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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版

第2课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7月3日-7月9日 安息日下午

不得安息和背叛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民 11:1- 33，12:1- 13，13:27- 33，14:1- 23；林前 10:1- 11；民
14:39-45。

存心节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
人。”（哥林多前书 10:11）
多年来，许多研究都报导过，在大地震之前，狗和其他家畜常出现奇怪和
不安的行为。

科学家们现在已经证实，动物能够探测到第一波的地震波，就是压力波，
它比第二波地震波来得早。这解释了为什么动物在地面开始摇晃之前就表
现出明显的惊慌或不安。一些动物，例如大象，可以感知到人类根本无法
察觉到的低频声波和地震前的振动。

2011年8月23日，在华盛顿特区发生5.8级地震前几分钟，史密森学会国家

动物园的一些动物开始表现异常。例如狐猴在地面开始摇晃之前，牠们就
开始大声叫喊约15分钟。

在本周学课中，我们将看到一些世人不得安息的例子，但不是因为即将到
来的地震或自然灾害所导致，而是因为堕落之人的罪性，以至于无法因信
心和顺从获得在基督里的安息。

■研究本周学课，为7月10日安息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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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7月4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在旷野中的不得安息】

当以色列人离开西奈的旷野前往迦
南时 ，他们一定感到疲累且不快乐 。
他们离开埃及已经一年多了（民1:1），
并预备好要进入应许之地。他们的人
口已点算过 ，也有良好的组织 。他们
也见过上帝的恩典和衪同在的有力
证明 。然而 ，他们离开西奈半岛后到
达的第一个地方就开始抱怨。
阅读民数记11:1-15。以色列人在抱
怨什么？

不容易，但摩西知道该向谁求助。
“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
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
加在我身上呢？”（民11:11）
上帝如何回应这些抱怨？阅读民数
记11:16-33。

当我们感到不安时，上帝并没有对我
们的需要充耳不闻。在以色列人的例
子中 ，祂给了他们鹌鹑充饥 。但鹌鹑
肉并不是以色列人真正想要的。当我
以色列人喜爱埃及的肉 、黄瓜 、西 们不开心 、焦躁不安和生气时 ，我们
瓜 、韭菜 、洋葱和大蒜 。
“谁给我们肉 的怒气往往只是个引爆点，而非冲突
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 的主因。我们争闹是因为更深层的问
钱就吃鱼 ，也记得有黄瓜 、西瓜 、韭 题 ，影响了我们的基本关系 。以色列
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 人悖逆上帝的领导，这是我们所有人
除这吗哪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 都必须谨慎的事，无论我们当前的处
（民11:4-6）。当他们想起了食
的东西”
境和背景如何，这样行为往往比我们
物而忘记了被奴役那难以置信的苦 想像的还要容易发生。
难时，他们一定也患上了严重的选择
为什么回忆过去总是比活在当下更
性失忆症（与出埃及记第1章做比较）。
容易？
他们已经吃了一年多上帝供应的吗
哪。然而他们对此并不满足，还想
要其他的东西，甚至摩西也受到了
牵连。试图领导一群不知足的人并

星期一

7月5日

第2课／不得安息和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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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会传染的】

