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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版

第2课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0年第3季‧7～9月

7月4日-7月10日 安息日下午

赢得人心的见证：个人证言的力量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可 5:15-20,16:1-11；徒 4:1-20,约壹 1:1-3；加 2:20；徒 26:1-32。

存心节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使徒行传 4:20）

个人见证拥有不寻常的力量。当我们內心被基督的爱充满、整个人因祂
的恩典改变之时，对于祂我们很自然就会有重要的话想说。分享耶稣为
旁人所做的一切是一回事，但是分享祂为我们所做的亲身经历，又是另
一回事。

要反驳或辩论一个人的亲身经验是很难的。別人可能会因你的神学见解
或对经文的诠释而反对你，甚至对大多数的宗教嗤之以鼻。但是当一个
人振振有词地说：“我曾经毫无指望，现在看见了曙光；曾经充满负

疚，如今心中满有安宁；曾经漫无目标，现今有了方向”，在这样的见
证下，就连心中满腹怀疑之人，都不得不被福音的能力影响。

虽然有些人的悔改经历就如使徒保罗走上大马士革之路一般，是一种突
如其来、极富戏剧化的转变。但多数时候改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一个
人逐渐认识到耶稣的宝贵之处，对祂奇妙的恩典有了充分的理解，继而
因为祂所赐下的拯救产生无与伦比崇敬的感激之情。基督一步步地重新
校正了我们人生的重心。而现今世界极度需要并渴望的，正是这样的见
证。

■研究本周学课，为7月11日安息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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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7月5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0年第3季‧7～9月

【意料之外的见证人】

阅读马可福音5:15-20。你认为耶稣
为何要差遣那被鬼附的人回到低加
波利去，向他的亲朋好友做见证，
而不是把他留在身边、在他寻得的
新信仰中来栽培他？

“低加波利”（Decapolis）一词源
自于两个字根：“低加”（deca）
意思是10,而“波利”（polis）则是
指城市。低加波利所在区域有10个
城邑，他们由于相同的语言文化而
结盟。那被鬼附的人在地方上几乎
无人不知，他常因不可测的狂暴行
为使当地人深深畏惧。但耶稣看出
他是一个很想改变现状的人，因此
祂施行了奇迹般的拯救，使那人脱
离了长久以来折磨他的魔鬼。
镇上的人听说耶稣一声令下，就把
鬼赶了出来，命令其附在猪群之
中，而猪闯下山崖，落在海里淹死
了，他们便出来要看到底发生了
什么事。马可福音这样记载：“他
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
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
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
们就害怕。”（可5:15）那人恢复
正常─不管是身心灵哪一方面，
都成了完整的人了。福音的本质，

就是要让所有因罪而破碎的生命，
回复到起初基督创造他们时的完整
状态。

与这位曾被鬼附、如今却因改变得
以向整个地区分享见证的人相较，
还能有比他更适合向低加波利十邑
传福音的人吗？怀爱伦描述的最为
贴切：“我们为基督做见证，就
要把所知道的讲出来，就是自己
看见、听见和经历的事。如果我们
步步跟着耶稣，就必能透彻、深入
地讲述上帝引领我们的经验。我们
能说明自己曾如何试验祂的应许，
并发现这应许是可靠的。我们能根
据自己所知道的见证基督的恩典。
这正是我们的主所要的见证。而且
正因缺少这种见证，世人将要灭亡
了。”──《历代愿望》，原文第
340页。上帝经常使用在人看来不
可能、却是经由祂的恩典而改变的
人，为我们的世界带来不同凡响的
冲击。
你的见证是什么？你悔改的经历为
何？关于信主，你如何向其他人阐
述你的经验？尚未悔改信主之人可
以从你分享的经历领受何种益处？

星期一

7月6日

第2课／赢得人心的见证：个人证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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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复活的基督】

在星期日的清晨，两位马利亚急忙
赶往基督的坟前。她们不是要去向
祂求什么，毕竟，一个已逝之人又
能给她们什么呢？最后一次见到祂
时，祂的身体鲜血淋漓、满是伤痕
和淤青。十字架上的景象深深地铭
刻在她们脑海中。她们现在只想做
好自己该做的事。她们伤心地来到
墓地，是为了要处理好祂的遗体。
失望的阴霾笼罩了她们的生活，使
她们被沮丧吞噬。未来的一切已变
得不可预期，让人看不见希望。

