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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版

第12课 6月12日-6月18日
圣约信仰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加 6:14；罗 6:23；约壹 5:11，13；罗 4:1-7；利 7:18；17:1-4:罗 5:1。

存心节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
信得生。’”（加拉太书 3:11）

在基督诞生前大约七个世纪，诗人荷马写了一部史诗《奥德赛》，故
事叙述一位伟大的战士奥德修斯，在特洛伊之战中劫掠该城后，便开

始了长达十年的航行，试图回到他的故乡绮色佳。这趟航程之所以如此
漫长，是因为他在途中遇到船难、暴乱、风暴、妖怪和其他各样的艰难
险阻，使他不能顺利抵达目的地。最后，众神们断定他所受的苦已经够
了，于是同意让这位疲惫的战士回归家乡。他们同意他所受的考验已经
足以弥补所犯的过错。

由此看来，我们每个人都像奥德修斯，我们都走在返家的漫长旅程中。
然而我们与他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即使受尽苦难也无法回归。因为天与
地的距离太大了，我们不能为自己的过犯赎罪，只能靠上帝的恩典才能
回家。诚然，那就是圣约，它代表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显明的恩典。

本课综览：为何拯救必须是一种恩赐？为何惟独那位与上帝同等的，
才能作我们灵魂的赎价？什么使亚伯拉罕成为信仰的美好代表？将义

“归”给我们，是什么意思？我们如何使十字架中找到的应许和盼望成
为我们自己的？

■研究本周学课，为6月19日安息日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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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6月13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髑髅地的省思】

在摩西圣约下的旧约拯救之道 ，与
新约下的新约拯救之道没有不同 。
不论是在《旧约圣经》或是《新约圣
经》，旧的圣约或新的圣约 ，救赎都
是惟独因信而来 。如果救赎是靠别
的得来 ，例如靠行为 ，那么救赎就是
别人欠我们的 ，是造物主必须给我
们的 。唯有那不明白罪之严重性的
人 ，会相信上帝有义务拯救我们 。相
反地 ，若真有什么债 ，那就是我们欠
下了违抗律法的债 。当然 ，我们无法
偿付这债 。幸运的是 ，耶稣为我们支
付了。

“何时人们能更充分了解天上大君为
人代死的伟大牺牲 ，那么救恩的计
划就必显扬伟大 ，同时髑髅地的回
光 ，也要在基督徒的心中兴起柔和 、
圣洁 、活泼的情绪来 ，并从他们的心
中及口上赞美颂扬上帝及羔羊 。人
若对于髑髅地的情景保持新鲜的回
忆 ，骄傲与自高就不能在心中滋生 。
全世界的一切财富均不足以救赎一
个垂死的人 。当基督被挂在十字架
上为犯罪人类的罪恶而受苦 ，那时
祂所感觉对这沉沦世界之爱 ，有谁
能度量呢 ？ 这爱是无从量度的 ，是
无穷无尽的。
“基督曾表明祂的爱比死更坚强 。祂

正在作成救赎人类之工 ，祂虽与黑
暗的权势作最可怕的斗争 ，但祂的
爱在这一切之中越变越强 。祂忍受
天父掩面不顾之苦 ，以至于在心灵
痛苦绝望之余喊说:‘我的上帝 ，我的

上帝 ，为什么离弃我？’”祂的膀臂

施行拯救 。在祂最后的心灵奋斗 ，发

出了似乎万物响应的有福字句“成
了”之时 ，那救赎人类的代价便付清
了。

“髑髅地的情景要引起人最深切的情

感 。你若在这道题目上大发热心 ，是

情有可原的 。那极高贵 ，极清白的基

督 ，竟要为世人的罪担而受这么痛

苦的死亡 ，这真是我们的思念及想
像永不能完全理解的 。这奇异之爱
的长阔高深 ，我们不能测量 。对于救

主极深无比之爱的默想 ，应当充满

心思 ，感化灵性 ，修炼及提高情感 ，
（怀爱伦
并使整个的品性全然变化 。”

著，
《证言精选》第二辑，第212、213页）

针对怀爱伦上述的引文内容祈祷。
把这些话放在心里，阅读加6:14，
并问自己：我可以借由什么方法来
荣耀基督的十字架？

星期一

6月14日

第12课／圣约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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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与牺牲】

“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
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
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
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
前1:18、19）
彼得在此提到我们得赎是指什么？

