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课 9月5日-9月11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9年第2季‧4～6月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0年第3季‧7～9月

传讲耶稣的故事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弗 2:1-10；约壹 4:7-11；可 5:1-20；来 10:19-22；加 2:20,林前 1:30。

存心节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约翰一书 5:13）

如前一课所述，“事实胜于雄辩”；没有什么比一个改变后的生命更能
展现福音的力量。人们可能会就神学观点与你辩论，也可能与你争论教
义问题。他们甚至可能会质疑你对《圣经》的理解，但很少人会质疑你
的个人见证──即耶稣对你的意义，以及为你的人生带来的改变。

见证就是分享我们对耶稣的理解。这么做是为了让其他人知道，祂对我
们的意义以及祂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如果我们的见证全盘都只是为
了证明我们所信的是对的，而別人都是错的，那么我们必定会招致強烈
的反对。但是，如果我们为耶稣做的见证，是真心实意地叙述我们如何
因祂的恩典而改变，被祂的爱所征服，并且对祂的真理感到惊奇，那么
其他人就会对我们所信的真理如何影响生命获得深刻的印象。伴随一个
改变之生命呈现的真理，可以带来全新的面貌。

当基督是每一条教义的中心，而每一项《圣经》的教导也都反映出祂的
品格时，我们与人分享《圣经》就更有可能令对方接受祂的圣言。

■研究本周学课，为9月12日安息日做准备。

星期日

9月6日

第11课／传讲耶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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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我们见证的基础 】

身为基督徒，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
见证──关于耶稣如何改变我们的
生命，以及祂为我们做的一切事。

请阅读以弗所书 2:1-10。在认识基
督以前，我们是怎样的人？接受了
以后，我们又成为怎样的人？
A认识基督以前（弗2:1-3）

B认识基督以后（弗2:4-10）

这真是了不起的改变！在我们认识
基督之前，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
中”，“随从今世的风俗”，“放
纵肉体的私欲”，并且“本为可怒
之子”。 简而言之，在认识基督之
前，我们整日漫无目的地游荡，在
迷失的状态中度自己的人生。
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看似幸福的事
物，但是生活中却充满了心灵上的
焦虑和未实现的目标。来到基督面
前并经历祂的爱，一切都不同了。
如今在基督里，我们才真正“活
着”。借着“祂极丰富的恩典”和

祂对我们“丰富的怜悯”，我们得
到了救恩的恩赐。祂使我们“与基
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祂极丰富的恩典，就是衪在基
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
给后来的世代看。” 在基督里，生
命就有了新的意义和目的。正如约
翰宣告的那样，“生命在祂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1:4）
请阅读以弗所书2:10。关于好行为
对于基督徒信仰多么重要，这个章
节教导了我们什么？那么我们又该
如何在这情形之下，理解因信得救
“不在乎遵行律法”的概念？（罗
3:28）

你的人生如何因耶稣而改变，这样
的改变或许也可能帮助其他人认识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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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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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见证的改变力量】

西庇太的儿子约翰和雅各被称为
“雷子”（可3:17）。实际上，给
他们起这绰号的是耶稣。约翰性格
之暴烈，在耶稣和门徒经过某个村
庄、试图找一个暂时过夜之处时，
便可见一斑。由于撒玛利亚人对犹
太人素来所持的偏见，他们的恳求
遭到了反对。甚至连想住最简陋的
地方都遭到拒绝。
雅各和约翰认为他们可以解决这个
问题。“祂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
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
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
亚所做的吗？’”（路9:54）。耶
稣斥责这两个兄弟，他们便安静地
离开了村庄。耶稣的方式是以爱、
而非暴力使人信服。

因为耶稣的爱，约翰暴躁易怒的
性格变成充满慈爱、温柔怜悯的
性情。 在约翰的第一封书信中，
“爱”一词就出现了近40次。它还
以其他各种形式出现50次之多。
请阅读约翰一书 1:1-4；3:1；4:711；以及 5:1-5。我们可以从这些
章节知道哪些关于约翰的见证，以
及他与耶稣交通后、为他人生带来
的改变？

