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课 7月24日-7月30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安息日下午

“到我这里来……”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太 11:20-30:太 5:5；申 18:15；加 5:1；出 18:13-22；加 6:2。

存心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
音 11:2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应许是多么美好！毕竟我们中间有谁是没有重担的？即
使工作本身没有那么沉重（尽管通常都是如此），但生活本身附带的劳苦和

沉重的负担又会少到哪里去呢？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是的，祂知道我们
正在经历什么，没错，祂可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允许的话。

接着，在吩咐我们要背负祂的轭之后，耶稣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11:30）换句话说，卸下你所负的轭和担子（把它
们交给我），然后背起我的担子，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们如何经历耶稣所说的安息？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就是上帝

对亚当所说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创3:19）的世界。因此，我
们十分明白什么是劳苦和背负重担，这些担子要独自背负并不容易，至少
对于我们而言确实如此。

■研究本周学课，为7月31日安息日作准备。

星期日

7月25日

第5课／“到我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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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阅读马太福音11:20-28，当耶稣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
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时，这句话
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耶稣如何给
我们这样的安息？

像我们所有人一样，耶稣从来不会
言之无意。为了理解祂的话，我们
需要明白这个章节的上下文，以避
免误解耶稣的意思。

〈马太福音〉第11章标志着马太福音
的一个转折点。耶稣责备不悔改的加
利利诸城的言论，是福音书中迄今为
止最严厉的 。祂从不讨好人 ，却医治
受伤的人 ，更与“做错事的人”交往
（太9:9-13）；而祂声称的赦罪之能在宗
教领袖的眼中是一种僭越（太9:1-8）。

耶稣的确对人们有些强烈的谴责，
甚至把他们与当时（和今天一样）
被视为邪恶之城的所多玛相提并
论。“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
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
呢！” （太11:24） 紧张的局势正在
加剧，然而就在这时，耶稣改变了
论调并提供给他们真正的安息。祂
之所以能够赐人安息是因为“一切
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
父，没有人知道子”（太11:27）。耶

稣能够赐给人安息是因为祂的神性
以及与天父的合一。

在愿意卸下重担之前，我们需要明
白，我们无法独自背负它们。事实
上，除非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真
实情况，否则大多数的人是不会来
到耶稣那里的。耶稣的邀请是基于
世人的需要。

祂在马太福音11:28的邀请是以希
腊文命令句开头。“来”不是一个
选项而是安息的前提。“来”意味
着我们要交出掌控权。在这个我们
可以透过手机操控生活大小事的时
代，走向耶稣并不是一个自然的方
向。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降
服是基督徒生活中最艰难的部分。
我们喜欢谈论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
成就的一切，以及我们无法拯救自
己等等。这些都是真实的。然而最
后，我们仍然需要作出“来到”耶
稣面前的选择，也就是降服于祂。
这个自由意志的实践就是基督徒生
命的前提和中心。
你的担子是什么？你如何学会把它
们交托给耶稣，并经历祂所提供、
也为此付上极大代价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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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7月26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你们当负我的轭”】

阅读马太福音11:29、30。为什么耶
稣在邀请我们把重担卸给祂，并得
到真正的安息之后，马上就吩咐我
们当背负祂的轭呢？

在马太福音11:28的第一个命令语
“来”之后 ，随后第29节也使用了两
个命令语 。
“负”和“学”将听众（和读
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耶稣身上 。我们
当“负”祂的轭，
“学”祂的样式。

天父与圣子之间亲密的关系（已在太
11:25-27指明）提供了一个强而有力的
例证来解释负轭的比喻。天父与圣
子齐心协力拯救人类。虽然轭是顺
服的象征（参耶利米书第27章），它也
是一个用来说明合一的比喻。我们
顺服祂的轭，接受祂给我们的使命
去祝福周围的人。我们并不是背负
祂的轭；反之，我们是祂的轭，因
为祂的轭是“容易的”，祂的担子
是“轻省的”（太11:30）。
第二个命令“学我的样式”重申了
这个概念。在希腊文，动词“学”
与“门徒”一词相关。当我们向耶
稣学习时，我们就是祂真正的门
徒。顺服和委身是门徒的特征。

“重担”（太11:28）和当负耶稣的轭
（太11:29）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轭在犹太教中是律法的常见比喻 。
使徒行传15:10提到割礼的律法 。加
拉太书5:1将耶稣所赐的自由与奴役
的轭作了对比，指出律法和救赎的关
联 。负耶稣的轭强调顺服和委身 ，即
跟从祂的脚步和实行祂所交托的使
命。虽然我们无法在耶稣为我们被钉
十字架的救赎上增添任何功劳，但我
们可以成为祂的使者，与周围的人分
享福音 。耶稣对律法的阐释 ，比法利
赛人教导的更彻底，正如祂在福山宝
训（马太福音5-7章）中显示的 。这需要
一场换心手术以改变我们的动机，并
且祂的轭是容易的，祂的担子是轻省
的（马太福音11:30）。
多么美好的应许！“灵里的安息。”你
如何经历这安息？它是怎样的安息
呢？透过定晴于耶稣和祂赐给我们
的一切，我们如何才能开始认识这
安息？

