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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版

第2课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4月3日-4月9日 安息日下午

约的初阶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创 9:15；赛 54:9；创 12:1-3，加 3:6-9，29；出 6:1-8； 耶 31:33、34。

存心节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
为全地都是我的。”（出埃及记 19:5）

上周我们提到人类的堕落，起因是由于人类的第一个先祖犯了罪。本周
是一个对整季学课的简明概要，每日课程都会分别查考早期的约，这所
有的约─就其独特方式而言，每一则都表明了真正的约所传达的现代

真理，那是用耶稣的宝血在髑髅地成就的，是我们基督徒与上帝一同立
的约。

我们将从上帝与挪亚立的约开始说起，这个约使他和他的家人免于毁
灭。接着谈论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约很丰富，充满了对我

们所有人的应许；之后会提到在西乃山立的约，以及在那里所宣告之事
的重要性；最后我们要查考新约，这个约是其他所有约共同指出的。当
然，这些内容将在往后数周更深入研讨。本周只是先暏为快。

本课综览：“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它是由什么要素组成的？上帝与
挪亚立的是什么约？与亚伯拉罕立的约中可以找到什么盼望？在这约的
人类结局中，信心和行为扮演了什么角色？立约只是一种交易，或者它
有关系的层面？“新约”的本质是什么？

■研究本周学课，为4月10日安息日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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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4月4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约的基础】

“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
多。”（创17:2）
“约”的希伯来字 （在旧约中出现大

约287次） 是“berith”。它也可译

为“誓约”或“遗言”，其来源并
不清楚，但是它的意思逐渐演变成

查考以上所列的三个要素（上帝
的应许、我们的义务以及救赎计
划）。你看见这些要素如何在你与
上帝同行时发挥作用？写下一段话
描述这些要素在你目前生活中如何
展现。

“将两方连结在一起”。总之，它
包括很多不同形态的“连结”，包
括人和人、以及人和上帝的连结。
但指两方都是人的连结较常见，特

旧约预表的献祭制度教导世人有关

法就是根据一般用法的隐喻，但却

先祖和以色列人学习去操练对那位

别的情况是上帝与人立约。宗教用
具有更深的内涵及意义。 （亚瑟·汤

普生着，“约”，《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
书修订本》卷一，790页）

和婚约一样，《圣经》的约订定了

一种“关系”以及“安排”。就
“安排”而言，《圣经》的约含有
下列基本要素：

1上帝用誓言来确认约的应许 （加

3:16；来6:13，17）。

2约的义务是要顺服十诫中所表达
的上帝旨意（申4:13）。

3上帝最终实践约的义务，其方式
乃是借着基督及救赎计划 （赛42:1，

6）。

救赎的全部计划。透过这个表号，
未来救赎主的信心。借由仪式，忏
悔之人的罪可得赦免，其内疚感得
以免除。约的福分得以保存，而灵

命得以成长─上帝的形象得以恢
复─即使当人类偶而失足，也能

支撑直到达成协议。

虽然人和人之间立了很多约，但是
《希伯来文圣经》中，“berith”这个
字主要是用在上帝和人的关系上。
思量一下上帝是谁，以及相对之下
我们是谁之后，检视这个约所描述
的是怎样的关系？

星期一

4月5日

第2课／约的初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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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挪亚立约】

“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
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创
6:18）
上述章节是“约”这个字第一次在
《圣经》出现。在上下文中，上帝

只是告诉挪亚，祂决定将这地除
尽，因为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
思想的尽都是恶。虽然世界性的洪
水会带来毁灭，上帝却不遗弃祂所
造的世界。祂将继续维系堕落之后

生效的圣约关系。提出圣约的神

─ “我”，就是挪亚安全的根
据。作为守约的上帝，耶和华应许
保护那愿意守住承诺与祂建立关系
的一家人，这种关系会带来顺服。

上帝与挪亚立的约是否是祂单方面
的？记住约的概念意指立约者不只
一方。挪亚赞同这个协定吗？这些
疑问之解答给予我们什么教训？

上帝告诉挪亚将有洪水，而且世界

将被毁灭。但是上帝与他有个约
定，祂答应拯救挪亚和他的家人。
这个赌注相当高，因为如果上帝没

有守约，那么不管挪亚做了什么，
他都会被除灭，就和世界其余的一
切一样。

上帝说，祂要和挪亚“立约”。这
个字暗示一种意图，保证你说到做
到。它不是异想天开的陈述而已。
这个字带来承诺。假若耶和华对挪

亚这样说:“你瞧，这个世界即将
因大洪水终结，我可能会拯救你，
也可能不会。同时，你必须做这做
那，然后我再视情况而定，但我不
做任何保证。”这样的陈述，几乎
不含“约”这个字所包含的保证和
应许。