我们拥有永生的应许 ，因为耶稣能
独自修复那首先使我们失去永生的

裂缝 。如何做呢 ？ 因为创造主的公
义和无穷的价值可以解除我们对被

破坏的律法亏欠的债务─那是罪

所造成 、何等宽广的裂缝 ！ 如果有
限且世俗的受造之人 ，可以偿付因
违犯上帝永远的道德律法应受的刑

罚 ，我们要怎么谈论此律法之严重
当彼得提到基督在十字架上赎罪之
死，他所指的“赎价”使我们想起
古代的社会惯例，付出一个价格后

（通常由亲属支付） ，奴隶即可从奴

役中获得释放。相对地，基督赎了

我们脱离罪的奴役和罪最后的后
果，那就是死。但是祂用祂的“宝
血”成就此事，祂代替我们，自愿
死在髑髅地。这就是所有圣约的基
础：若没有它，圣约就变成无益无
效的，没有它，上帝就不能成就祂
那一方的协定，也就是把永生这个
恩赐赋予凡相信的人。

查考罗6:23；约壹5:11，13等章
节，这些信息有什么共同点？

性呢 ？ 唯那与上帝同等的 ，祂的生

命是自有永有的 ，才能支付这赎价 ，
免除我们亏欠律法的债务 。所有的
圣约应许就是如此应验 ；即使到了
今日 ，我们也是借此才拥有永生的
应许 ，并从罪恶和死亡中被赎回 。

想像一下某人的孩子在一间美术
馆，将一个充满墨水的汽球掷向一
幅林布兰的画作上，并将它完全损
毁。这幅画价值上百万；孩子的父
母即使变卖一切也付不起。这幅画
面如何帮助你了解罪恶所造成的裂
缝是何等严重，要修复它我们又是
何等无力，并且为何只有主自己才
能够支付这个债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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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6月15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亚伯拉罕的信心（上）】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
他的义。”（创15:6）
这节经文仍旧是《圣经》中最深奥
的陈述之一。它帮助我们建立《圣
经》的重要真理，就是惟独因信称
义，而且保罗在〈罗马书〉写出这

真理的几个世纪前，它便已经成
立。这一切都证明从亚当以来，拯
救总是以同样的方式临到。

这个章节的上下文可以帮助我们了
解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多么伟大，他
相信上帝应许赐给他一个儿子，即
使所有的现实凭据都显示这个应许
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正是此等信
心使完全无望的事成就，这需要完
全的自我降服，完全交托主，并使
人服从。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
这样的信心使他“称义”。

为何《圣经》说“以此为”或“算为”
他的义呢？就上帝的义而言，亚伯
拉罕真的“公义”吗？上帝称亚伯拉
罕为义不久之后，他做了什么事，
使我们了解为何这个义是“赊”给他
的，而不是他真正拥有的呢？

不管亚伯拉罕的一生多么有信心并
且服从，都不是完全信靠和完全顺
服的人生写照。有时，他在两方面

都显出弱点 （听起来很像你所认识的

某个人吗？） 。这一切都指出一个重

点，那就是：拯救我们的那个义是

赊给我们的，这个义 （用一个特别的

神学措词），是“归”给我们的。

这意谓着在上帝眼中，我们被称为

义；它是指天上的上帝视我们为
义，即使我们并非如此。这就是祂
对亚伯兰所做的，也是祂要为所有
因“亚伯拉罕的信心”来到祂面前
之人所做的（罗4:16）。

阅读罗4:1-7。其中保罗引用了创
15:6。针对那些经文来祈祷，并用
自己的话写出你相信那些章节想对
你说的话。

星期三

6月16日

第12课／圣约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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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的信心（下）】

再次阅读创15:6，我们可以看到
“算为”这个词 （希伯来文hasab）

有各种的翻译，例如“当做”、
“赊”或“断定”。

花一些时间仔细思考这奇妙的真
理 ，就是即使我们有过错 ，在上帝眼
中仍可被视为 、或被当作义人 。用自
己的话写出你对这个涵义的理解 。

摩西五经中也有其他经文用了相同
的词，形容一个人或物被视为具有

别的身份。例如在创31:15，拉结

和利亚断定他们的父亲把他们“当 “被称为义”这个伟大真理 ，并不是
作”外人，虽然她们是他的女儿。 因任何我们能凭一己之力所做的 ，
另外，利未人的十分之一要算为场

而是单单信靠基督为我们做的事 ，

18:27，30）。

不是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称义 ，信心

上的榖，虽然它根本就不是榖 （数

“算为”这个概念如何在献祭的经文
中表达出来？（利7:18；17:1-4）

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本质 。然而 ，
是一个管道 ，借着它我们可以得到
义的恩赐 。本质上 ，这是基督教的美
好 、奥秘和荣耀 。作为基督徒─基

