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课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4月10日-4月16日 安息日下午

“所有未来的世代”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创 3:6；6:5，11，18；9:12-17；赛 4:3；启 12:17。

存心节

“惟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创世记 6:8）

细菌是植物性有机体，它微小到若不用显微镜就看不到。一个普通的圆
形细菌在放大一千倍之后，也只不过像铅笔尖那么大。但如果给它有利
的成长条件─充足的暖度、湿度和食物─细菌就会以惊人的速度繁

殖。例如，有些细菌单靠分裂来繁殖：一个成熟的细胞只靠分裂，就能
变成两个子细胞。如果每个小时都分裂，一个细胞就可在24小时产生
18,000,000个以上的新细胞。48小时后就会出现好几千亿的细胞。

这个自然界极细微的现象可以用来说明堕落之后邪恶的快速生长。人因
为被赋予伟大的智力、健壮的身体以及较长的寿命，因此趾高气昂的人
类就背弃了上帝，并且滥用他们珍贵的权能去追求各种形式的不法。但
是，就如同细菌会被阳光、化学物品或高温所消灭，上帝也选择用全面
性的洪水来遏止这个嚣张的反叛行为。

本课综览：罪恶对上帝的创造带来何种影响？挪亚有哪些特质？与挪亚
所立的约包含了什么要素？上帝在洪水之前与挪亚所立的约中，如何显
出祂的恩典？而在洪水之后、上帝与人类所立的约之中，又如何教导我
们有关祂对我们始终如一的爱呢？

■研究本周学课，为4月17日安息日做准备。

星期日

4月11日

第3课／“所有未来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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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原则（创 6:5）】

上帝在创造结束时，看一切都“甚

4 4:8

一切都产生了变化。万事万物不再
“甚好”。上帝有秩序的创造遭到

5 4:19

罪及罪的可憎后果破坏。到了挪亚
时代，背叛的行为已达到可怕的地

6 4:23

步；邪恶毁了人类。虽然《圣经》

并未给予我们很多细节 （更多资料参

7 6:2

《先祖与先知》90-92页） ，但是罪恶

与反叛的确连慈爱、忍耐、赦罪的

8 6:5，11

好” （创1:31） 。然后，罪进入了，

上帝都无法容忍。

事情为何这么快就急转直下、变得
不可挽回呢？这个答案或许并不难
找。即使在今日，有多少人在察看

他们自己的罪时也会发出同样问
题：事情为何这么快就糟到如此地
步呢？

请查考以下〈创世记〉中的章节，
把要点写下来。请注意罪的持续进
展：
1 3:6

创6:5，11并非凭空而来，在他们
之前有段历史，这个可怕的结局其
来有自。罪恶会愈来愈严重，这是
必然的趋势。罪不像伤口能自动愈
合。相反地，如果放任罪不加以制
止，它就会快速蔓延，直到将人带
入毁灭与死亡。我们不必想像洪水
之前的生活才能明白像这样的事如
何进行，因为到了今天，它仍存在
于我们四周。

难怪上帝憎恶罪恶，而罪恶早晚要

2 3:11-13

被连根拔除。一位正直、慈爱的上

3 4:5

当然，好消息是虽然祂要除去罪，

帝与罪恶势不两立。

却要拯救罪人。而这正是立约的主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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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4月12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挪亚这个人（创 6:9）】

在所有论及（洪水前）世界之邪恶
的经文中，都可看出挪亚与他周围
的人截然不同。查阅上面标题列出
的经文，看看《圣经》提到有关他
的三个特点，并将你想到这些特点
代表的意思写下来：
1他是个“义人”
2他是个“完全人”
3他“与上帝同行”

无疑地，挪亚和上帝有救赎的关
系。他是上帝可以与之同工的
人；他是愿意倾听、顺从、信靠
祂的人。这便是上帝能够使用挪
亚来实践祂目标的原因，也是彼
得在新约称呼他是“传义道的”
（彼后2:5）原因。
阅读创6:8。此一章节如何帮助我们
了解挪亚和上帝的关系？

此处是“恩典”一词首次在《圣
经》中出现，并且明显地与新约中
的恩典有相同的意思，也就是上帝
将祂那慈悲、世人不配得的恩宠赐
给那些不配的罪人。因此，我们必
须了解，不管挪亚多么“完全、公
义”，他依然是个需要上帝恩宠的
罪人。就此意义而言，挪亚与我们