阅读民数记12:1-3。米利暗和亚伦为
什么生气？

上帝的回应是直接的，没有解释的
余地。先知的恩赐不是用来行使更
多权力的武器。摩西适合做领袖是
因他深知他需要倚赖上帝。

在第一节中，从米利暗比亚伦先被
提到的顺序表明，她可能是攻击摩
表面上，米利暗和亚伦对摩西的古
西的煽动者。那时亚伦已经是以色
实妻子不满意。西坡拉是一个来自
列的大祭司。他若长了大痲疯，就
米甸的外邦人（参出3:1）。即使是在
不能进入会幕为百姓代求。上帝让
以色列人的“精英阶层”中，也会
米利暗染上暂时性大痲疯的惩罚，
看见人性的堕落，而且是以一种令
生动的表达了祂对他们两人的不
人不快的方式。
满，并借此帮助他们看见在态度上
然而《圣经》清楚表明这只是借口 。 需要的转变。亚伦为她求情就表明
他们抱怨的主要焦点是先知的恩赐。 他也参与了其中（民12:11），现在我
在前一章中，上帝吩咐摩西从以色列 们看到亚伦为米利暗求情，而不是
的长老中拣选七十个人来帮助他承 批评和不安，我们也看到摩西为她
担管理的责任（民11:16 、17 ，24 、25）。 求情（民12:11-13）。这是上帝希望祂
亚伦和米利暗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 的子民表现的态度。祂听见了，就
领导角色（出4:13-15，弥6:4），但现在他 医治了米利暗。
们感受到新领导力正在发展的威胁，
虽然批评教会的领袖是很容易的，
于是说 ：
“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
但无论在任何层面上，即使我们不
（民12:2）
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同意他们的做法，如果我们不去抱
上帝如何回应这个毁谤？阅读民数 怨，而是为他们代祷求情，那我们
记12:4-13。你认为上帝的回应为何 的教会和自己的属灵生命又将会如
如此果断？
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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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7月6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不得安息导致背叛】

故事以积极的笔调开始了叙述，以
色列人终于到达了迦南边界，十二
个探子被派去窥探那地，他们的报
告非比寻常。
阅读民数记13:27-33探子们的报告。
以色列人的期望为何破灭了？

尽管有迦勒的鼓励，怀疑和不信者
的声音仍然占了上风。以色列人没
有打算去征服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
地。他们内心烦躁不安，他们选择
哭泣和抱怨，而非欢呼高唱胜利。

当我们内心不平静时，我们的信心
就会挣扎迟疑。然而，不安不仅影
响我们的情绪。科学家告诉我们，
缺乏安息 （包括睡眠不足） 和错误的
选择之间有直接的关系，而且还会
导致肥胖、上瘾以及更多的不安和
不快乐。
阅读民数记14:1-10。接下来发生了
什么事？

情况越来越糟。迦勒绝望地恳求
说“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民
14:9） ，却无人理会，会众还准备
用石头打死他们。不得安息导致背
叛，而背叛最终导致死亡。
“那些不忠实的探子高声的斥责迦
勒和约书亚，于是，全会众喊叫起
来，要用石头打死他们。疯狂的暴
徒拿了石头要杀那两个忠心的人，
他们大声呐喊，冲向前去，忽然石
头从他们手中落了下来，众人寂静
无声，战栗不已。因为上帝亲自干
涉，阻止了他们杀人的计划，祂的
荣光像火焰一般照彻会幕。全会众
看到耶和华的信号。有一位比他们
更大的主已经显示了自己，再没有
人敢继续反抗了。那些报恶信的探
子被惊慌所慑服，很畏缩的屏住气
息，回到自己的帐棚去了。”（怀爱
伦，《先祖与先知》，第390页）

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
色列众人显现。当我们读到民数记
第14章时，似乎整个场景都被冻结
了，我们看见上帝与摩西的对话。
上帝知道，虽然那些石头是为要打
死摩西、迦勒和约书亚而掷的，但
最终的背叛却是对着上帝而来。

星期三

7月7日

第2课／不得安息和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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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保】

面对这样的背叛，上帝给了摩西什
么机会？阅读民14:11、12。

上帝要击杀以色列人，并要使摩西
成为新起之国的父。

摩西如何回应这不仅针对他，更是
针对上帝的公然背叛呢？ （民14:1319）。

这一刻，我们看见了一个真正属于
上帝的人。摩西的回答，冻结在时
间里，遥望那位在1400多年后，为
祂的门徒在软弱中祷告的中保（约第
17章）。事实上，许多神学家和《圣
经》读者从摩西在这里所做的，亦
看到了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个范
例。他们的罪和我们的罪是毋庸置
疑的。然而，摩西恳求说：“求
祢照祢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
孽。”（民14:19）如同摩西的代求，
上帝也因耶稣为我们的死、复活和
代求赦免了我们。
因此，摩西恳求说：“求祢照祢的
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祢
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
（民14:19）恩典在内心深处与背叛和

