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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版

第4课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7月17日-7月23日 安息日下午

安息的代价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撒下 11:1-27，12:1-23；创 3:1-8；约壹 1:9。

存心节
“上帝啊，求祢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诗篇
51:10）
许多人似乎迫切想得到一些安宁和平静的时刻，也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在
许多大城市里有免费网络室可供人按小时租用。使用规定很严格，不得有

噪音，不得有访客。人们为了能够安静地坐着思考或小睡也愿意付费。在
机场可以租到睡眠舱，降噪耳机也很受欢迎。你甚至可以购买帆布兜帽，
或可折叠的隐私防护罩，以覆盖你的头部和身体，使你在工作场所也可以
快速的休息一下。

真正的休息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许多宣传自助观念的媒体及其推手想让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且休息只是一种选择和规划。然
而，当我们诚实面对这个问题时，我们清楚意识到我们无法给自己的心带
来真正的安息。对于上帝的恩典，在四世纪时，教父奥古斯丁在他著名的

《忏悔录》第一卷中一针见血的说：“祢为了自己而创造了我们，可是我
们的心无法得到安息，直到它在祢里面寻得安息。”

本周，我们将简要回顾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及他的人生，看他如何发现得着
上帝所赐之安息需付出的真正代价。

■研究本周学课，为7月24日安息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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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7月18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心力交瘁】

在一个温暖宜人的春日傍晚，不得
安息的大卫王在宫殿房顶踱步。他
应该要和他的军队在约旦河的另一
边，应该带领上帝的子民去攻打亚
扪人，并为国家带来最终的和平。

以为他的罪恶不为人知；结果拔示
巴怀孕了，而她的丈夫正远在他
乡。
阅读撒母耳记下11:6-27。大卫如何
试图掩盖他的罪行？

大卫不应该出现在这个试探之门敞
开的地方。阅读撒母耳记下11:1-5。
发生了什么事？大卫犯了什么大
罪？

大卫从他的屋顶上看见一个“容貌
甚美的妇人”在沐浴。那天傍晚，
他被罪恶所胜，与一位最可靠的军
官之妻拔示巴同房。像所有古代君
王一样，大卫拥有绝对的权力。作
为君王，他不必遵循所有国人都需
要遵守的法律。然而，大卫家族在
接下来的历史转折时刻所经历的痛
苦提醒我们，即使身为君王，他也
不能凌驾于上帝的律法之上。
律法确实是一种保护和保障，即使
是君王，在逾越律法之外时，也必
须面对可怕的后果。当大卫违反了
上帝律法的限制时，他就开始尝到
律法对他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大卫

大卫试图让乌利亚回到妻子拔示巴
身边的缜密计划失败了。乌利亚是
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他回答大卫
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
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
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
妻子同寝呢？” （撒下11:11） 。最
后，沮丧的大卫利用了“远程遥
控”手段暗杀了乌利亚，以掩盖他
的罪行。
上帝如此恩待大卫，他却作出如此
卑劣之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
管我们是谁，我们都应该从这个故
事中得到什么警告？

星期一

7月19日

第4课／安息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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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

在大卫生命最黑暗的时刻，一个好
消息传来：上帝差遣了祂的先知拿
单去帮助大卫，他们都很熟悉彼
此。之前，拿单就大卫建造圣殿的
计划给他提供了建议（撒母耳记下第7
章）。而现在先知却要为执行另一项
任务而来朝见国王。

衪所受的痛苦 。大卫感到扎心 。他的
心被撕裂了。
为什么大卫回答说“我得罪耶和华
了”，而不是说“我得罪拔示巴了”或
说“我是个杀人犯”？（撒下12:13；
另参诗篇 51:4）

你认为拿单为什么选择先讲述一个
故事，而不是立即点名批评大卫？
阅读撒母耳记下12:1-14。
大卫意识到那使我们的心不得安息
的罪，主要源自对上帝、造物主和
救赎者的公然冒犯。我们伤害了自
己也伤害了他人。我们给自己的家
拿单知道该说什么，也采用大卫能理 庭或教会带来羞辱。然而，最终我
解的方式对他说话。他以大卫之前的 们伤害了上帝，又在十字架的耶稣
工作─牧羊人 ，作为故事的内容 。 身上钉了一枚钉子。
他知道大卫为人正直，也有强烈的正
“先知的责备打动了大卫的心；他
义感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
的良心发现；他的罪过显出了极端
说拿单设下了一个陷阱让大卫中计。
严重的性质。他虚心地在上帝面前
当 大 卫 无 意 中 宣 判 了 自 己 的 死 刑 痛悔了。他嘴唇发颤着说：‘我得
（撒下
时 ，拿单告诉他“你就是那人”
罪耶和华了！’一切伤害别人的
12:7）。
“你就是那人”的说法可以有很 事，都由受害的人达到上帝面前。
多种 ：可以大声喊出来 ，也可在指责 大卫深切感到自己是对乌利亚和拔
时把手指向另一个人，或是用来表达 示巴犯了一件极严重的罪，但他更
关切和关心。拿单的话肯定带着恻隐 严 重 地 得 罪 了 上 帝 。 ” （ 怀 爱 伦 ，
之音 。在那一刻 ，大卫感受到了当上 《先祖与先知》，第722页）
帝的儿女明知故犯 、背离祂旨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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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7月20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饶恕和遗忘？】