任何一位真诚跟随主的人并无不
同。

理解挪亚和我们一样需要上帝的救
恩之后，省察自己的生活，并且问
自己：我能不能说我自己和挪亚一
样“公义、完全”，并且“与上帝同行”
呢？不管你的立场为何，请将你的
理由写下来，并且（若觉得自在）
在安息日时与学员分享。

星期二

4月13日

第3课／“所有未来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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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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节经文我们看见上帝与人立圣

约的基本形式：上帝与人─双方
达成协定，就是如此简单。

然而它却比乍看之下更为丰富 。首
先 ，人这一方需要服从 。上帝对挪亚
说 ，他和家人要进入方舟 。他们有他

上帝在此再度彰显祂的恩典 。祂表
示愿意采取主动 ，为拯救人类脱离
犯罪的后果 。简言之 ，这个约并不像

一般平等的结盟 ，即其中每个立约

“伙伴”都彼此依存 。我们可以说上
帝从这个约中“受惠”，但是这和人

类受惠有根本上的差异 。祂的受惠
是指祂所爱的人可以得到永生─

对上帝而言这样的满足是极大的（赛

53:11）。但那并不是说祂与我们同样

们该做的工 ，如果不做 ，约就毁了 。 受益─尤其对同一个约中作为接
若是如此 ，他们就成为最终的输家 ， 受的一方的我们而言 。
因他们原本是这个约的受益者 。如
果挪亚拒绝上帝 ，不遵守这约 ，或

者答应之后却又改变主意 ，那么挪
亚和他的家人将会遭遇到什么后果
呢？

上帝说那是“我的约”。这句话告诉
我们什么有关约的本质？如果上帝
称它为“我们的约”，那么我们对约
的观念会有什么不同？

不管这个特殊情况多么独特 ，我们

都在这里看见了圣约中 ，神人关系

的互动 。借着与挪亚建立“我的约”，

思考这则比喻：有一个人在暴风雨
时跌到船外。甲板上有个人说，他
要丢一个救生圈过去把他拉上来。
在水里的这个人必须做到约定中他
这一端的本分，也就是要抓起并紧
握那个人所丢过来的救生圈。在很
多方面来看，那正是上帝与人类之
间立约之状况。

这个比喻如何帮助你了解存在于立
约之中的恩典概念？它如何帮助你
了解即使是现在，你也必须和上帝
维系着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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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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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记号】

“上帝说 ，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
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 。我
把虹放在云彩中 ，这就可作我与地
立约的记号了。”（创9:12、13）
很少有自然景观比彩虹更美丽。谁
不记得孩提时第一次见到彩虹发出
的陶醉与惊叹呢！当那些令人惊异
的光芒弯进天空，就好像是天出现

了令人心动的神秘入口 （或者它只是

小丑的腰带） ？即使长大成人，我们

仍会对空中的缤纷色彩屏气凝神。
难怪到了今天，彩虹仍旧是许多事

物的记号：从政治上的组织、教
派，到摇滚乐团、旅行社（不妨在网

站搜寻“彩虹”这个字）。显然，那些

圣约 （甚至和挪亚所立的约） 不同的
地方是，它对约的受益人没有提出
特别需要履行的义务。上帝在此是

对所有世人及“各样有血肉的活

物” （15节） ，还有“未来所有的

世代” （12节，参英文版《圣经》） 说
这些话。上帝的话是世界性、全面
性的，不管人选择服从或不服从上
帝。就此意义而言，这个“约”和
《圣经》其他地方提到约时就会论
及神人关系的情况是不同的。

就何种意义而言，这个约也显出上
帝的恩典？是谁发起这个约？谁是
最后的受益人呢？

美丽的彩带至今依然扣人心弦。
当然，那正是上帝重点所在。

上帝说彩虹象征什么？创9:12-17？

上帝用彩虹做为“我的约”的一

个记号（创9:15）。祂在此处使用

“约”这个字是多么发人深省！因
为这个约与其他地方使用的约并不
相同。它和亚伯拉罕圣约或西乃山

虽然这里所表达的约中，没有我们
这一方的义务（上帝那一方的义
务，当然就是永不再用洪水毁灭一
切）。我们对彩虹含义的认识，如
何影响我们去过顺服上帝的生活？
简言之，当我们在天空看见彩虹
时，有没有暗示一些属于我们这一
方应尽的义务呢？思考有关彩虹的
经文背景，以及从这些叙述中我们
可以学到的功课。

