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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版

第6课 5月1日-5月7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亚伯拉罕的后代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结 16:8；申 28:1，15；耶 11:8；创 6:5；约 10:27、28；加 3:26-29；罗
4:16、17。

存心节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
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 2:9）

在某个小镇上 ，有一天珠宝店窗口上的时钟停在8点45分 。镇上有许多市

民都是依靠这个时钟看时间的 。在这个特别的早晨 ，许多路过的商人和妇
女们瞧了瞧窗口的钟 ，看到时间原来还不到9点 ，就连儿童们在上学途中

也很惊讶地发现 ，他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玩耍 。很多人在那个早晨 ，都因
（巴多克着C. L. Paddock ，
《上帝的时
为珠宝店窗口的小时钟停下来而迟到 。”

刻》，244页）

用上述故事来说明古代以色列人的失败 ，是多么贴切的比喻！上帝将以

（结5:5）─放在三大洲的要冲之上（非洲 、欧洲 、亚
色列安置在“列邦之中”

洲），他们本该成为全世界的属灵“时钟”。

然而 ，以色列就像故事里的时钟那样“停了”。纵然如此 ，它并没有一败涂
地 ；因那时就如今日一般 ，上帝总有忠实的余民 。虽然在任何时代 ，忠实的

余民都不多 ，但是像撒母耳 、以斯帖 、以利亚 、路得 、大卫 、尼希米这些人
都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力 。本周学课重点正是历代以来 ，上帝的真以色列人
所扮演的身份和角色 ，当然 ，也包括我们这个时代在内 。

本课综览：上帝给以色列人什么圣约应许？什么情况伴随着应许而来？
这个国家遵守诺言的情况如何？当他们不服从时会发生什么事？
■研究本周学课，为5月8日安息日做准备。

page

40

星期日

5月2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从万民中……”】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
民，耶和华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拣
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申7:6）

毫无疑问，上帝特别拣选希伯来人
作祂在地上的特别代表。经文中译

显现 ，她从埃及为奴之地得释放 。她
经历这些伟大的事迹之后 ，就能领
会自己的确是神圣的 ，是特别珍贵

的子民 。因此 ，她若企图放弃这样高

（汤普生
贵的地位 ，是该受责备的 。”

为“特别”的这个字“Segulah”有

着J. A. Thompson，
《申命记》130、131页）

之意。有个重点必须记住，就是这

有君尊的祭司。在邪恶世界中，他

“珍贵的财宝”或“特别的财产”
个选择完全是出于上帝的作为，这
是祂恩典的表现。子民没有任何本
事使他们配得这个恩典。任何人都
不可能，因为恩典原本就是一件人
不配得之物。

阅读结16:8，它如何帮助我们解释
上帝拣选以列人的缘由？

“为何耶和华会拣选以色列人呢？这

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只是一小群人
民 ，没有伟大的文化或势力 。没有什

么特质使她配得这样的拣选。这种选

择完全出于上帝……那个选择的最
终原因乃在于上帝之爱的神秘性。然

而 ，事实就是上帝确实爱以色列人 ，
也确实拣选了他们，因此祂将应许赐

予先祖们……以色列蒙拣选是靠着
耶和华对她的爱。借着耶和华大能的

根据神的计划和目的，以色列民是
们要做君王，在道德和灵性上，他
们要制胜罪恶（启20:6）。作为祭

司，他们要用祈祷、赞美及祭祀来
接近上帝。作为上帝和不信者之间
的中保，他们要身兼教诲师、传道
者以及先知，并成为圣洁生活的榜
样──真宗教的天上解说员。

看看今日经文中的词汇，上帝说他
们是“从地上的万民中”被拣选。既
然整本《圣经》都在教导谦恭的美
德及骄傲的危险，那么你认为这章
节是什么意思？他们在哪些方面应
该成为“在万民之上”呢？我们应不
应该把同一概念运用在我们的教会
呢？若是如此我们该如何做呢？

星期一

5月3日

第6课／亚伯拉罕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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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土地（创 35:12）】

将土地赐给上帝子民以色列之应

不管 ，它也不会停下不走 ，直等到动

以撒和雅各 。约瑟临终的遗言也重

就会结出它的果子 ；所以罪也会如

许 ，最先是给亚伯拉罕 ，然后才给了
复了这个应许（创50:24）。总之 ，上帝

告诉亚伯拉罕 ，
“四百年”过后 ，亚伯

拉罕的子孙将拥有这块地（创15:13 ，

16）。这个应许在摩西和约书亚时代

力用尽 ；像一棵树 ，若任其生长 ，它

此这般 ，直至碰到一个水平 、走完一
程 、结出了恶果 ，才能了结 。而‘那

（罗6:21）’”
（《讲
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
道注释 ：申命记》，史宾斯和约瑟夫合编H.