可是当她们抵达墓地时，却惊讶地
发现墓穴是空的。马太如此形容那
复活的早晨：“天使对妇女说：
‘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
钉十字架的耶稣。衪不在这里，照
衪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太
28:5-6）
两位妇人就因此大大喜乐。悲伤的
阴霾因那复活的晨曦之光一扫而
空。漫长而伤心的黑夜成为过去。
喜悦写在她们的脸上，欢乐之歌取
代了哀恸的泪水。
阅读马可福音16:1-11。马利亚发现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时，她的反应
是什么？

马利亚与复活的基督相遇之后，她
便开始到处传扬这则见证。好消息
自然是要与人分享的，她无法对此
保持沉默。基督还活着！祂的坟墓
是空的，这事全世界都应该知道！
当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与复活的主相
遇后，我们同样也会到处传扬我们
的见证，因为好消息是藏不住的。

这又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呢！尽管
耶稣曾不时地提醒他们即将发生之
事──就是祂会被杀，然后复活，
但是门徒──这群特別蒙耶稣拣选
的人竟然拒绝相信马利亚的见证。
“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马利亚看
见，却是不信。”（可16:11）因
此，若连耶稣自己的门徒都无法立
刻相信，那么別人第一时间无法相
信我们的见证，我们也不该感到讶
异。
你上一次做见证时被人驳斥是什么
时候？你当时如何回应呢？从那次
经历中你学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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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7月7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0年第3季‧7～9月

【转变后的生命带来改变】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
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希
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徒
4:13）。

新约教会人数激增。光是五旬节时
就有三千人受洗（徒2:41）。几周
之后，又有数千人加入教会（徒
4:4）执政当局很快就看清局势。这
群新约信徒是跟过耶稣的。他们的
生命都已经历转变。他们的生命因
祂的恩典不再和从前一样了，他们
无法对此保持缄默。
请阅读使徒行传4:1-20。这一章发
生了什么事件？掌权之人试图想让
彼得和约翰闭口不谈耶稣，结果如
何？他们怎样回应？

这些信徒在基督里已成为新造之
人，他们无法闭口不谈自己的见
证。彼得这个大嗓门渔夫，因上帝
的恩典改变了。雅各和约翰──这
两个向来脾气火爆的“雷子”，也
因为上帝的恩典而转变。向来多疑
的多马亦然。早期教会的每一位使
徒和教友都有他们的个人见证要诉
说，他们无法对此不开口。请看怀
爱伦在《喜乐的泉源》中如何阐述

这激励人心的证言：“人一归向基
督，心中必会产生一种愿望，要使
別人知道他所找到的耶稣，是何等
可贵的一位朋友，使他得救成圣的
真理，决不能藏在心里。”─怀
爱伦，《喜乐的泉源》，原文第78
页。
请注意在徒4:16之中宗教领袖所说
的话。他们公开承认了神迹的真实
性，因被治愈的人就活生生地在他
们眼前，不容其置疑。纵然如此，
他们还是不肯改变自己的态度。虽
然遭遇公开抵制，彼得和约翰仍不
畏缩，决心为主做见证。
认识基督和分享祂的信息，两者之
间有何关联？为何亲自认识基督、
与祂相遇，对于为祂做见证是如此
重要？

星期三

7月8日

第2课／赢得人心的见证：个人证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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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个人经历】

在使徒行传第26章中，我们读到使
徒保罗以囚犯身份站在亚基帕王面
前。保罗在此向君王申辩，陈述他
个人的见证，谈到自己过去曾经迫
害跟随耶稣之人，但生命经历转变
之后，他便为耶稣以及祂复活之应
许做见证（徒26:8）。

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悔改之
后，主亲自对他说话。祂说：“你
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
你作执事，作见证，将你所看见
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
来。”（徒26:16）分享信仰向来是
一个多元丰富的体验。它包含三方
面的叙述：基督在过去为我们所做
之事，祂今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的
改变，以及祂未来要为我们成就的
计划。
我们做见证从来就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祂。祂才是那饶恕我们过
犯、医治我们疾病、以慈爱加冕我
们、用一切丰富满足我们的上帝
（诗103:3–5）。做见证简单来说，
就是去分享祂加诸在我们生命中的
奇妙恩典；这是我们个人与那赐奇
妙恩典的上帝之间相遇的经验。
请阅读约翰一书1:1-3,并与加拉太书
2:20比较。这两段叙述有何相似之
处？约翰的经历在哪些方面与保罗
相似呢？

虽然约翰与保罗的人生经历有所不
同，但他们都经验过与耶稣的相
遇。他们与耶稣同行的经历并不只
是一件发生于过去某一时间点、随
即结束的事。那是一项不断发生、
在祂的爱中每日都满有喜乐，且持
续地走在祂所发出的真理亮光之中
的经验。

