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课 5月8日-5月14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西乃山圣约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申 1:29-31；何 11:1；启 5:9；申 29:10-13；出 19:5、6；罗 6:1、2；启
14:12；罗 10:3。

存心节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
来归我。”（出埃及记 19:4）

有个小男孩家中有七个兄弟姐妹 ，他不幸遭受意外并且被送到医院 。他家
里经常是样样都短缺 。他甚至从未自己一个人享用过整杯的牛奶 。如果这
杯牛奶是满的 ，就必须由两个孩子分着喝 ，先喝的人还必须留意不可喝得
太多 。当这个小孩住进医院后 ，一位护士拿了一大杯牛奶给他喝 。他以渴
望的眼神看了许久 ，忆起家中穷困的光景 ，然后问道 ：
“请问我可以喝多少

呢？”护士听了闪着泪光 ，哽咽地对他说:“孩子 ，你尽管喝！你可以喝掉
（H.M.S.理查着，
《时兆之声》1950年6月 ，第4页）
一整杯！”

就像这个男孩，古代以色列人和我们一样，有特权尽情地饮用拯救之

泉。以色列人经过几个世纪的奴役和压制后得释放，亦是出于上帝奇妙
恩典的展现。同样，上帝的恩典也能叫我们摆脱罪的桎梏。

本课综览：上帝用什么意象来描写祂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出埃及和西乃
山的记述如何与个人的拯救相提并论？在西乃山圣约中，律法扮演了什
么角色？

■研究本周学课，为5月15日安息日做准备。

星期日

5月9日

第7课／西乃山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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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在鹰的翅膀上】

以色列子民陷于埃及偶像崇拜中好 心我们的康泰 。祂是提供关怀 、支
几个世纪 ，这样的经历无疑地使他 持 、保护 、鼓励的上帝 ，渴望带领我
们对上帝的认识 、祂的旨意及美善 们成长 。
都淡忘了 。上帝如何做才能令他们
“鹰以牠对小鹰无微不至的付出而闻
归向祂呢？
名 。牠居住在山顶 。教小鹰飞翔时 ，
开始时 ，祂显明对以色列人真诚的 牠会将小鹰背在背上 ，飞到高处俯
爱 ，并且用奇妙的拯救行动表示 。祂 视西乃山平原 ，然后把小鹰往下丢 。
开始要求这个国家对祂的圣约请求 如果小鹰还太小 ，以至惊慌失措无
做出爱的回应 。上帝首先提醒这个 法飞行时 ，鹰爸爸就会飞扑到牠底
国家 ，祂在西乃山为他们所行的恩 下 ，把牠抓到背上 ，带着牠再度飞回
典。
峭壁上的鸟巢 。就像那样 ，上帝这
有哪两个例子描写了耶和华带领以 么说:‘我就是这样领你们出埃及归
（乔治·赖特George A. F. Knight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来 到 西 乃 山 的 行 动 向我 。’”
呢？
出19:4；申32:10-12
申1:29-31；何11:1
关于上帝对待祂子民的态度之本
质 ，这些例子教导了以色列人（还有
我们）什么呢？

这些例子显示我们的上帝非常了解
我们的无助 。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
女 ，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祂的人 。
因为祂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
（诗103:13 、14）鹰和父
不过是尘土 。”
母这两个角色使我们感觉到上帝关

着，
《叙事神学》，128页）

将上帝对我们的关怀与我们对彼此
的关切做对照 。祂对我们的关爱 ，如
何影响我们对待别人呢？

根据个人经验 ，你可以想到什么例
证来描写上帝对我们无私的关怀
呢 ？ 根据自己的经验 ，写出几个你
自己的意象 ，也可以从你身处的文
化中挑出适合的意象 ，并与学员一
起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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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5月10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拯救的模式】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
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
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
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
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上
帝，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上帝，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
的。”（出6:6、7）

阅读以上章节：其中哪一项原则，
与圣约关系中上帝对人扮演的角色
有关（注意“我”这个字在上述章节
中出现的次数）？

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得释放，
挪亚和家人从洪水中获救，这是摩
西作品中两则著名的拯救事件。两
者都让我们对拯救有所领悟，但出
埃及的事件却呈现其基本模式。

