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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9月13日 安息日下午

活在基督復臨的指望中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路加福音 18 ： 1 ‒ 8 ；馬太福音 24 － 25 ；哥林多前書 15 ： 12 － 19 ；傳道書 8 ：
14；12：13－14；啟示錄21：1－5；22：1－5。
存心節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
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書15：58）

耶穌宣告上帝的國是真實的，而我們今天就可以成為其中的一分子。祂
也差遣門徒出去傳揚這個宣告，並藉著傳福音和服事別人成就祂的國。
這意思就是，要像他們曾經得到的一樣，白白得來，也要白白的給予
（見馬太福音10：5－8）。
但耶穌也清楚，祂的國是另一種不同的國度，它「不屬這世界」（約翰
福音18：36），也還沒有完全來到。藉著祂的道成肉身、事奉、死亡和
復活，上帝的國成功建立，但耶穌也期盼祂的國能完全取代世上的國的
那日到來，屆時上帝的國將完全實現。
根據定義，復臨信徒─那些等候這日來臨和這個國度的人，是一群有
盼望的人。可是這個盼望不僅關乎未來的新世界，不僅能展望未來，也
能改變現況。懷著這樣的盼望，我們活在當下，就像我們對未來的期望
一樣，開始致力於改變現在，以符合對將來世界的期望。
■研究本週學課，為9月14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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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啊，要到幾時呢？】

在《聖經》故事中，上帝的子民，
特別是經歷過奴役、被擄、欺壓、
貧窮或其他不公義或悲劇的人，不
斷地呼求上帝的介入。在埃及為
奴，在巴比倫的以色列人，還有許
多其他的人，都呼求上帝要看見、
聽到他們的苦難，並且糾正這些錯
誤。《聖經》提供了上帝拯救和復
興祂子民的重要例子，有時甚至報
復他們的欺壓者和敵人。

人中間，不公義是更加難以忍受
的。上帝的子民總是對世界上的罪
惡感到不耐煩，而上帝表面上的不
作為是不耐煩的另一個主因。因
此，先知有時提出尖銳的問題：
「耶和華啊！我呼求祢，祢不應
允，要到幾時呢？我因強暴哀求
祢，祢還不拯救？」（哈巴谷書
1：2）。

詩篇中充滿了對惡人表面上的繁榮
和興盛的哀歎，而正義的人卻被欺
負、剝削和貧窮。詩篇的作者一再
呼籲上帝的介入，相信這個世界現
在的情況不是按照上帝在創造它
時、或希望它如此的方式運作，
也同時垂聽先知和受欺壓者的呼
聲。「耶和華啊，要到幾時呢？」
（例：見詩篇94：3－7）。

閱讀路加福音18：1－8。耶穌說了什
麼關於上帝對祂子民不斷的呼求和禱
告的回應？這與信心的需要有什麼關
聯？

但這些拯救通常是短暫的，隨後各
時代的先知又繼續指明那最後的干
預，那時上帝會結束罪惡，高舉被
欺壓者。但與此同時，這些先知也
呐喊道：「耶和華啊，要到幾時
呢？」例如，耶和華的使者問到有
關以色列人被擄的事，說：「萬軍
之耶和華啊，祢不施憐憫要到幾時
呢？」（撒迦利亞書1：12）

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那些相信上帝
的公義、希望所有人都得到公正的

新約中也出現了類似的呼喊，甚至
連其他受造之物本身也被描繪成不
斷哀號、祈求上帝的拯救和再造
（見羅馬書8：19－22）。在啟示
錄6：10，「聖潔真實的主啊，要
等到幾時呢？」代表那些為信仰上
帝而殉道之人。但這是同樣的一個
呼求，就是呼求上帝為祂那些受欺
壓遭逼迫的百姓施行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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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希望 】

人們常常批評宗教，認為它往往叫
信徒看破今生的生活，嚮往更好的
來世。這項批評聚焦於信徒只關注
來生，以致信仰走向一種成聖的逃
避主義，使信徒對世界和社會的
影響式微。有時，信徒聽任這個批
評，有時甚至培植、宣講和實踐這
些思想。
同樣，我們也有一些可怕的例子：
當權者告訴窮人和受欺壓的人要坦
然接受他們悲慘的命運，因為耶穌
回來時，一切將會變美好。
是的，我們的世界是一個墮落、破
碎以及悲劇叢生的地方，我們渴望
上帝匡扶世界、撥亂反正的時刻到
來並沒有錯；祂必結束不公、痛苦
和悲傷；必以自己榮耀公義的國取
代現今的混亂。若無此盼望，無此
應許，我們就真的毫無希望。

