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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版

第8课 5月15日-5月21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圣约律法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出 19:6；赛 56:7；来 2:9；申 4:13；10:13；摩 3:3；创 18:19。

存心节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祂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向爱祂、
守祂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申命记 7:9）

〈诗篇〉第23篇当中最重要的篇幅之一，就是指明上帝要领我们去的地

方。大卫在第3节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因着上帝自己在道德

上的正直，祂决不会领我们步入歧途。祂将赐给我们安全的道路，使我
们可以在属灵道路上行走一生。

什么是安全的“义路”呢？另外一位〈诗篇〉作者借着祈求回答了这个
疑问：“求祢叫我遵行祢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诗119:35）

“因祢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172节）上帝的律法是一条安全坚固的
道路，可以穿越人类身处的危险沼泽。

本周，我们的学课将着重在上帝的律法以及它在西乃山圣约中的地位。

本课综览：拣选以色列民是指什么？以色列被拣选的经历如何与我们被
拣选的经验类似？圣约中的律法有多重要？立约是没有条件的吗？为何
服从在圣约关系中如此必要？

■研究本周学课，为5月22日安息日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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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5月16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拣选以色列民（申 7:7）】

犹太传统曾教导说:上帝之所以和以

来2:9

绝在先 。虽然这个说法并没有任何

作为复临信徒 ，我们常自詡为现代

色列民立约 ，乃是因为其他国家拒
《圣经》上的依据 ，然而却帮助我们

明白 ，不管上帝拣选希伯来国的理

由何在 ，决不是因他们配得上帝所
赐的荣衔及特权 。他们本身没有什
么功劳使他们配得上帝的爱 ，继而
使上帝拣选他们做祂的子民 。他们
人数少 ，还是被奴役的族群 ，在政治
及军事上是不堪一击的 。再者 ，在文

化及宗教上 ，他们混杂 、温和 ，影响
力微乎其微 。以色列民被拣选 ，其根

版的以色列人 ，我们被上帝选召 ，不

是为了要成为那唯一得救的 ，而是
要将拯救的信息─即三天使的信

息─向全世界宣告 。简言之 ，我们

相信我们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信息要

向世人传讲 。基本上 ，这正是古代

以色列人的状况 。在他们四周的国
家早就沉沦在残暴的背道与异教之

中 。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不是要希

伯来国家唯我独尊 ，私藏拯救或赎
本原因乃在于上帝爱与恩典之奥秘。 罪的应许 。刚好相反 ，如果我们相信
同时 ，我们在查考拣选这个概念时
仍需留意 ，因它极有可能带来神学
上的曲解 。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以色
列人 ？ 是为了救赎他们 ，而其余的
人却被拒绝而失丧吗？或者他们是
被选为器皿 ，要他们借着所得到的
给予这个世界 。以下章节如何帮助
我们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呢？
出19:6
赛56:7

基督是为所有人类而死（来2:9），那么
上帝赐给以色列民的拯救也要赐给

全世界 。以色列被认定是上帝的工
具 ，要借着她的子民将救赎广传 。我

们的教会也是被选召去做同样的事。
思考自己在教会的角色。你能做哪
些事来推展我们蒙召要做的事工
呢？记住，如果我们没有积极协
助，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可能就
等于是阻挡事工的人。

星期一

5月17日

第8课／圣约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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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契约】

“祂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
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
块石版上。”（申4:13）
不管我们如何强调圣约是恩典的
约，是指上帝将人所不配得的恩
惠，赐给与祂建立拯救关系的人，
恩典都不认可不服从的行为。相反
地，圣约和律法是相互依存的。事
实上，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查阅以上引用的经文。它将圣约和
律法连结得多么紧密呢？这些经文
如何告诉我们，律法对于圣约是多
么必要？

法无天的环境中，这些关系还能维
持多久呢？这正是需要划出界限，

或订立规则的原因。惟独透过这
些，关系才得以维系。

事 实 上 像 律 法（ 诗 7 8 : 1 0 ）、律 例（ 诗

5 0 : 1 6 ）、法 度（ 诗 2 5 : 1 0 ）、训 词（ 诗
103:18）、主的话（申33:9），这些用语都

和“约”这个字有雷同之处（虽然不完

（耶11:3 ，
全相同）。显然 ，
“这约之话”
6 ，8）就是上帝的律法 、律例 、法度和

训词 。

上帝与祂的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包
含各种必要条件，这些是维系祂和

祂子民特别关系的关键。到了今
日，它可曾改变？
当你思考什么是圣约时，若将律法
观念融合在一起就可看出其意义。
我们若了解圣约是一种关系，那么
设立一些规范和界限就是必要的。
如果没有界限或规范，不管它是明
确表达或只是意会，那么婚姻、友
谊或商业伙伴关系能维系多久呢？
丈夫想交女朋友，或朋友决定走自
己的路，或商业伙伴未经报备就邀
请另一人加入投资。这些举动都会
侵犯规范、律法和原则。在这种无