在大卫无意中对自己作出宣判之后 上帝的恩典中得到安息。
（撒下12:5 、6），拿单指出他的罪行 。大
什么是大卫心中真正需要的？他渴
卫的心伤痛并承认自己的罪 。当下 ，
望什么？阅读诗篇51:1-6。
拿单对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
（撒下12:13），他就蒙了饶恕 。上帝
罪”
的饶恕不需要等待。大卫不需要在证
明自己真诚悔改之后才获得饶恕。
虽然如此，拿单在撒母耳记下12:1012也预言了大卫犯罪的后果，就是
他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上帝除掉大卫的罪是什么意思？祂
只是把过去一笔勾销了吗？难道每
个人只要简单的遗忘错误就可以了
吗？当你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请阅
读撒母耳记下12:10-23。

当大卫看到他的世界崩溃时，他一定
也在思考这些问题─婴孩死了、他
的家庭崩坏（暗嫩和押沙龙的故事就是大
卫家混乱的佐证），而他的未来充满不
确定性 。然而 ，尽管他犯罪的后果连
累了无辜的人，如乌利亚以及新生的
婴孩，大卫开始明白上帝的恩典超过
这一切，有一天一切罪的后果终将被
清除 。在那时 ，他不安的良心就能在

在诗篇51篇，大卫公开表明他的心
并承认他的罪，大卫恳求上帝的怜
悯和大慈爱，他渴望被更新。

当我们思想在耶稣里得安息的代价
时，我们首先需要认明我们需要外
界的帮助；我们是罪人，需要一位
救主；要能意识到自己的罪，并向
那唯一能够洗涤、洁净我们、使我
们重生的主呼求。如此一来，我们
就会有勇气：因那位犯奸淫、阴谋
操控者、谋杀犯─至少违反了十
诫中五条诫命的人，他也向上帝呼
求帮助和饶恕的应许。
上帝饶恕了大卫的过犯给你带来什
么盼望？

星期三

7月21日

第4课／安息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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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

当大卫承认了他的罪，没有试图寻
找借口或掩饰之后，他接着向上帝
祷告恳求。他向上帝恳求什么？阅
读诗篇51:7-12。

大卫提到使用牛膝草来洁净，这个仪
式是每一个到过圣所的以色列人都
知道的。当他提到摩西律法描述的洁
净仪式时（利14:4），他体认到祭物的
力量 ，即那将要来临 、除去世上一切
罪恶的祭物─上帝之羔羊。
大卫也祈求“欢喜”和“快乐”。
面对他所犯的严重罪行，这个祈求
岂不显得有些大胆吗？
也许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
“让我知道我已经得蒙饶恕，以致
我可以再次进入圣所，在那里听到
那些敬拜你之人的欢喜快乐”。
当亚当和夏娃犯罪时，他们就躲避
上帝的面（创3:8）。为什么你认为
大卫在他犯罪之后的祈求是如此的
不同？阅读诗篇51:11、12。

大卫不想失去与上帝同在的特权。
他意识到如果没有圣灵，他是软弱
无力的。他知道他会再次犯罪，就
像他如此轻易陷入与拔示巴的罪
恶。他的自信崩溃了！大卫知道将
来的胜利不会来自他；只有在他全
然依靠上帝时胜利才会来到。

基督徒得胜的生活不是因为我们们，
而是因为耶稣 。我们渴望祂的同在 、
渴慕衪的圣灵；我们需要祂救恩的喜
乐 。我们体认到自己需要更新和恢
复 ，需要祂的安息 ，这是神圣的再造
之工 。创造的安息离饶恕不远 。
“上
帝阿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
（诗51:10），这里
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使用了创造的专门术语 。在旧约中 ，
只有上帝才能“创造”
（bara'），一旦
我们被重新创造，我们就得以安息。
如果你不曾经历过从罪疚中得释放
的欢喜和快乐，是什么阻碍了你
呢？如果是罪疚，你能从这个故事
中学得什么来帮助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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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7月22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反照上帝之光】