在耶穌關於世界末了的講道中（見
馬太福音24和25章），祂花了前半
部分的篇幅詳細描述了逃避的需
要，甚至說「若不減少那日子，凡
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馬
太福音24：22）。但這更多的是祂
在解釋上帝這些應許的重要性。對
基督的盼望若是僅僅或全然關注在
「逃避」這個方面，將會錯失耶穌
所提出的一些更深層的觀點。

閱讀馬太福音第24和25章。從耶穌的
這篇講道中，你認為最重要的觀點是
什麼？你如何總結耶穌對於我們在等
候祂復臨時應如何生活的指示？

我們未來的信念對我們現在的生活
有著重要影響。對上帝有關我們世
界未來應許的正向信念，應該化為
積極參與的催化劑，也是豐盛和深
刻生命的火花，進而對他人產生不
一樣的影響。
耶穌復臨的盼望和應許如何影響我們
現在的生活，尤其是在幫助那些需要
幫助的人時？

星期二

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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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的盼望】

基督徒對耶穌復臨的盼望不僅僅是
對一個光明未來的期待。對於早期
的基督徒來說，耶穌肉體的復活給
了他們對復臨應許現實的真實確
據。祂若能從死裡復活─正如他
們親眼所見，就必回來除去罪和罪
的影響，並完成更新這個世界的工
程（見哥林多前書15：22－23）。

對使徒保羅來說，復活是復臨指望
的關鍵要素。他準備把他所傳的一
切可信的事，都押在耶穌故事中這
至高的神蹟上：「基督若沒有復
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哥林多
前書15：17）。想一想他在這裡所
說的話，以及基督的復活對於我們
所盼望的一切有多麼的重要。
閱讀哥林多前書15：12－19。你如何
向一個感興趣的非信徒解釋為什麼復
活的真理對基督徒的盼望如此關鍵？

見證了復活的耶穌改變了第一批門
徒。正如我們所見，耶穌先前差遣
他們去宣揚和頒佈上帝國度的來臨
（見馬太福音10：5－8），但是耶
穌的死粉碎了他們的勇氣和希望。
他們後來的使命（見馬太福音28：
18－20），由復活的耶穌賜給他

們，並由聖靈的沛降賜給他們能力
（見使徒行傳2：2－4），使他們
走上改變世界和活出耶穌所建立之
國度的道路。
早期的信徒從死亡的權勢和恐懼中
脫離出來，並以耶穌的名勇敢的生
活和分享 （見哥林多前書15：30－
31）。帶來死亡的罪惡與帶來各種
痛苦、不公、貧窮和欺壓的罪惡是
一樣的。然而，由於耶穌和祂戰勝
死亡的勝利，這一切總有一天會結
束。「儘末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
死。」（哥林多前書15：26）

不論我們現在曾經幫助過誰，最後世
人都難免一死。這個嚴酷的真理告訴
我們，讓別人知道他們能在耶穌的死
與復活中找到盼望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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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的盼望】
閱讀傳道書8：14。你如何看待這個
即寫實又有力的描述？

雖然痛苦、欺壓和悲劇本身已經難
以承受，但如果傷害或侮辱顯得毫
無意義或不為人知，它就更加難以
承受。如果悲傷毫無意義，它就比
本身的負擔更沉重。一個沒有記
錄、沒有最終正義的世界，是殘酷
荒謬的終極。難怪二十世紀的無神
論作家哀歎他們相信人類狀況是
「荒謬」的。沒有公義的希望，沒
有審判的希望，沒有糾正錯誤的希
望，我們的世界將確實成為一個荒
謬的世界。

然而傳道書8：14的呼喊並不是故
事的結尾。在抗辯結束時，所羅門
筆鋒突然轉變。在他哀歎虛空的同
時，他卻說：等等，基本上一切事
情，上帝都會審判，所以一切都不
是虛空的；事實上，現今所有的一
切和所有人都是重要的。
閱讀傳道書12：13－14。這個章節告
訴我們現今所做的一切有多重要？

審判的盼望歸結於一個人對上帝、
生命和我們生活的世界之核心本
質。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聖經》
堅持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上帝所創
造並熱愛的世界裡，只是這個世界
出了問題，上帝正透過耶穌的生和
死為祂的再造計畫努力。上帝的審
判是導正這個世界的關鍵。對那些
遭受世上如此多不公義──受到排
斥、虐待、欺壓和剝削的人來說，
審判的應許無疑是一個大好消息。
若你知道將來有一天，我們渴望已久
的公義會以我們無法想像的方式到
來，這對你而言意味著什麼？我們如
何從這個應許中汲取盼望？