开始应验 。摩西重复了神的命令 ： D. M. Spence and Joseph S. Exell ，卷三 ，

“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 ；你们
（申1:8）
要进去得这地。”

阅读申28:1，15。这些话暗示什
么？简言之，这块地要赐给他们，
这是圣约的一部分。圣约含有义
务。以色列人的义务是什么？

原文439页）

尽管有土地的应许，但这些应许并
不是没有条件的。他们是约定的一
部分。以色列人必须实践他们那一
方的协议；否则这个应许就可能失
效。上帝不只一次清楚表明，如果
他们不服从，土地将被夺去。阅读

利26:27-33。很难想出上帝的话有比
〈申命记〉28章第一部分说如果以
色列人遵行上帝的旨意 ，他们就会

得到福分 。本章其他部分则论及如
果他们不遵行上帝的旨意 ，就会有
咒诅落在他们身上 。
“这些咒诅绝

大部分 ，都是因放任罪恶而招致其
果……‘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

（加6:8）就如同水一样 ，若
收败坏 。’

放任不管 ，它也不会停止流动 ，直等
到它找到水平 ；像时钟一样 ，若放着

这更加直言不讳的了！

作为基督徒 ，我们期盼得到 、持有新
天新地的应许 。上帝已应许将它赐
给我们 ，正如祂将应许之地赐给希
伯来人 。其差别是一旦我们到了那
里 ，就不会再失去它（但7:18）。与此
同时 ，要抵达那里是有条件的 。在我
们强调惟独因信得救的情况下 ，我
们如何了解这些条件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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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52月4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以色列人与圣约】

“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
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
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
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
却不去行。”（耶11:8）
阅读以上章节。上帝说祂会使“这
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祂
谈的是一些不好的事！虽然我们倾
向于认为圣约只会为我们带来好
处，但凡事其实都有正反两面。这
个原则从与挪亚所立的约上就可以
看见。上帝赐予挪亚奇妙的作为
─在万物被毁灭之际得以存活。
但是挪亚必须先顺服才能得到上帝
恩典的赐福。如果他不听从，约的
另一面就会随之而来。

将以上经文与创6:5洪水前的世界做
比较 。两者有何相似之处 ？ 有关控
制思想的重要性 ，这些章节说了什
么？

不幸的是以色列国历史大部分都是
一再背道，接连而来的是上帝的审
判、悔改以及一段服从时期。他们
只有在大卫和所罗门作王的短暂阶
段，才掌控了全部应许之地。

从〈耶利米书〉的一些经文可观察出

以色列人的背道模式 。
“有话说 ，人
若休妻 ，妻离他而去 ，作了别人的
妻 ，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 。若收回他
来 ，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么 ？ 但
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 ，还可以归
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
家 ，你们向我行诡诈 ，真像妻子行诡
诈 ，离开他丈夫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
（耶3:1 ，20）
的 。”
这里提到一些先前提过的事：上帝
要与我们立的约，不是像商人之间
所订的那般冷冰冰的合法契约，一
心想为自己谋最大利益。圣约的关
系是一种委身的关系，它和婚约一
样严肃又神圣，这就是上帝采用这
个意象的原因。
重点是以色列的背道不是源于不听
从，乃是因为与上帝的个人关系破
裂。关系的破裂导致不服从，最后
又使他们受到惩罚。
为何在基督徒生活中 ，个人及关系
层面如此重要？如果我们与上帝的
关系不好 ，为何就容易犯罪及不服
从？同时 ，若有人问 “我如何才能与
上帝培养深入又亲密的关系？” ，你
会怎么说呢？

星期三

5月5日

第6课／亚伯拉罕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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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民】

纵使以色列人一直重复着背道 、审
判 、悔 改 、顺 从 之 循 环 ，但 是 在 以
下经文中 ，我们可以找到什么盼望
呢？
赛4:3
弥4:6、7
番3:12、13
虽然上帝对古代以色列人的计划因