不安斗争，而饶恕则提供了新的开
始。

然而，这一切都是需要付上代价
的，恩典永远不是白白得来。虽然
获得了饶恕，但百姓需要面对他们
背叛的后果，那一代的人将无法进
入应许之地（民14:20-23）。
是的，上帝将在之后38年的旷野生
活中供应他们的需要。祂会供应食
物，祂会从会幕中向他们说话，也
会在旷野中与他们同在。但之后他
们将会死去，新的一代将接棒，并
在应许之地得享安息。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审判；然而它事
实上却是恩典。如果这一代的人还
没有学会信靠上帝，他们怎么能征
服迦南强大的城邦呢？如果他们自
己会在黑暗中跌倒，那他们怎能作
列国的光呢？
关于罪得赦免的后果，你学到了什
么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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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7月8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信心和自行其是的较力】

在以色列人于旷野漂流，和上帝的
子民在耶稣复临之前的生活中，你
看到了什么相似之处？（参林前
10:1-11）

纵观历史，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
上帝的子民一直在旷野中漂流。旷
野有许多表征。在现今它就像是无
休止的媒体弹幕、资讯不断传来的
轰炸声，以及娱乐节目永无休止的
低沉轰鸣。它把色情包装成爱情向
我们兜售，把物质主义当成问题的
解答。如果我们能够变得更健康、
更年轻、更富裕、更性感，那所有
的问题就将获得解决。我们就像以
色列人一样，时常在寻求平安的过
程中不得安息，并常在错误的地方
寻找。
在民数记14:39-45，以色列人如何回
应上帝的审判？

以色列人对上帝审判的回应是典型
的。他们说：“我们有罪了，情愿

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 （民
14:40）

心怀二意的委身就像接种不良的疫
苗一样毫无用处。现今的医生建议
在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乙肝疫苗，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然而，在第一
次接种之后，如果没有在正确的时
间和正确的剂量下进行二到三次的
加强接种，那么就没有任何预防乙
型肝炎的功效了！
在民数记第14章的最后一节中，以
色列人的背叛导致了死亡和失望，
他们拒绝接受上帝的指示，在没有
约柜或摩西的领导下，顽固地发动
攻击。

自行其是的代价是昂贵的；它导致
了死亡。通常情况下，这是源自恐
惧。因为我们害怕，结果做出一些
让我们感到后悔的决定。
回想一下你凭信心行事，以及自行
其是的时候。它们最关键的区别是
什么？

星期五

7月9日

第2课／不得安息和背叛

进修资料

“这时他们似乎是真诚地悔改自己
的罪恶行为了；但他们的忧愁乃是
因自己行恶的结果，而不是因为觉
悟自己的忘恩和悖逆。当他们看出
耶和华无意改变祂的旨意时，他们
又任性起来了，并声称他们决不转
回到旷野去。在上帝吩咐他们从仇
敌之地撤退的事上，证明他们只是
在表面上服从了祂，而实际上并不
如此。他们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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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信心能引领我们的始祖依靠
上帝的爱、服从他的命令。但他们

却擅作主张，以致违犯了祂的律
法，还指望祂的大爱会救他们脱离
犯罪的后果呢。单单要求上天的恩

典，而不履行蒙怜悯的条件，这决
不是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以《圣

经》的应许和条件为根据的。”（怀

爱伦，《历代愿望》，第126页）

讨论问题

因为在他们轻率的性情冲动时，曾

1请讨论信心和自行其是的区别。为
什么征服迦南地首先被视为一种信心

但他们只是因看出自己所犯严重的

的行为，然而当以色列人发动攻击

惧，他们的内心并没有改变；只要

为？动机和环境如何在信心以及自以

想杀害那劝他们顺从上帝的探子；
错误，使他们遭受灾祸的后果而恐

时，它却被视为一种自行其是的行

再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就会再起

为是的区别之间扮演重要角色？

一次暴动的。这在摩西奉上帝的权
威吩咐他们转回旷野的时候，就表

现出来了。” （怀爱伦，《先祖与先
知》，第391页）

“但信心并不是自以为是。只有具
备了真正的信心，才能确保不自作
主张。因为自以为是的精神是撒但
用来假冒信心的。真正的信心能握

住上帝的应许，并结出顺从的果
子。擅作主张的人也能提出上帝的
应许。但他们只是像撒但所作的一
样，要利用这些应许来原谅罪恶。

2请深思：虽然罪是可以被饶恕的，
但我们却必须承担罪的后果。你如何
才能帮助那些虽知道自己已蒙饶恕却
依然苦苦挣扎、甚至对他们的亲人造
成负面影响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