命改變。
當我們仰望十字架時，我們看到了
為我們所做的、偉大完全的犧牲，
並且意識到我們對於基督所提供的
救恩無法再加添什麼。然而這並不
意味著我們不必做些事情以回應在
基督裡所獲得的。反之，我們必須
有所回應，還有什麼比對他人表達
慈愛更好的方式，來回應我們所得
到的愛呢？
閱讀約翰一書3：16－17。這些經文
如何有力地表達我們對十字架所應做
出的回應？

星期三

9月4日

第10課／活出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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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共有的人性】

透過耶穌的事奉和教導，祂呼籲一
種徹底的包容。凡誠心尋求祂幫助
的─無論是名聲不好的婦女、稅
吏、長大麻瘋的、撒瑪利亞人、羅
馬百夫長、宗教領袖或孩童，祂都
誠心誠意的接待他們。如同早期教
會所發現的變革，包括為救贖獻上
奉獻。

當第一批信徒慢慢認識到福音的包
容性時，他們不僅是把為別人做
的善事當成加添他們信仰的「好
事」。這是他們對於福音理解的核
心，正如他們在耶穌的生活、傳福
音和死亡所經歷的。當保羅和彼得
這些領袖面對問題的爭議（例：見
使徒行傳10：9－20）、作為一個
在耶路撒冷會議中的教會肢體（見
使徒行傳15章）時，他們開始意識
到這個好消息所帶來的、對於上帝
慈愛和包容的理解有了戲劇性的轉
移，也意識到那些自稱跟隨祂之人
的生活應該如何。
關於我們共有的人性，下面的每一個
章節教導了我們什麼？ 每一個想法
應該如何影響我們對他人的態度？
瑪拉基書2：10
使徒行傳17：26

羅馬書3：23
加拉太書3：28

加拉太書3：28是對耶穌講述的好
撒瑪利亞人的實際故事，所提出的
神學總結。與其爭論我們對誰有服
務的義務，不如去服務，甚至預備
好去接受那些我們不曾期望會服務
我們之人的服務。全人類大家庭的
共同特質，得以提升至一個更高層
次，就是藉著福音合而為一的人而
實現，藉著上帝救贖的慈愛我們被
呼召在祂裡面合而為一：「我們不
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
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
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
靈。」（哥林多前書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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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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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福音】

在整個基督教歷史上，對「各國、
各族、各方、各民」的福音邀請和
呼籲始終不曾間斷。然而，啟示錄
描述了這一信息更新的宣告─是
關於耶穌的好消息，以及到末日時
所需要的一切。
閱讀啟示錄14：6－7。對福音最普
遍的理解―即約翰福音3：16的總
結，以及第7節第一位天使的特別信
息，其認識為何？

從研讀整本《聖經》有關上帝對於
邪惡、貧窮和欺壓的關注，啟示錄
14：7論及其中三個關鍵要素：
審判。在人類歷史上那些一直遭受
欺壓的人們不斷發出實施公正判決
的呼籲。幸運的是，《聖經》將上
帝描繪成一位聆聽受欺壓之人哭喊
的上帝。例如，詩篇中經常表達，
那些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人將審判視
為好消息。
敬拜。希伯來先知的著作經常把敬
拜的主題和善行聯繫在一起，尤其
是對那些自稱是上帝子民的敬拜，
和他們犯過、且持續犯的錯誤進
行比較時。例如，在以賽亞書58章

中，上帝明確地說祂最渴望的敬拜
是對窮人和需要幫助之人的仁慈和
關懷（見以賽亞書58：6－7）。

創造。正如我們所見，上帝對公義
呼籲的一個基本元素是人類是一個
大家庭，我們都是照著祂的形象被
造並被祂所愛，在祂的眼中我們都
是有價值的，沒有人應該在獲取不
義之財和貪婪之下被剝削或欺壓。
顯然的，這末日福音的宣告是要求
墮落世界接受上帝的拯救、救贖和
復興的一個廣泛而深遠的呼召。因
此，即使在真假的敬拜以及逼迫的
問題中（見啟示錄14：8－12），
即便在最惡劣的情況下，上帝也必
有一群人，為上帝的誡命和耶穌的
信心，始終為正義而站立。
我們如何才能找到服務那些需要幫助
之人的方法，與此同時與他們分享在
三天使信息中的希望和警告？

星期五

9月6日

第10課／活出福音

進修資料

閱讀懷愛倫《歷代願望》，〈上帝
與我們同在〉，原文第19－26頁；
《服務真詮》，〈蒙救作服務〉，
原文第95－107頁。
「上帝宣稱全世界為祂的葡萄園；
如今雖然落在霸佔者的手中，但仍
是屬於祂的。祂的所有權非但根據
創造，也根據救贖。因為基督曾經
為了這個世界作過犧牲。『上帝愛
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約翰福音3：16）其它的
各種恩賜也都是因這一恩賜贈予世
人的。整個世界每天都從上帝那裡
領受福惠。那降與我們這不知感恩
的人類身上的每一滴雨水，每一線
陽光，以及每一片樹葉，每一朵
花，和每一個果實，無不證明上帝
的恒忍和祂的大愛。」懷愛倫，
《基督比喻實訓》，原文第301－
302頁。
「在基督裡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
人，自主的，為奴的。眾人都靠著
祂的寶血已經得親近了。」（加拉
太書3：28；以弗所書2：13）
「不論宗教信仰有何差異，那遭受
患難之人所提出求救的呼籲總必須
答應……我們周圍都是些可憐和遭
受試煉的人，需要同情的話語和服
務。有些寡婦需要同情與濟助。也
有些孤兒是基督要凡跟從祂的人收
容作為上帝的委託。這些人往往被
忽略了。他們或許衣服襤褸，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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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陋，似乎無令人喜愛之處，但是
他們還是上帝的產業。他們是用重
價買來的，所以在上帝看來，仍和
我們同樣寶貴。他們也是上帝大家
庭中的一分子，因此身為管家的基
督徒要為他們負責。」同上，原文
第386－387頁。
討論問題

1 在行善和助人的過程中，我們怎
樣才能抗拒試探――認為這行為在某
種程度上會使我們變得更好，還能讓
我們獲得上帝認可的功勞呢？
2你的教會是否是一個沒有「不
同」，並且「在基督裡都成為一
了」的團體？如何讓它變得更像呢？
你的教會對他人的包容度如何？
3 我們如何才能既幫助需要幫助的
人，同時又在將福音真理傳給他們時
維持正確的平衡呢？我們如何學會雙
管齊下？為何這樣總是更好呢？

總結

上帝在救恩計畫中表達的慈愛以及在
耶穌的生命和犧牲中給予了我們寬
恕、生命和盼望。身為領受這恩典的
人，我們尋求與他人分享這恩典，不
是為了賺取救恩，是因這是我們被創
造和再造的目的。因此，福音改變關
係，感動我們去服務，尤其是為那些
最需要幫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