悔改仅仅只是一件过去的经验吗？
请看怀爱伦如何描述那些认为自己
过往悔改经验最为重要之人：“他
们就好像……过去曾经很了解宗教
似的，所以不需要日日悔改；但我
们每个人都应该要悔改。”─
《怀氏文稿》（Manuscript
Re l ea s e s ） ， 第 四 卷 ， 原 文 第 4 6
页。
无论你过去的经验多么有力或富戏
剧性，为什么每天和主建立关系，
日日感受祂的真实、仁慈和大能依
旧非常重要呢？请在班上发表你个
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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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7月9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0年第3季‧7～9月

【个人见证的力量】

让我们再看一次保罗在亚基帕王面
前所做的见证。使徒保罗站在王面
前，这位君王乃是犹大王中的最后
一位，是马加比家族的一员，也是
希律家族的人。亚基帕以犹太人自
居，但他內心其实视自己为罗马人
（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
释》，第六卷，原文第436页）。年
迈的使徒此刻就站在那里──他因
漫长的布道之旅饱经风霜，又因善
恶之争伤痕满布，但他的心充满了
上帝的爱，面容更因祂的美善而发
光。无论他的人生遭遇过何事、经
历过怎样的迫害和困境，他都宣称
上帝是美善的。

亚基帕是一个世俗、多疑、铁石心
肠、且对任何真正的价值都不屑一
顾的人。反之，保罗却是一个充满
信心、对真理委身，会为公理正义
挺身而出的人。 这两人之间的对比
再明显不过了！在保罗受审时，他
要求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诉，并获得
了允许。
请阅读使徒行传26:1-32。保罗如何
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我们可以
从他的话中学到什么？

仁慈使人敞开心胸，苛刻使人紧闭
心门。保罗对待亚基帕王的态度是
如此高尚、尊重。他形容他是“熟
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
（徒26:3），然后他随即将话题导
入他个人的悔改经历上。
请阅读使徒行传26:12-18关于保罗
悔改的见证，并仔细阅读使徒行传
26:26-28关于亚基帕王听到这见证
后的反应。你认为亚基帕王为何会
有这样的回应？保罗的见证如何影
响了他？

保罗的见证──关于耶稣如何改变
了他的一生，对于这位心中无神的
君王产生了強大的影响力。这世上
没有任何见证能比一个经历过改变
的生命更有效力。一个真诚悔改的
生命见证对于他人拥有不可思议的
奇妙感化力。就连向来不敬畏神的
君王，都能因这受恩典改变的生命
而感动。即便我们没有像保罗那样
戏剧化的人生，也应该能够和他人
分享认识耶稣并且被祂的宝血所拯
救的意义。

星期五

7月10日

第2课／赢得人心的见证：个人证言的力量

进修资料

阅读怀爱伦著作《使徒行述》〈第

41章：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原
文第433-438页。

基督徒的生命在本质上就是与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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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个人见证，却是与我们在耶

稣白白赐下的永生之中，摆脱罪
恶、拥抱平安、仁爱、饶恕、力
量、希望和喜乐有大大的关系。

讨论问题

建立关系，这关系是如此丰富而完

1你认为我们的个人见证为何对他人

义不管怎样重要或富正当性，它都

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別人的见证

不能取代一个因恩典而转化、因爱

曾经如何影响了你和你的经历？

而改变的生命。怀爱伦坦言道：

2在班上讨论星期三课程的最后一个

“救主知道没有任何论据，尽管是

问题及你的答案。为何每日与主交通

最合逻辑的论据，足以融化刚硬

的经验不单对我们的见证、亦对我们

的心，或冲破世俗和自私自利的

的个人信仰如此重要？

整，使我们乐意将它与人分享。教

屏障。祂知道门徒必须领受上天

3強而有力的证言当然可以是有效的

那作为道路，真理，生命的主而

亦是我们见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呢？

的恩赐，并知道惟有一颗因认识
火热的心，惟有因认识祂而善于
辞令的口，才能有效地将福音传
开。”──《使徒行述》，原文第

31页。而在《历代愿望》中，她
又再次強调这一观念：“基督的奇
妙大爱可以融化、折服人心，单凭
教义的一再教导则无法达到同样成
果。”──原文第826页。

有些人认为所谓做见证，就是要试
图以他们在上帝的话语中寻得的真
理来说服他人。虽然在适当的时机
下分享上帝话语的真理很重要，但

见证。与此同时，为什么成圣的生活
4在班上分享你的个人信仰。要记住
你是在分享基督曾为你做过何事，以
及祂如今对你而言有何意义。耶稣为
你的人生带来何种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