星期四

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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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有眼淚和疼痛】
閱讀啟示錄21：1－5和22：1－5，
花些時間想像一下這些章節描述的生
活。為什麼我們很難想像生活是沒有
罪惡、死亡、疼痛和眼淚呢？

《聖經》對於我們犯罪後生活的描
述無疑是美好和榮耀的，這些字眼
毫無疑問、僅能代表片面等候著我
們的美好光景。即使在這些經文
中，對於該地將不復存在之事，與
將會發生之事的著墨幾乎一樣多。
但是，當我們認識的只有這個世界
時，我們很難想像沒有疼痛和苦
難、死亡和恐懼、不公義和貧窮的
生活。
這些不僅不會再有，這描述還增添
了另一項個人感觸：「上帝要擦去
他們一切的眼淚。」（啟示錄21：
4）在得救之人的情境中，上帝對
那些在人類歷史上遭受苦難之人的
同情，在這一句話中達到了最高
峰。祂不僅結束了他們的痛苦，而
且親自擦去了他們的眼淚。
在我們被罪惡的生活，以及世界充
斥的不公義和悲劇打擊的遍體鱗
傷，我們可以從啟示錄的暗示中看
到，即使罪惡令所有人以不同方式

淪為它的受害者，我們將來都會經
歷那逐漸癒合的過程。在描述生命
樹時，約翰解釋說：「樹上的葉
子乃為醫治萬民。」（啟示錄22：
2）上帝再一次顯示祂對世人的理
解和憐憫，去感受、經歷、見證，
甚至承受這個世界的罪惡。祂對於
我們這個世界的再造計畫包括恢復
和治癒所有的人。

在此之前，我們要在基督裡盡我們
所能，盡我們可能步履蹣跚和微小
的力量，去服事周遭那些需要我們
幫助的人。無論我們能做的為何
─仁慈的話語、一頓飽餐、醫療
救助、牙科治療、衣物、輔導，所
有我們力所能及的，我們都應該帶
著耶穌在這裡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捨
己、克己和自我犧牲的愛去做。
當然，儘管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
世界仍然會變得越來越糟。耶穌知
道，然而，這個事實並沒有阻止祂
去為他人服務，同時也不應該阻止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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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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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閱讀懷愛倫《使徒行傳》，〈更
高的標準〉，原文第309－322頁；
《善惡之爭》，〈全地荒涼〉，原
文第653－661頁。
「當上帝的聲音使祂被擄的子民
『從苦境轉回』之時，那些在人
生的大鬥爭中已經完全失敗的人必
要恍然大悟。在恩典時期尚未結束
時，他們一直被撒但的欺騙所蒙
蔽，以為自己罪惡的行徑是合理
的。富足的人以養尊處優自豪，看
自己比貧窮的人高出一等，殊不知
他們的資財是干犯上帝的律法得來
的。他們沒有使饑餓的人有食物
吃，赤身的人有衣服穿，沒有以公
義待人，也沒有慈悲為懷……他們
已經為屬世的財富與享樂出賣了自
己的靈魂，卻沒有努力在上帝面前
成為富足。結果，他們的人生是失
敗的，他們的宴樂變成苦膽，他們
的財寶化為朽爛。」懷愛倫，《善
惡之爭》，原文第654頁。
「善惡的大鬥爭結束了。罪與罪
人也不再有了。全宇宙都是潔淨
的。在廣大宇宙之間，跳動著一個
和諧的脈搏。從創造萬物的主那裡
湧流著生命、光明和喜樂，充滿這
浩大無垠的宇宙。從最小的原子到
最大的世界，一切有生命和無生命
之物，都在他們純潔的榮美和完全
的喜樂上，宣揚上帝就是愛。」同
上，原文第678頁。

討論問題

1 請解釋你在本週學到的內容如何
證明我們當下的生活是重要的。比較
某些人的觀念，認為我們不需要擔
心今生和這個世界，因為上帝會毀滅
它，然後重新開始。我們可以如何謹
慎小心，不以這個新天新地的應許為
藉口而忽略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畢竟
最終上帝會讓一切都好起來）？更糟
糕的是，我們如何確保自己不成為利
用這一真理而剝削他人的人之一？
2 復臨教會對《聖經》預言的理解
是，隨著我們越接近耶穌的復臨，罪
惡、動亂和苦難將會增加。當這些事
情發生時，我們經常參照馬太福音第
24章。我們應該如何以馬太福音第25
章來看待這些悲劇呢？

總結
我們的上帝不會允許罪惡永遠持續下
去。《聖經》最大的盼望是耶穌的復
臨帶來罪惡的終止，治癒不公且創造
一個新的世界。基於耶穌的復活，這
盼望改變了此刻我們正等候祂回來
時，在我們為上帝和他人的服務的當
下加給我們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