不妨思考某位与你拥有亲密关系之
人 。现在请想像一下 ，如果你觉得自
己不受任何规则 、规范或法律束缚 ，
而且认为你有完全的自由为所欲
为 。这种情况下 ，两人的关系会产生
什么变化 ？ 即使你声称爱这个人 ，
而这份爱就已定义了你们两人的关
系 ，为何依然需要规则呢？请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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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5月18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圣约里面的律法（申 10:12、13）】

当你想到律法时 ，首先想到的是什

圣约中的“律法”其作用是提供立

监狱？或是想到限制 、规则 、权威的

们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因信服从

么呢？警察 、交通违规罚单 、法官或

父母以及惩罚 。或者你会联想到秩
序、和谐 、稳定？甚至是……爱？

希伯来字“torah”在《圣经》中译
为“律法”，其意思是“教导”或
“训诲”。这个用语可以泛指所有
上帝的教训，不管是道德、世俗、
社会或是宗教的，它意指上帝慈悲
地赐给子民的智慧勉言，好让他们
在生活中能够经历实质及精神上的
丰富。难怪〈诗篇〉的作者会称那

些“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
想”的人有福了（诗1:2）。

当我们阅读律法─摩西五经中的

训诲、之后成为以色列圣约的一部

分─我们对它教导的广度便留下
深刻印象。律法涵盖了以色列人生

活的每一部分─ 农业、一般政
务、社会关系以及崇拜。

你认为上帝为何给以色列人这么多
教导？见申10:13。这些教导如何使
他们“得福”呢？

约的人新生活的指引。律法带领他
祂的诫命和旨意并以此更认识祂。

律法在圣约关系生活层面上所扮演
的角色，显示以色列人不能随从其
他国家的道路。他们决不是单凭自
然律、人类需求、欲望，甚至是社
会、政治、经济的需要而生活。惟
独绝对服从那与他们立约的上帝在
人生所有领域启示的旨意，他们才
能继续成为上帝圣洁的国度、有君
尊的祭司和特别的珍宝。

和古代以色列人一样 ，复临教会凭
藉先知恩赐的现代启示 ，得到有关
基督徒生活广泛的勉言 。为何我们
应该把这些勉言当作来自上帝的恩
赐 ，而不是视其为对独立思考及行
动的戕害呢 ？ 与此同时 ，我们若把
这恩赐转化为律法主义 ，如同以色
列人看待他们的圣约恩赐一般 ，那
么我们会面临什么危险呢 ？（见罗
9:32）

星期三

5月19日

第8课／圣约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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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的稳定性】