星期四

4月15日

第3课／“所有未来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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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留下挪亚”】

“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
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
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
在方舟里的。”（创7:23）

洪水时，世界的造物主也成为世界
的审判者。这项几乎是对全世界的
审判引发了一个疑问：是不是地球

在这经文中 ，我们可以找到《圣经》 上 所 有 的 生 命 ─ 甚 至 连 人 的 生
第一次提及“余民”概念 。这一词可 命，都要被毁灭？如果不是，那么
译成“留下”，它来自另外一个字 ，其

字根在旧约中出现很多次 ，而在旧
约中传达许多“余民”的概念 。

“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 ，为要给你

们存留‘余种’在世上 ，又要大施拯
（创45:7）
救，保全你们的生命 。”

“那时‘剩’在锡安 ，留在耶路撒冷
的 ，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 ，在生命册
（赛4:3）
上记名的，必称为圣 。”

“当那日 ，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
（赛11:11）
姓中所‘余剩’的。”

谁会存活？谁又是余民？

上述例子涉及的是挪亚和他的家
人。然而，挪亚获救与上帝跟他立

约是有连结的 （创6:18） ─这个约
源自上帝，并且由这位有怜悯有恩
典的上帝执行。他们存活只是因为
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事，姑且不
论他们的配合有多重要。不管挪亚
的圣约义务是什么，他多么尽忠职
守地执行义务，他唯一的盼望都仰
赖上帝的怜恤。

根据我们对末日事件的了解，那时
在这些例子中 ，所有双引号中的词 ， 上帝将有余民（见启12:17）。从
都和创7:23中“留下”这个相似词有 挪亚的故事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可以
帮助我们装备自己成为余民的一分
关。
子？我们每天做的决定将如何影响
查阅创7:23及其他例子。你怎么理 我们最终的立场？
解此处的余民概念？是什么环境造
就出余民？如何把约应用在余民的
概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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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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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资料

中洪水发动的理由与《圣经》提供的

中的〈洪水〉，90-104页；以及

2挪 亚 所 做 的 不 仅 是 对 他 那 个 世
代的人提出有关上帝将临之审判的

请阅读怀爱伦所著《先祖与先知》
〈洪水之后〉，105-110页。

“彩虹是一个自然界的现象，它正
是上帝应许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的
记号。因为洪水之后地球的气候会
完全改观，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雨水
将取代先前的甘露来滋润土壤，因
此每次降雨时，就需要有一件事物
来减缓人心的恐惧。人的属灵之心

理由 。

警告，他的目的是要帮助世人感受
到他们需要拯救。为何拯救的真理
通常不受欢迎呢？请列出原因，并
讨论哪些事会阻碍人接受上帝的
拯救计划。见约3:19；7:47、48；
12:42、43；雅4:4。

总结

可以透过自然现象，看见上帝如何

在本周学课中，我们注意到上帝与

虹对信徒而言是一种确据，相信彩

经》中明示的约。它显示祂对人类

启示祂自己 （见罗1:20） 。因此，彩

虹会带来祝福，而不是带来宇宙性

挪亚所立的约，这是第一个在《圣

的毁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

家庭出于恩典的关切，以及祂渴望

讨论问题

挪亚对上帝的委身，使他免于离

注释》卷一，265页）

与他们进入拯救的关系。上帝再度
确立祂与挪亚所订的约，而且由于
道，最后又拯救他和家人免于洪水

1 “ 那 时 ，世 界 物 产 丰 富 ，人 口 加 毁灭性的审判。
增 ，这个世界像一只野牛般咆哮 ，
“云中的这个记号（彩虹）是要坚定
于是伟大的神被喧闹声吵醒了 。恩
所有人的信仰，并建立他们对上帝
利听见这些喧闹声便在会议中对诸
的信心，因为它是上帝对人怜悯与
神说: ‘人类的骚动令人无法忍受 ，
美善的标记；虽然上帝曾被激怒，
而且因巴别塔的缘故 ，睡眠变成不
用洪水来毁灭全地，但是祂的慈悲
可能 。’于是诸神同意要灭绝人类 。”
仍遍及全地。”怀爱伦著，《救赎的
（桑德斯著 ，“洪水的故事” ，
《吉尔伽
故事》71页。
美什史诗》，108页）请比较这则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