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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课 6月19日-6月25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新约的生命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约壹 1:4；约 5:24；罗 3:24、25；林后 5:21；约壹 4:16； 启 2:11；20:6，
14；21:8。

存心节

“我来了 ，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约翰福音 10:10）

本季学课主要聚焦于“圣约”的研究，而它的本质（将其分析解构至最初模

式），就是上帝要借此向人说明：“这将是我救你们脱离罪的方法。”

虽然圣约应许的终章是在新天新地的永生，但是我们今日不必等到那个
大日子来到才能享受圣约的福气。上帝现在就眷顾我们；祂现在就要把
最好的赐给我们。圣约不是什么契约，你必须做这做那，然后过了很久
以后才能得到奖赏。这个奖赏和恩赐，是指那些人因着信，就可以在此
时此刻享受圣约关系的福气。

在本周有关圣约的最后一课中，我们要查阅这些眼前的福气，这些应许
来自注入我们心中的上帝恩典，因为我们听见祂叩门，就把门打开。除
了本周论及的福气之外，还有更多的福气。但这只是个起点，是某件事
的起点而已，它是永不止息的。

本课综览：为何我们应该喜乐？我们宣告那个应许是根据什么？圣约有
什么可以救我们脱离罪恶的重担？拥有一颗新心是指什么？
■研究本周学课，为6月26日安息日做准备。

星期日

6月20日

第13课／新约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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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乐】

“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
喜乐充足。”（约壹1:4）
阅读约翰上述的话，他用三言两语
表达作为圣约子民的我们应该拥有
的极大益处，那就是喜乐的应许。

作为基督徒 ，我们常被教导不要凭
感觉 ，因为信仰不是感觉 ，我们必须

超越个人感受 ，这些说法并没有错 。
可是与此同时 ，如果我们不具备感
觉 、情绪或感受 ，我们就不是人类

了 ！ 我们不能否认自己的感觉 ；需
要做的是去了解这些感受为何 ，并
尽可能让它们扮演适当的角色 ，控
制得当 。但若否认它们 ，就等于否认
了人之所以为人（我们可能会说圆圈不

一定是圆的）。的确 ，正如以上章节所

说 ，我们不只应该有感觉（此处是指喜
乐），且应该有丰丰富富的感受 。这听

起来决不是对感觉抱持否定 ，不是
吗？

阅读以上章节的上下文 ，从该章的
起始来看 。约翰对初代基督徒写了
什么 ，以致于他盼望他们的喜乐充
足呢 ？ 又为何它应该使他们喜乐
呢？

约翰是十二门徒之一 。在基督三年
半的传道生涯中 ，他几乎打从一开
始就参与了 。他见证了许多耶稣实

行的惊人事迹（十字架旁 、客西马尼园 、

登山变像时都在场），因此 ，作为一位目

击者 ，他当然有充分资格谈论这个
主题 。

但也请注意 ，他并不是强调自己 ；而

是强调耶稣为门徒所做的事 ，因此
他们现在可以有亲密的交通 ，不单

是彼此 ，他们也与上帝有亲密的交
通 。耶稣为我们打开这条路 ，让我们

进入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中 ；而这份
情谊及关系 ，其结果就是喜乐 。约翰

要他们知道 ，他们所听到有关耶稣

的事是真实的（他看过 、摸过 、感觉过 、

又听过祂）因此 ，他们也能与他们的天

父建立喜乐的关系 ，这位天父不但

爱他们 ，也透过祂儿子将自己给了
他们 。

就某种意义而言 ，约翰正在做他自
己的见证 。就你与耶稣的关系而言 ，
你有什么见证？你能说什么来帮助
他人靠主喜乐 ，正如约翰在此寻求
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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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6月21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不定罪】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
罪了。”（罗8:1）
一位年轻女性被人残忍地谋杀，凶

手却不知所踪。警方设下一个圈
套，在她的坟墓放置了一个隐藏式
扩音器。她过世几个月后，一位年
轻人前往墓地并跪下哭泣，请求这
位女性原谅他。警方当然监听了他
的话，并将他拘捕到案。

是什么驱使这人到坟墓去呢？自然
是罪恶感，别无其他。

诚然，我们没有人 （我希望）曾犯下

像那位年轻人一样严重的罪行。即
使如此，我们仍然都是有罪的，都
做过令自己感到羞耻的事，一些我
们但愿当初没有做的事。

然而，感谢耶稣，以及新约的宝
血，我们无人必须受到罪恶感的蹂
躏，根据今天的经文，上帝并不定
我们的罪。这位最终的审判者算我
们为无罪，把我们当成好像从未做
过那些令我们感到罪恶的事。