圣约关系中出现上帝的律法，这件
事教导我们什么有关祂本质的真
理？玛3:6；雅1:17。

上帝的律法乃是祂的旨意以口头或

书写方式表达（与诗40:8比较）。因律法

乃是关于祂品德的记录 ，因此它既
出现在圣约中 ，就向我们保证了上

帝的永恒性与可靠性 。虽然我们不
能时时察觉祂的保守与眷顾 ，但我

们知道祂值得我们信任 。祂的宇宙
受道德律和物理定律的支配 。这一
事实给了我们真正的自由与安全 。

“上帝可靠与可信赖的保证 ，端赖于

祂是一位律法的上帝 。祂的旨意和

关系需要协议与和谐 。因为上帝不
仅是世界的创造者 ，也是世界道德
的统治者 ，为了让祂亲手所造 、智

慧的人类能幸福地与祂和谐同住 ，
律法是很重要的 。祂的律法─ 即

祂旨意的呈现─就是祂统治之本

质 ，自然而然也就成为圣约计划及

关系的标准和义务 。它的目的不是

拯救 ，而是要界定我们对上帝的职
责（第一至第四诫），以及对人的职责

（第五至第十诫）。换句话说 ，它颁布了

一种生活方式 ，这是上帝为了祂圣

约子女的幸福与康泰 ，为他们设计 ，
叫他们遵行的 。它防止以色列人改

采一些其他的哲学当作生活方式 。
圣约关系的目的是要让信徒借着上

帝能改变人心的恩典 ，与祂的旨意

律法是同一回事 。上帝说对就是对 ， 和品德和协一致 。
因它描述着最可能的关系 。因此 ，
环顾四周 ，你难道看不见人们无法
上帝的律法决不独断 ，也决不屈服
无天造成的后果吗？甚至在你自己
于一时的冲动或奇想 。它是宇宙间
的生活中 ，难道看不见破坏上帝律
（沃特 · 毕奇Walter R.
最稳定的事物 。”
法带来的伤害吗？这些事实如何帮
Beach着 ，
《拯救面面观》，原文143页）
助我们确信上帝律法的美善？为何
如果上帝的律法不能拯救一个人脱 律法是我们与祂的关系很重要的一
离罪，为何祂仍要使它成为圣约的 环呢？
一部分呢？（暗示：见摩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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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5月20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如果……】

查阅以下章节。它们有什么共同
点？关于圣约的本质，它教导了我
们什么？
创18:19
创26:4、5
出19:5
利26:3

立约 。祂白白地将圣约赐予每个人 ；
每个人都受邀接受它 。当人接受时
义务也随之而来 ，但这不是获取圣
约福气的手段 ，而是接受之后的外
在表现 。以色列人应该听从 ，目的并

不是为了取得应许 ，而是应许会在
他们身上应验 。他们的服从表示蒙

上帝祝福 。顺服不是为了取得福气 ，

上帝本来就答应把福气赐给他们 ；
可是顺服可以营造一种环境 ，使信
仰的福气显现出来 。

“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你们行
的 ，你们都要去行 ，使你们可以存活
从“我的命令、律例、法度” （创 得福 ，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
26:5）。它意指上帝期望圣约中祂的
的地上 ，得以长久 。”（ 申5:33）上帝
人类合伙人能过这样的生活。西乃 是在对以色列民说 ，只要他们听从 ，
山所立的圣约全文证明，顺服乃是 就会得到这些给他们的福气吗？或
者祂是说 ，只要你听从 ，这些福气就
圣约的基础。
能跟着发生 ，因为听从会为 “我” 打
出19:5“你们若实在听从……”清楚
开一条路 ，使我能够倾福予你呢 ？
地表示圣约的条件是不容否定的 。 这两种想法之间有什么差异？
虽然圣约应许是借着恩典 ，你也不
上帝公开承认亚伯拉罕忠实地听

必去赚取 ，因它是一种恩赐 ，但是它

并非毫无条件 。子民可以拒绝这个
恩赐 ，否认这个恩典 ，转头离弃这些
应许 。如同拯救一样 ，圣约决不否定

自由意志 。上帝决不强迫世人与祂
进入拯救的关系 ；祂不强求与他们

星期五

5月21日

第8课／圣约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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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资料

表的行为，如何涉及内心的思想和

〈诘难〉，607、608页；《先祖与

文505页）

请阅读怀爱伦所著《历代愿望》
先知》〈律法诸约〉，363-373页。

意向。” （怀爱伦著，《使徒行述》原

讨论问题

太22:34-40如何帮助我们更了解❶

1 为何爱之线比恐惧之绳更能将人

义，以及❷约与关系的意义相同这

类引到上帝面前？

个观念？

2为何“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

“人心中必须先有爱，借着基督的

你的上帝”（太22:37）是首要而且

力量和恩典，才能开始遵行上帝律

是最大的诫命？

上帝的律法在祂圣约中的地位和意

法的告诫 （参照罗8:3、4） ，没有爱

3 西蒙 · 韦伊（Simone Weil）曾写过

言。但是有爱的话，人会自动地调
整他的人生，以符合祂诫命中表达

克Russell Kirk《美国秩序的根基》，第

出来的上帝旨意。”（《基督复临安息

日会圣经注释》，卷五，484页）

是从律法的观点理解她的话呢？

的听从不但不可能，也没有价值可

“上帝在祂圣律法的训词中，已经

“秩序是首要的需求”（ 引述罗素 · 柯
3页）。你如何从本周学课背景 ，尤其

总结

给予我们一个完全的人生标准；祂

上帝的律法是圣约绝对必要的部

律法，要在人类身上保持它的权
威，直到末时。基督来乃是要使律

恩典决不否定律法的必要性。相反

在爱上帝与爱人的广大基础上的，

典就会显明在那些接受恩典之人的

已经声明这个一点一划也不改变的

分。然而，它是真正的恩典之约。

法为大为尊。祂说明这律法是建立

地，律法是一个工具，借着它，恩

顺从它的律例便笼括了全部人当尽

生活中。

的本分。祂在自己的生活上留下了
顺从上帝律法的榜样。祂在福山宝
训中说明了律法的要求如何超越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