有一项原则是永恒的，那就是宇宙
的法则。怀爱伦用下列这番话充分
阐明了这一原则：“武力的行使违
反了上帝统治的原则；祂只悦纳为
爱服务；爱是不能被強迫或命令
的；它也不能借由武力或权威来赢
得。只有爱才能唤起爱。”──
《历代愿望》，原文第22页。
当我们对基督委身时，祂的爱将透
过我们照耀他人。基督教的最大见
证就是改变后的生命。这并非意味
着我们将永不犯错，有时我们甚至
无法做到我们应扮演的爱与恩典的
管道。但在理想情形下，这确实意
味着基督的爱将透过我们的生命倾
流而出，为周围的人们带来祝福。
你在向他人反映基督之爱的事上表
现如何？思考你的回应及其实质意
义。

星期二

9月8日

第11课／传讲耶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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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说主的故事】

耶稣差遣的第一批传教士是谁？他
们并不是门徒中的任何一个人，甚
至不是长期追随在祂身边的人。耶
稣派出的第一批传教士是一群疯
子，他们是一群如恶魔般的人，在
奇迹发生几小时前才袭击了农村，
让邻近村民心中惊惶不已。
凭藉超自然的恶魔势力，这些人中
有一个挣脱了束缚他的铁炼，发出
可怕的尖叫，并用锋利的石头残害
自己的身体。他们呐喊声中的痛苦
反映了他们內心深处的折磨（太
8:28-29；可5:1-5）。
但是后来他们遇到了耶稣，生命就
得着了改变。他们改头换面，再也
不像从前。耶稣将折磨他们的恶魔
从他们的身体中驱赶出来，使它们
进入猪群，越过悬崖跳进海里（太
8:32-34；可5:13-14）。

请阅读马太福音 8:28-34。这些人
发生了什么改变？镇上的人出来要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发现了什
么？

曾经被鬼附身的如今成为新造的
人，他们被基督的能力转化。镇上
的人们发现他们坐在耶稣的腳前，

专注聆听这位导师口中的每句话。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马太福音说被
附身蒙拯救的人有两个，但马可福
音只着重叙述其中一位。但重点
是，耶稣在身、心、灵和情感上都
全面恢复了他们。
请阅读马可福音 5:18-20。很明显
的，这些原本被鬼附身的人在经历
改变并悔改归主之后，是很想留在
耶稣身边的，但耶稣却差派他们去
做什么事？

“他们只有片时的机会听基督的教
训，并且从来没有听过祂整篇的讲
论。他们不能像那些天天与基督同
在的门徒一样教导众人。然而在他
们自己身上有那足以证明耶稣是弥
赛亚的凭据。他们能把所知道的讲
出来，就是对基督的权能，自己所
看见、听见和经历的事告诉人。
这是每个心受神恩感动的人所能
做的。”──怀爱伦，《历代愿
望》，原文第340页。他们的见证使
低加波利──加利利海沿岸的这十
座城，预备好接受耶稣的教导。这
就是个人见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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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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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救恩的保证做见证】

请阅读约翰一书 5:11-13；希伯
来书 10:19-22；以及哥林多前书
15:1-2。《圣经》给了我们什么永
生的应许，使我们可以带着确信，
为在基督里的救恩做见证？

如果我们在耶稣里没有个人救赎的
保证，我们就不可能与其他人分享
福音。 因我们无法和別人分享自
己没有的。有些十分尽心尽力的基
督徒可能会一直活在一个不确定的
状态，永远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好到
可以拥有得救的资格。一位明智的
老传教士曾经说过：“当我看着自
己时，我看不到我有得救的可能。
但是当我定睛在耶稣身上时，我看
不到我有失落的可能。”上帝的
话语经世代传递、仍铿锵有力的
宣告：“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
必得救；因为我是上帝，再没有別
神。”（赛45:22）
我们的主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因祂白
白赐予的救赎感到喜乐。祂渴望我
们能经历因祂的恩典而称义的意义，
并摆脱罪恶带来的谴责。就像保罗在
罗马书第5章所说：“我们既因信称
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
帝相和。”（罗5:1）。他又补充，
我们可以拥有得救的保证：“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罗8:1）。使徒约翰也重申：“人
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
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壹5:12）

如果我们因信接受了耶稣，祂又借
着圣灵活在我们心中，那么今日永
生就成为我们的礼物。这并不是
说，一旦我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
和基督里的救恩，我们就永远不
会失去（彼后2:18-22；来3:6；启
3:5）。我们始终可以自由选择离开
祂，可是一旦我们经历了祂的爱并
理解祂牺牲之大，我们就不该再选
择离开一个如此热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将日日寻找机会，与他人分享
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你在耶稣里有得救的保证吗？若
有，你确信的基础是什么呢？你为
何能这般确信呢？你在哪里找着这
样的保证？反过来说，若你对此不
太肯定，那是为什么呢？你如何才
能找到得救的保证？