当上帝（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

说“我要救赎你” （出6:6） 时，祂

的意思是“我要做你的赎业至亲

（go'el）”。

“第6节中（出第6章）‘救赎’
一词是指家庭的一位成员买回或赎

回家庭的另一成员，尤其是当那人
因负债为奴，或即将沦为奴之时。
以色列显然没有地上的亲属可以拯
救她，但上帝此刻就是以色列的亲

属，是她的赎业至亲。” （伯纳·拉

姆Bernard L. Ramm着，《祂的救赎之
道》，原文50页）

你如何理解上帝将祂的百姓从为奴
之地“赎回”或买回的概念呢？这件
事必须支付的代价是什么？关于
我们的价值，这里告诉了我们什
么呢？（见可10:45；提前2:6；启
5:9）

在出3:8，上帝说祂“下来”是要
救以色列人。这一希伯来语动词多
数用来形容上帝与人的互动。上帝
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唯有当上帝
“下来”到了地上，祂才能拯救我
们。这个概念最真实的意义是，唯

有当耶稣为我们降世、生活、受
苦、死亡、升天，我们才能得救。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约1:14） ，这句话也道出上帝“下

来”是为了拯救我们。

星期二

5月11日

第7课／西乃山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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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乃山圣约】

〈出埃及记〉将读者的注意力置于

此之前是和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所立的

立会幕圣所，它们就如同三座山一

全地彰显自己，尤其是当整个圣所

上。但记录在出19至24章的立约事

向百姓显示救赎计划的方法，再由

三个主要事件：出埃及、立约、建
般，都矗立在更小事件的群山之
件，却可说是三者当中的圣母峰。

出19至24章的大纲显示了事件的脈
络与关系。

纵使你没有时间查考下列章节，也
可以把重点放在事件脈络上：

1耶和华解救后 ，以色列人抵达西
乃山并在那里安营（19:1 、2）。

2上帝提议与以色列人立约（19:3-

6）。

3以色列人回应要接受这约（19:7 、

8）。

4准备正式接受这约（19:9-25）。
5宣告十诫（20:1-17）。

6摩西担任立约协调人（20:18-21）。

7一一道出圣约原则（20:22-23:22）。
8确认圣约（24:1-18）。

圣约在救赎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

它是《圣经》中列的第四个约 （在

约） ；在此约中，上帝比以前更完

仪式被建立之时。于是圣所成为祂
他们将这个计划启示给全世界。

虽然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
人的奴役，但是祂要他们了解拯救
不仅是脱离肉体上的辖制，它含有
更重大的意义。祂要拯救他们脱离
罪这个终极的奴役，且这事惟独透
过弥赛亚的牺牲才能办到，正如圣
殿崇拜的预表中所教导的。难怪在
他们获得解救并被赋予律法不久之
后，以色列国就被教导建立圣所崇
拜，因为在圣所崇拜中，上帝向他

们启示了拯救的计划─这是圣约
真正的意义和目的。因圣约若不是
上帝给沉沦之人的拯救，它就不算
什么。那是伊甸园之约的真谛，也
是西乃山之约的真谛。

为何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圣约是
必要的？（见申 29:10-13；再次注
意约的关系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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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5月12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上帝和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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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归
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出
19:5-6）
在这些经文中，耶和华向以色列的
子民提出祂的约。虽说耶和华是呼
召了他们，但是呼召并不是自动赐
予，不让他们有选择权。他们自身
也必须配合。就连从埃及获救也需
要他们主动的合作：如果他们不照

耶和华所说的去做 （例如将血涂在门
框和门楣上），他们也不能得到解

救。事情就是如此简单明了。

此处，上帝也没有对他们说:“不管
你喜不喜欢─你就是我特别的珍

宝，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事情
并非如此，经文也并未如此说。

阅读上面所引用的出19:5、6。你
如何就因信得救这一点来理解耶和
华的话？服从耶和华的命令是否就
是靠恩典得救的道理削弱了呢？以
下章节如何帮助你理解这个答案？
罗3:19-24；罗6:1、2；罗7:7；启
14:12。

“我们并不是以顺从来赚取救恩；
因为救恩乃是上帝白白的恩赐，是
要凭着信心领受的。但顺从乃是信

心的成果。”（怀爱伦著，《喜乐的泉

源》，61页）

想一想耶和华愿意为以色列国所做
的──祂不但行神迹奇事，将他们
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救出来，还使他
们成为自己的珍宝，成为祭司的国