有人争论说，挪亚洪水不是世界性
的，乃是地区性的。如果这样，那
么从创9:15上帝应许（参阅赛54:9）
的上下文来看，每次发出一个地区
性洪水时（这种灾害一直存在），
上帝约的应许就破灭了。相反的，
人类史上再也没有发生世界性大洪
水的事实，正好证明上帝之约并其
应许的确实性。换言之，这正好告
诉我们当如何信靠祂的应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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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4月6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亚伯兰的约】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
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得福。”（创12:3）

阅读创12:1-3；列出上帝给亚伯兰的
特别应许。

除此之外，亚伯兰接受一个单一、
带着试验的命令，“前往”。他因

着信服从 （来11:8） ，并不是为了得
到所应许的福气。他的服从是他的
信心对亲密关系的回应，而这个关
系是上帝期盼建立的。换言之，亚
伯兰早已相信、信靠上帝，早已对
祂的应许有信心。他肯定如此；否

请注意在这些应许中，上帝对亚伯
兰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创12:3）那是什么意思？地上万
族如何因亚伯兰得福？见加3:6-9。
你如何能在这个应许中看见耶稣这
位弥赛亚的应许呢？见加3:29。

则，他决不会离开本地、本族、父
家，前往未知之地。他的顺服显出
他对人及对天使的信心。

亚伯兰早在那时就启示了信心与行
为的密切关系。我们因信得救，而
这个信心会带来服从的行动。拯救
的应许先到；行为则随之而来。虽
然没有服从就不可能有约的亲密关

在给亚伯兰第一个有记录的启示
中，上帝应许与他建立亲密和永远
的关系，这比神用任何语言论及立

约还要早。上帝立约的直接引证
是到后来才出现（ 创15:4-21；17:1-

14） 。这时，上帝提出具重大意义

的神-人关系。创12:1-3再三重复的
“我必”，提示上帝的应许是多么
长阔高深。

系和祝福，但是服从是表示我们对

上帝所做的事深具信心。这样的
信心恰好说明了约壹4:19的原则：
“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阅读创15:6，它如何以不同方式告
诉我们所有圣约应许的基础？为何
这个福气是所有福气中最珍贵的？

星期三

4月7日

第2课／约的初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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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摩西立约】

阅读出6:1-8后回答下列问题：
1祂说的是什么约？见创12:1-3

2 〈出埃及记〉如何成为圣约应许
中祂那一方的实践呢？
3 上帝在此处对子民的应许，与洪
水之前对挪亚的应许，两者之间有
何相似之处？
出埃及之后，以色列子民在西乃山
接受圣约，这个约是在为奴时得拯

救 （出20:2） 而赐下的，包含上帝为

赎罪而做的牺牲及对罪的赦免。因
此，为个圣约和所有圣约一样，是
一个恩典的约，要将上帝的恩典赐
给祂的子民。

这个约在很多方面重申了与亚伯拉
罕所立之约的重点：

1上帝与祂子民的特殊关系（比较创
17:7、8与出19:5、6）

2他们将成为大国 （比较创12:2和出
19:6）

3服从是必要的（比较创17:9-14；
22:16-18与出19:5）

“请注意此处的先后次序：上帝先
拯救以色列人，再将祂的律法赐给
他们遵守。这个次序在福音方面也
是真确的。基督先拯救我们脱离罪

（见约1:29；林前15:3；加1:4） ，然后

在我们里面活出祂的律法 （加2:20；

罗4:25；8:1-3；彼前2:24）。”（《基督
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卷一，602页）