下列章节如何帮助我们了解今日的
经文呢？约5:24 ；罗3:24 、25 ；林后
5:21 。

与上帝建立圣约关系的伟大应许之
一 ，是我们不再需要活在罪恶感之
下 。因为圣约的宝血 ，选择与上帝建
立圣约关系的人 ，愿意遵守信心的
条件而悔改 、顺从的人 ，可以将罪恶
感的重负卸下 。当撒但想在我们耳
边低语 ，说我们邪恶 、无药可救 、罪
恶深重 ，因此上帝不会接纳我们时 ，
我们可以照着耶稣在旷野被撒但试
探时所做的去行 。我们可以引用《圣
经》，而罗8:1是所有可引用的章节中
最好的 。这并不是要否认我们生活
中的犯罪事实 ；而是因为我们与上
帝已建立了圣约关系 ，不再活在罪
的控告之下 。耶稣已为我们受了刑
罚 ，祂现在就站在父神面前用祂的
血替我们代求 ，用自己的义取代我
们的罪 。
上帝赦免了我们所犯的一切罪，这
件事在你的生命中带来什么改变？
这个事实如何帮助你面对那些得罪
你的人？它应当如何影响你对待那
些人的方式？

星期二

6月22日

第13课／新约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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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与新心】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
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
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
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
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
的，充满了你们。”（弗3:17-19）
本季前几课显示，在新的圣约中，

上帝将律法放在我们心里 （耶31:31-

33） 。但是根据今天的经文，我们

心里不只有律法，基督也住在我们
心里，可见基督和祂的律法紧密地
连在一起。因此，有基督的律法在
我们心中，又有基督“住”在那里

仰就落空了 。这爱并非凭空而来 ，
它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窥见上帝对我

们的爱（一个“超越我们领悟”的爱），那

是借着耶稣表明的 。结果我们的生

命改变了 ，心也转变 ，成了新的人 ，
有新的思想 、愿望和目标 。我们对上
帝之爱的回应 ，改变了我们的心 ，并

将爱传送给别人 。或许这正是保罗

所说“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
们 ，这句话的含意 。

阅读约壹4:16。这个章节和保罗在
弗3:17-19所写的有何关联？

（希腊文将居住译为“定居”，以示其永
恒性），我们得到了另一个伟大的圣

约福惠，那就是一颗新的心。

为何我们需要一颗新的心？拥有一
颗新心的人，会展现什么改变呢？

再度阅读今天的经文 。请注意保罗
特别强调爱这个要素 ，他说我们的
爱心必须有根有基 。这些话隐含着

在爱的基础上之稳定 、坚固和永恒 。
如果信仰不是根植于对上帝的爱和

对别人的爱（太22:37-39 ；林前13），信

阅读我们今天研读的经文。你能做
什么事使这些经文的应许充满你
呢？你需要做什么改变，也就是去
改变那些会阻碍你经历“上帝的充
满”（弗3:19）的事呢？请列出你一
生中必须改变的事。为你自己列出
一项，并且若觉得自在的话，与班
上学员分享。你们要如何互相帮助
做出必要的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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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6月23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新约与永生】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 的基督信徒 ，将在瞬间变成不朽 。属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 基督死去的人与活着的人 ，都将拥
人，必永远不死。”（约11:25 、26）
有相同的复活身体 。上帝的子民从
永生有两个层面 ：
“现在”的层面 ，是
让相信的人当下就经历丰盛的生命

（约10:10），包括了我们今生就可得到

的应许。

另一个是“未来”层面 ，它指的自然

是永远的生命 ，是身体复活的应许

（约5:28 、29 ；6:39）。虽然它仍旧在未

来 ，但是这件事使其他事变成有价
值 ，它胜过了我们基督徒所有的盼
望。

研读今天的章节 。耶稣在此处说了
什么 ？ 永生何处可寻 ？ 祂说 “凡活
着信祂的人 ，虽然死了 ，必永远不
死” ，我们如何理解祂的话呢 ？（见
启2:11；20:6，14；21:8）

当然 ，我们都会死 ，但根据耶稣的说
法 ，这个死亡只是沉睡 ，对那些相信
祂的人而言 ，它是暂时的间隙 ，他们
终将复活 。当基督复临时 ，在基督里

死去的将复活不朽 ，而那些还活着

那时起就成为不朽 。当我们知道我
们的结局并不是坟墓 ，不会就此结

束 ，将成为个存到永远的新生命时 ，
这是何等大的喜乐呀！

“基督和我们成了一个身体 ，照样我

们得以和祂成为一个灵 。凭着这种
美的联合 ，我们从坟墓里出来─

不仅是把耶稣的权能显明出来 ，也
是借着信心 ，显明祂的生命已经变
成了我们的生命 。那些认识基督的
真身份 ，接受祂到心里的人 ，就有永
生 。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上