在经历了令人沮丧的失败以及得蒙
饶恕之后，我们最自然的做法可能
就是试图忘记曾发生过的事。失败
的记忆是痛苦的。

其他寻求饶恕的人。
诗篇51篇和约翰一书1:9有什么关
联？

大卫想用他痛苦的经历来做什么？
阅读诗篇51:13-19。

当一个碗或一个珍贵的花瓶掉下摔
碎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叹气 ，把没用
的碎片扔掉。日本有一门传统技术称
（kintsugi），专门用来修复破
为“金继”
碎的陶器 。它使用贵重的金属 ，如液
状的金或银 ，把碎片粘合在一起 ，使
破碎之物变得美丽、有价值。

每一次上帝饶恕我们的罪过并再造
我们之时 ，有些事情就会改变 。上帝
宝贵的饶恕将我们的破碎粘合在一
起，可见的破碎能将我们的注意力引
到上帝的恩典上。我们可以成为上帝
的扩音器 。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祢
（诗51:14）。我们不会尝试自
的公义”
我修复或自动改进（即使是逐步改进）。
我们破碎的灵 、痛悔的心 ，都是对上
帝的赞美，是世界能在我们身上看见
的光芒。我们蒙饶恕的经历也会吸引

约翰一书1:9是诗篇51篇的简短总
结 。大卫知道“上帝啊 ，忧伤痛悔的
（诗51:17），约翰向我
心，祢必不轻看”
们保证“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
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
（约壹1:9）。
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上帝的话语。
再一次，大卫无法弥补他的行为和错
误给家庭造成的巨大伤害。他为自己
的决定和行为承担后果 。然而 ，大卫
知道他已得蒙饶恕。他知道他需要凭
信心相信有一天上帝的羔羊会来代
替他。
你如何学习将约翰一书1:9的应许
应用到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当你知
道上帝的应许也是为你而预备的时
候，你有何感想？

星期五

7月23日

第4课／安息的代价

进修资料

“大卫的悔改是真诚而深切的。他
没有企图美化自己的罪过，没有希
望逃脱该受的刑罚，这是他的祷告
所表现的精神。但是他看出，得罪
上帝的过犯是何等的可憎；并看出
自己心灵受了污秽；他深深厌恶自
己的罪。他的祷告不单是祈求赦罪
的恩典，同时也求心灵的清洁。大
卫没有在绝望之中自暴自弃。他在
上帝向忏悔者所发的应许中，看出
自己蒙赦免与悦纳的保证。

“祢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
献上；燔祭祢也不喜悦。上帝所要
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
伤痛悔的心，祢必不轻看。” （诗
51:16、17）

大卫虽然失足，耶和华却将他拯
救……大卫曾自卑地认罪，而扫罗
却藐视责备，硬着心不肯悔改。大
卫的这段历史，对于悔改的罪人是
富有意义的。它向我们生动地敍述
了世人经过的挣扎、试探，与向上
帝真诚悔改，并笃信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的一些经过。在各世代，这是
一切堕入罪中，并在罪担下挣扎之
人的勉励。当上帝的许多儿女陷入
罪中即将绝望时，他们便想起大卫
的经验；他虽然为自己的罪受苦，
但他的真诚悔改与认罪蒙了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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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纳，于是他们也就得了勇气来悔
改，并重新努力遵行上帝的诫命
了。 …… 凡受上帝的责备而能像大
卫一样自卑认罪悔改的人，可以确
知自己是有希望的。凡因信而接受
上帝应许的人，必蒙赦免。上帝决
不丢弃一个真实悔改的人。”（怀爱
伦，《先祖与先知》，第725、726页）

讨论问题

1我们如何在体认到自己内在的罪性
和饶恕的需要之间找到平衡，并同时
过着像已蒙饶恕之宇宙君王的儿女一
样的生活？
2为什么所有的罪都是违背上帝的罪
行？得罪上帝是什么意思？
3当一个非信徒为无辜之人所遭受的
苦难难过时，例如乌利亚或大卫和拔
示巴刚出生的儿子，我们能对他说些
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解释上
帝的慈爱和公义？善恶之争的视角如
何提供有助益的观点？
4为什么《圣经》要用整整两章来讲
述大卫和拔示巴犯罪的故事？这个故
事的目的为何？
5细想一下诗篇51:11、12有关罪把我
们与上帝隔绝的观点。你如何经历这
种情况？你会如何向他人解释这种隔
绝以及不舒服的感觉？为什么恩典的
应许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