星期四

9月10日

第11课／传讲耶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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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作证之事】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
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
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祂是爱
我，为我舍己。”（加2:20）。
当我们接受基督时，肯定会有所牺
牲。祂要我们在某些事上降服于
祂。耶稣对于跟随祂的人需付出的
代价明白表示：“‘若有人要跟从
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
架来跟从我。’”（路9:23）。十
字架上的死亡是痛苦的经验。当我
们将自己的生命降服于基督的要
求，而将罪恶的“老我”钉在十字
架上时（见罗6:6），那也是痛苦的
经验。放弃一向珍视的渴望和一辈
子的老习惯有时很痛苦，但其回报
将远大于痛苦。
能够对他人的人生带来改变的有力
见证，通常都会聚焦于基督为我们
做了多少，而非我们为祂放弃了多
少。这些见证是以祂的牺牲为中
心，而不是我们所谓的“牺牲”。
因为基督从未要我们放弃任何符合
我们最大利益的事物。
然而，基督教的历史充斥着那些不
得不为基督做出巨大牺牲之人的故
事。 这些人并不是在借此赚得救
恩，他们的行为无论多么无私和奉
献，也不会因此就能使他们在上帝

面前居功。在大多数情況下，这些
人是因为彻底明白基督为他们所做
的一切，因此甘心乐意的按照上帝
对他们生命的呼召，将一切献在祭
坛上。
请阅读约翰福音1:12；10:10，
14:27，以及哥林多前书1:30。我
们的见证一向都是以基督为我们所
做的事为基础。请列出上述章节中
所提到的、关于祂的恩典带来的恩
赐。

根据上述章节，思考基督为你做了
何等大的事。你可能一生都是非常
献身的基督徒，或者也曾经历较戏
剧化的悔改过程。思考耶稣对你的
好，以及祂赐给你的人生意义、
平安与幸福。思想祂如何赋予你力
量，度过人生当中的种种艰难。
你是否曾经蒙召为基督作出某种牺
牲呢？你从你的经历中学到了什
么，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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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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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资料

阅读马可福音5:25-34。

“挤在基督身旁的群众，并没有感
受到什么能力，但是那患病的妇人

挥无法抗拒的力量来感化人心，使
多人得救。”──怀爱伦，《历代
愿望》，原文第347页。

讨论问题

伸手摸祂，并相信必得痊愈，就感

1 令人无可辩驳、心悦诚服的见证

也是如此。随随便便地议论宗教，
毫无心灵饥渴，又无活泼信心的祈

26:1-23中，保罗在亚基帕王前所做

单承认祂是救世主，永不能使心灵

2阐述基督为我们所做之事的个人见

以理性赞同真理。……只相信基督

会如何回应下列质疑：没错，不过那

基督本身。那唯一于我们有益的信

该怎么办？你为什么认为单靠你的个

受了那医治的能力。在属灵的事上

通常有哪些特点？请阅读使徒行传

祷，都是无效的。名义上信基督，

的见证。他见证的基础是什么？

得医治。使人得救的信心，不只是

证，为何会有如此強大的力量？但你

的事迹，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信靠

是你的经历，若我就是没有这种经验

心，乃是接受基督为个人的救主，

人经验就能说服我来跟随耶稣呢？

并把祂的功劳转到我们自己身上的

3向非信徒做见证时，你需要避免哪

“我们承认基督的信实，乃是上天

4思考关于救恩的保证的问题。为什

固然要承认古代圣贤所显明的上帝

我们如何才能确保自己的救恩，同时

信心……”

向世人彰显基督的最好方法。我们
的恩典，但最有效的还是我们亲身
经历的见证。我们能在自己身上显
出有基督能力的运行，就是为上帝
作见证了。各人的生活都有与众不
同的特色和根本不同的经历；上帝
要我们以自己独特的个性来颂赞

祂。这种颂赞上帝恩典与荣耀的宝
贵见证，加上基督化的生活，能发

些事情？
么这件事在基督徒经历中如此重要？
又不落入自以为是的危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