帝的灵因信被接到心中 ，就是永生
（怀爱伦著 ，
《历代愿望》，第
的开始 。”
388页）

我们现在能以什么方式享受永生的
福惠呢 ？ 换句话说 ，这个应许现在
为我们做了什么？请把永生应许在
每日生活中带给你的福惠写下来 。
你如何将这个盼望与应许 ，与某位
正经历痛苦 、也许是刚失去所爱之
人的人分享？

星期四

6月24日

第13课／新约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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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与使命】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
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
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了。”（太28:19、20）

全世界的人常常与南非作家洛仁·波
斯特 （Laurens Van Der Post） 所称的

“无谓的重担”搏斗。人们发现自
己有生命这个恩赐，却不知如何充
分利用它，不明白这个恩赐有什么
目的，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如同
你给某人一个图书馆，其中有许多

所经历的奇妙真理传到全世界。这
是何等大的特权！我们在这个世界
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将在这个世
界结束时画下句点。但是传福音却
会在永恒留下痕迹。这是何等伟大
的使命和目标！

分析今日经文的不同要素。耶稣要
我们去做什么特别的事情，而它们
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我们拥有什
么应许，足以给我们信心和勇气去
达成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呢？

珍贵的藏书，却叫这人不阅读这些
书，而用它们来生火。这不是白白
浪费珍贵的东西吗？

对新约基督徒而言，他们不必为这
个问题感到困惑。相反地，那些明

白 （及曾经亲身经历） 钉十字架又复
活的救主之大好消息的人、明白救
主为世人的罪而死使他们拥有永生
的人，都要大大地喜乐。思考马太

28:19、20中那强劲有力的呼召，
信徒的确在一生中有一个使命和目
的，那就是将他各人在基督耶稣里

作为新约基督徒，我们被赋予上帝
亲自颁布的清楚命令。不论我们是
谁、人生的岗位为何、有什么限
制，我们都能参与这个事工。你曾
经做过什么事工吗？你能投入更多
吗？你的班级可以合力在这事工上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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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6月25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2季‧4～6月

进修资料

讨论问题

怀爱伦著 ，
《善恶之争》
〈上帝的子民

1 法兰西斯·莫瑞诺这样写道：“我

源》
〈在主内喜乐〉，第115-126页 。

我们的无知和最后的无能为力；

蒙拯救〉，第635-645页 ；
《喜乐的泉

们看见自己和宇宙的关系，就理解

“上帝的圣子并没有背负祂自己的罪

因此没有安全感。结果，我们惧

因为在祂身上放置了我们所有人的

第7页。将这段话，与本周研读的

恶或悲伤 ：祂背负的是别人的忧伤 ； 怕。”─ 《信仰与理性之间》，
罪恶 。借着神的怜悯 ，祂自己和人连

弗3:17-19比较。讨论两者情绪的差

结在一起 ，祂并且成为人类的代表 ， 异。
甘愿被当成罪人 。祂查看因我们的
罪而打开的灾厄深渊 ，并计划去弥 2 上帝应许相信耶稣的人有喜乐。
（怀爱
补分隔在人与神之间的鸿沟 。”

喜乐和快乐一样吗？我应当一直快

年）

督徒经历出了问题呢？耶稣的生平

伦著 ，
《圣经回响与时兆》，8月1日 ，1892

“来吧 ，我的弟兄 ，照你有罪污秽的

乐吗？如果没有，是不是我们的基
如何帮助我们了解问题的答案？

本相前来 。把你罪的重担交给耶稣 ， 3 进一步讨论叫“上帝一切所充满
并且借着信心宣告祂的功劳 。当怜
的”充满了你这个观念（弗3:19），
悯还在的时候 ，现在就来 ；来认罪 ，
是什么意思？我们如何在生活中体
带着痛悔的心前来 ，上帝将要宽恕
验这件事呢？
你 。不要轻忽另一个机会 。倾听怜悯
的声音 ，正替你祈求从死人中复活 ，
而基督会将光明赐给你 。现在每一

刻似乎都直接和未见世界的命运连

总结

圣约不是深奥的神学观念而已；相

结在一起 。不要让骄傲与不信使你

反地，它界定了我们与基督救赎关

（怀
夏季将尽 ，而我们却尚未得救 。”

福惠。

仍旧拒绝那个怜悯 。如果你这么做 ， 系的特质，这份关系使我们现在及
你最后必要悔恨不已 ：
‘采收已过 ， 将来在祂复临时，都能获得奇妙的
爱伦著，
《教会证言》卷五 ，3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