度。基于祂的拯救 （包括现世的，如
脱离埃及的奴役，以及永恒的） 所建立

的关系，耶和华奋力提升他们的灵
性、知识与道德，使他们成为古代
世界的奇迹。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借
着他们将福音传扬给万民。而他们
必须做出的回应，就是服从。

我们与主个人的、一对一的经历，
应该如何反映出今天学课中的原
则？

星期四

5月13日

第7课／西乃山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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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许，应许……（出19:8）】

乍看之下，似乎一切都很好。上帝

拯救祂的百姓，赐给他们圣约应
许，而他们也同意要遵行上帝要求
他们所做的一切事。它是“在天上
订定的”约，对不对？

阅读以下经文，这其中给了我们什
么有关以色列人对圣约反应的理解
呢？
罗9:31、32
罗10:3
来4:1、2

不管上帝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
与祂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信仰上。
信仰是根基，有此根基行为便随
之而来。行为本身不管动机多么
纯正、诚挚，表现多么频繁，都
不能使我们在神圣的上帝眼中成
为祂所悦纳的。在以色列时代不
能，在我们的时代也不能。

既然《圣经》一再地强调行为，
为何行为不能使我们在上帝面前
蒙悦纳呢？（见赛53:6；64:6；罗
3:23。）

不幸的是，希伯来人却深信他们的
顺服乃是得救的手段，而不是得救
的结果。他们在顺从律法之中寻求
公义，没有寻求因信而来的上帝之

义。西乃山之约─虽然附带很多

教导和律法细节，穷本溯源却是恩
典之约，一如所有前述的圣约。这
份恩典是白白给予的，它会带来人
心的改变，因而领人顺服。当然，

问题不在于他们服从的努力（圣约要
求他们要服从） ，乃在于他们所表现

的是哪一种“服从”，而这个国家
在接下来的历史中显示的服从，并
不是真正的服从。

仔细阅读罗10:3，尤其是后半节。
保罗在此提出的论点是什么？那些
想要立自己的义的人怎么了？为何
这样的企图无可避免地会导致罪
恶、不义与背叛呢？省思我们自己
的生活，我们是否也处在同样的危
险中，犯同样的毛病呢？

page

52

星期五

5月14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进修资料

2再次阅读出19:5-6。注意耶和华的

埃及〉，281-290页；〈从红海到西

此情况下，祂会如此说呢？尤其那

请阅读怀爱伦《先祖与先知》〈出

乃山〉291-302页；〈颁布律法〉
303-314页。

这句话：“全地都是我的。”为何在
时祂正要和这些百姓立约？我们对
安息日及其意义的了解如何适用于

“借着我们试图与律法宗教一致，

此？

成律法的要求，奴役之灵因而产

3 我们了解惟独靠着上帝的恩典，

生。惟独来到亚伯拉罕圣约之下，

我们的罪才能得赦免。我们如何了

我们才有盼望，这个圣约乃是因信

解上帝恩典所扮演的角色，它如何

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典之约。这福音

使我们过有信心又肯顺从的生活

先传给今日的我们，我们也因此有

呢？

透过我们想凭着自己的力量努力达

盼望。亚伯拉罕看见使我们的信仰

创始成终的耶稣。”（怀爱伦著，

总结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卷六，原

上帝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所立的约

“在埃及为奴期间，许多以色列人

离埃及为奴之地，充分证明祂恩典

把律法的条例与外邦的风俗和遗传

祂立约，以便维护及促进他们的自

文1077页）

乃是恩典的约。上帝借着领他们脱

几乎对上帝的律法一无所知，而且

的爱和照顾，上帝邀请这个国家与

混杂起来了。所以上帝将他们领到

由。虽然以色列人正面回应了，但

法。” （怀爱伦著，《先祖与先知》，

仰。后来的历史显示，他们多半不

西乃山，在那里亲口颁布祂的律
原文334页）

讨论问题

1 圣约关系如何维护以色列人肉体
及灵性上的自由？（见利26:3-13；
并与申28:1-15比较）

是他们缺乏由爱所激动的真正信
了解圣约的真正本质，使它因败坏
落入因行为得救的制度中。我们不
要跟随以色列人失败的脚步，因而
忽视了那向罪人展开的奇妙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