坚定不移” （彼后1:10） 。简言之，
无论整个国家多么败坏，仍然有一

些尽全力守约的人 （例如王上19:14-

18） 。或许他们会与国家一同受苦
（比方说被放逐出境），但是最后最终

的永生圣约应许将是他们的。

阅读约10:27、28。耶稣说了什么？
将其中祂的话及祂的应许应用在古
代以色列人的背道情况中。这些话
如何有助于解释忠实余民存在的理
由？

他们的不顺服而遭破坏，但是它并
未完全落空。在杂草丛中，仍然会
有些鲜花绽放。很多旧约先知都谈
到这些忠实的余民，上帝会将他们
聚集起来成为美丽的花束。

上帝创造及保留余民的目的，与祂

对以色列人的期许是一样的─使

用他们作为祂所指定的器皿，以便

“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 （赛

66:19） 。借此，其他人会和忠实的

人一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

华”（亚14:16）。因此，不管情况有

多糟，上帝总有一些忠实的子民，
不论上帝所拣选的子民背道程度为
何，他们仍“使所蒙的恩召和拣选

几年前，一位年轻妇女完全放弃她
的基督教信仰，主要是因为她在地
方教会看到罪恶、背道与伪善，使
她十分沮丧。她说“那些人不是真正
的基督徒”，并以此为借口放弃了一
切。根据今日学课的原则而论，为
何这样的理由不应成为借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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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5月6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属灵的以色列】

不管古代以色列人犯的错和败坏有

继承人。借着受洗，我们成为基督

划，兴起忠实的子民来服侍祂。事

伯拉罕所立的应许有份。于是上帝

多严重，耶和华并未就此终止计
实上，旧约期待着有一天，耶和华

会兴起属灵的以色列人─这是个

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忠实信徒团
队，他们会持续作工将福音传到全
世界。欢迎你来到初代教会。

请阅读加拉太书3:26-29并根据经文
回答下列问题：
1在29节，保罗谈论的是什么应
许？
2什么要件使人成为应许的继承
人？
3 为何保罗拆毁了性别、国家以及
社会阶层的隔阂？
4“在基督里都成为一”是何意？
5阅读罗4:16-17。这些章节如何帮
助我们了解保罗在加3:26-29所说的
话？
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此特
殊意义而言，祂就成了圣约应许的

的亲属，并且借着祂，我们便与亚
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一切，都可以在
基督里得着，而且这个应许要成为
我们的，不是因为国家、种族或性
别，乃是借着恩典，并且上帝借着
信将这个恩典赐给我们。

“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恩

赐不仅是迦南地，乃是包括全世

界。使徒如此说:‘因为上帝应许亚
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
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罗4:13） 而且《圣经》清清楚楚地

教训我们，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应

许乃是要借着基督成全的……凡属
乎基督的，承受那‘不能朽坏、不

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就

是那毫无罪恶咒诅的地土。”（怀爱

伦著，《先祖与先知》，原文146页） 当

圣徒们永远与基督居住在新地时，
这个应许将会完全应验（但7:27）。

星期五

5月7日

第6课／亚伯拉罕的后代

进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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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

请阅读怀爱伦著《先知与君王》

1 在古代以色列，祭司以动物为祭

〈外邦人的希望〉367-378页；〈以
色列家〉703-721页。

的祭司的一员，教友们要用什么当

或阶级而作的区别，祂是全人类的

2 上帝把以色列和这个世界分别出

个家庭，众人也因救赎而合而为

们也要与这个世界分享拯救的真

〈耶和华的葡萄园〉，15-22页；

“上帝不承认任何以国籍、种族、

物，这正是指向弥赛亚。作为君尊
做“祭物”呢？（彼前2:5）

创造主。众人都因创造而同属于一

来，使它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他

一。基督来乃是要拆毁每一道隔

理。今日的教会也相同。如何做到

墙，敞开圣殿院宇的每一层间隔，

与世界分别的同时，又能与世界分

祂的爱非常宽广、深厚、丰富，因

榜样如何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使人人都能自由地进到上帝面前。
此它是无微不至的。它提升凡受撒

享福音？以色列人的经历和耶稣的

但迷惑的人，使他们脱离他的影

3上帝一直在古代以色列保留余

虹围绕的上帝宝座之处。在基督

（王上19；特别留意18节）为何我

人，为奴的或自主的。” （怀爱伦

人当中，更容易对上帝忠实呢？

响，并将他们置于接近那为应许之

里，并不分什么犹太人或希利尼
著，《先知与君王》，369、370页）

阅读彼前2:9、10，找到彼得给予教

民。思考以利亚及他当时的余民
们在世人当中，比处在教会堕落的

总结

会的四个头衔。这些头衔大部分都

上帝的真以色列人（不管是在十字

映出来：出19:6和赛43:20。这四个

人，这些人活在与祂灵性及圣约的

系？ （例如，‘被拣选的族类’强调上

拯救恩典的福音传给全世界。

在以下提及以色人的旧约经文中反
头衔各自强调教会与上帝的什么关
帝拣选教会，并给它特别的使命。）

架之前或之后）是有信心的以色列
关系中。作为祂的代表，他们将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