督的门徒 ，我们所信的一切 ，都在这

奇妙的观念中有了重要的根基 。借
英王钦定版《圣经》用“归到”来

翻译“hasab”一词。如果一个特

别祭物 （“平安祭”） 不在第三天前

吃，祭物的价值就丧失，这祭便不
蒙悦纳，所献的也不“算”为祭。

利7:18提到吃这祭肉的，就必“担

当”他的罪孽（与利17:1-4比较），他
要站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虽然他
本身事实上是不义的。

着信仰 ，我们在神眼中被称为义 。随
之而来的服从 、圣洁 、神圣 、品德发

展和爱 ，都应该来自这个重要真理 。
若有人试着想成为基督徒，却说“我
不觉得自己是公义的”，你要如何回
应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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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6月17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信靠应许】

有一则故事是关于有名的红衣主教

贝拉铭（Cardinal Bellarmine）的，他

是伟大的护教学家，终其一生都在
对抗惟独因信称义的信息。在他临
终时，有人把耶稣受难像和圣徒的
善功交给他，为要帮助他在死前能

紧握应许。但是贝拉铭说:“把它拿
走，我想，信靠基督的功劳要比这
些来得更可靠。”

查考以下章节，并以发展、持守、
坚固你与上帝之圣约关系为背景回
答下列问题：
诗34:8（你如何尝到上帝的美善？）
太11:30（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
使我的轭轻省呢？）

很多人在临终时回顾一生，才看出

罗5:1（义与和平有什么关系？）

上帝的拯救是徒劳无功之举，而他

腓2:7、8（你从你的基督徒经历中
得到了什么？）

好消息是我们现在不必等到死亡临

以祷告之心察看你的一生，并且自

他们用许多功绩和行为来取得神圣
们是多么需要基督的义！

到，才可拥有在主里面的保障。整
个圣约都是根基于现今上帝牢固的
应许，它现在就要赐给我们，它是
能使我们生活得更好的应许。

问，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是否可以增
进我和上帝的关系呢？而我做的什
么事又会伤害这种关系呢？我需要
做什么改变呢？

星期五

6月18日

第12课／圣约信仰

进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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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

“罪人唯有借着信方能达到义 。借着

1 活的信心和死的信心差别何在？

那么上帝就会把祂儿子的顺服归在

个活的信心？（罗16:26）什么关键

信 ，他可以将基督的功劳带给上帝 ， （见雅2:17、18）保罗如何描述一
罪人身上 。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失

败被上帝接纳了 ，而且上帝接受 、赦

字足以显明信心的功效？

如同他是公义的 ；并且爱他 ，如同祂

符合逻辑的）：如果我们得救是单单

免那些悔改及相信的人 ，祂对待他 ，

2 你要如何回应这样的争论（它是

爱祂的儿子 。这就是所谓的因信称

借着被称为义 ，而不是因为我们里

367页）

或行为如何 ，都是无关紧要的 ，不是

我们的救主时 ，上帝就赦免我们的

3 “ 惟 独 靠 着 祂 的 爱 子 ，我 们 才 能

惩罚 。然后罪人可以站在上帝面前

赦罪之爱的结果 。一点也不能将好

（怀爱伦著 ，
《信息选粹》第一册 ，第
义 。”

“当我们借着悔改和信心接受基督作

罪 ，免除我们因干犯律法所应受的

如同一位光明正大的人 ；他在天堂

受到欢迎 ，并且借着圣灵 ，他可以和
圣父 、圣子一起团契 。

面有义存在 ，那么不论我们做什么 ，
吗？

被上帝接纳 ，所以好行为不过是祂
行为归功于我们 。我们不能自以为
我们的好行为可以使我们的灵魂得
救……信徒不能用他的好行为祈求

“那时 ，还有另一个工作有待完成 ，

灵魂得救 。” 怀爱伦著 ，
《信息选粹》

真理成为圣洁 。而且这也靠着信心

这段话 ，然后思考 ：那么为何好行为

典（这恩典是我们借着信心得着的），我

分呢？

这是渐进式的 。灵魂可以借着这个
得以完成 。因为惟独靠着基督的恩

（怀爱伦
们的品德才能更新变化 。”

著，
《信息选粹》第三册 ，第191页）

第三册 ，第199页 。记住怀爱伦说的
在基督徒经历中是如此重要的一部

总结

旧约、新约：耶稣支付了律法所亏
欠的债，使我们能在上帝面前被称
为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