阅读出6:7，此刻上帝说“我要以你
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上
帝”，其中有一件贯穿第一部分的事
是什么？请注意其中的互动关系。
对上帝而言，他们是重要的，对他
们而言，上帝亦然。上帝不是单方
面的想要和他们建立特殊的连结；
祂也希望他们与祂建立特殊关系。
到了今天，上帝不也同样想与我们
建立特殊的关系吗？出6:7第一部分
有没有反映出你与上帝的关系？或
者你只是某位名字列在教会名册上
的人而已？若你的答案是肯定的，
请说明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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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4月8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新约（耶 31:31-33）】

这段经文是旧约第一次提及“新

在耶31:31-34，我们可以看出恩典

时提出的，提到他们将从上帝领受

圣约中就能看到的。上帝将赦免他

约”。它是以色列人流亡之后回归
祝福。再一次，和其他所有的圣约
一样，这个约也是由上帝发起，是
借着祂的恩典来实践的。

请注意这里的用词。上帝提到祂自
己是他们的丈夫；祂提到要将祂的
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并且使用亚伯
拉罕圣约的语言，祂说祂要作他们

的上帝，他们要作祂的子民。因
此，和前面的约一样，这个约不仅
是法律协定，像今日法庭的协定而
已，它涉及的层面更广。

阅读耶31:33。请将它与出6:7比较，
它详述与以色列人所订的部分约
定。在此再度贯穿的要素是什么？
上帝所求于祂子民的是什么呢？

阅读耶31:34。请将其中所提的事与
约17:3比较。上帝行了什么重要的
事为这个关系奠定了基础呢？

与顺服这两个要素，这是在较早的
们的罪，与他们建立关系，祂将赐
给他们恩典。如此一来，子民就将
顺服祂，不是出自机械、死板的方
式，而是单纯地因为他们认识祂、
爱祂，想要服侍祂。这正是上帝所
求于祂子民圣约关系的本质。

你如何理解律法写在我们心版上的
这个概念？它是否暗示律法变为主
观且个人化，需要根据我们内心的
个别形象加以解释和应用？或者它
有别的意思？若是如此，又是什么
呢？

星期五

4月9日

第2课／约的初阶

进修资料

阅读怀爱伦《先祖与先知》〈亚伯

拉罕在迦南〉，132-138页，以及
《先知与君王》〈上帝的先知帮助
他们〉，569-571页。

“那作工时所肩负的轭乃是上帝神
圣的律法。这伟大之爱的律法，就
是那先在伊甸园中启示，后在西乃
山颁布，如今在新约时代，写在心
版上的律法。它使为主做工的人，
服从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随心所
欲，照着自己的意思行事，我们势

必归入撒但的队伍，养成他的性
情。因此上帝把我们圈在祂的旨意

之内。祂的旨意是崇高的、尊重
的、令人向上的。祂要我们耐心而
审慎的，负起服务的责任。基督自
己已在肉身上肩负过服务的轭。祂

说:‘我的上帝阿！我乐意照祢的旨
意行；祢的律法在我心里。’ （诗

40:8） ‘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

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

来者的意思行。’ （约6:38） 耶稣到
地上来舍身受苦，乃是因为祂爱上
帝，热心求上帝的荣耀，和怜爱堕
落的人类。这是祂人生的原动力。

祂劝我们也要采用这个原则。”
（怀爱伦著，《历代愿望》329-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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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

1上帝与挪亚 、亚伯兰 、摩西以及我
们所立的约 ，是不是祂和亚当所立
之约的延续？或者另有新意？请将
创3:15；22:18 ；和加3:8 ，16比较 。
2 为何圣约中个人及关系上的层面
如此重要呢 ？ 换句话说 ，你可以和
某个人有律法协定─ 和他有个
“约” ，彼此间却没有亲密的个人互
动 。但那种约定却不是上帝所求与
祂子民的圣约关系 。为什么如此说
呢？请讨论 。
3 婚姻在哪些方面与圣约有相似之
处？但是用婚姻比作圣约，在哪些
方面又有其不足之处？

总结
罪进入之后，造物主原先与人类家
庭（借着人类始祖）建立的关系破
裂了。现在上帝借着立约的方式，
试图重建那亲密关系。这个约既表
明上帝与我们之间委身的关系（像
婚姻的连结），也是能拯救我们，
并使我们与创造主关系融洽的约
定。基于对我们伟大的爱，上帝自
己成为圣约关系的启动者。借由恩
典的应许和恩典的行动，祂要求我
们与祂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