星期二

7月27日

第5课／“到我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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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柔和谦卑”】

现今，柔和是一种被低估的特质，
而谦卑则被人嘲笑。社交媒体教会
了我们去关注那些喧闹嘈杂、怪异
狂野并浮夸的事物。事实上，世界
上的许多标准都与上帝认为重要和
有价值的标准背道而驰。

“人对于真理的认识，并不全在乎
智力的高强，却在乎宗旨的纯洁，
以及诚挚信赖之心的纯一。上帝的
使者要就近一切以谦卑的心寻求神
圣引导的人。也必有圣灵赐下，向
他们敞开那真理的丰富宝藏。”（怀
爱伦，《基督比喻实训》，第59页）

阅读马太福音5:5；彼得前书3:4；以
赛亚书57:15。基于这些经文，你会
如何定义柔和谦卑？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1提到“基督的
温柔 、和平”。温柔和谦卑不是对那
些容易受人影响，以及无法坚持立场
之人的描述 。耶稣并不寻求对立 ，也
经常避免对立 ，因为祂的使命还没
有完成（约4:1-3）。可是当祂面临对抗
时 ，祂勇敢的做出回应 。与此同时 ，
祂总是温言柔语 。例如 ，祂在被钉十
字架之前为耶路撒冷哀哭，不是大声
诅咒，而是饱含泪水的为将要临到的

毁灭哀痛（路19:41-44）。

在新约，耶稣经常被描绘成第二个
摩西。当祂阐述天国的原则时，祂
是在一座山上（太5:1）。祂以神迹喂
饱了许多的人（太14:13-21）。民数记
12:3形容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这呼应了马太福音11:29。当众人看
见耶稣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后，就惊
奇地欢呼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
的先知” （约6:14） ，这是指着申命
记18:15以及摩西作为先知的角色
而言。耶稣的谦卑和温柔显然超过
摩西，因为祂是我们神圣的救主。
摩西为了拯救百姓自愿担罪（出
32:32） ，但他的死其实无法成就什
么，因为他自己也是罪人，也需要
救主，一位能够背负他的罪、为其
付上赎价的救主。我们可以从摩西
和他的经历中学习，但无法在他身
上找到救赎。
相反的，我们需要一位不但可以为
我们代求、更可以为我们替死的救
主。代求很重要，但只有一位被挂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清罪的赎价
和承担罪恶的上帝，才能把我们从
罪的后果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为何
耶稣树立的伟大榜样对我们来说虽
然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十字架和复
活，一切都将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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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7月28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们已看到，〈马太福音〉在这个
部分使用的“轭”与犹太教的使用
相符，也与新约其他书卷中对律法
的错误理解相呼应。

在马太福音11:30、新译本译为“容
易”的希腊文单词也可译为“好、愉
快、有用和仁慈”。许多人认为上帝
的律法严厉、难以遵守，有时甚至
不相关。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发现律
法的美，激发他们对立法者的爱？

父母总是记得孩子迈出第一步的那
一刻。摇摆不定的第一步之后是试
探性的第二步，然后第三步─
到那时，孩子很可能就会跌倒。他
们可能会大哭或有些瘀伤，然而，
一旦孩子感觉到行动的自由，他就
会站起来再试一次；再走出去，跌
倒、站起来。在孩子能够安全行走
之前，这个顺序会重复多次。然而
在磕磕绊绊中，一张骄傲的小脸会
得意洋洋的说：“爸爸，妈妈，我
会走路了！”
与耶稣同行也许不见得总是容易
的，但它绝对是好事，也是正确的

事。我们可能蹒跚甚至跌倒，然而
我们也能站起来，继续与祂同行。
在加拉太书5:1，保罗写到“基督释
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
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
制”。这是何意？基督如何叫我们得
以自由？耶稣要求我们背负的轭与
保罗所说“奴仆的轭”有什么不同？

我们可以肯定，无论保罗所说“奴
仆的轭”是什么意思，他决不是指
顺从上帝的律法─十条诫命而说
的。相反的，借着信心，透过顺
从，我们的救赎才有保证，不是基
于律法，而是基于基督所给予我们
的公义，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安息
和自由。
为什么顺从上帝律法的生活，比不
顺从上帝律法的生活更能得到安
息？

星期四

7月29日

第5课／“到我这里来……”

page

37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耶稣在马太福音11:30的总结使用
了负重的比喻“因为我的轭是容易
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以色列人出埃及 、过红海之后 ，摩西
的岳父叶忒罗的到来令他甚是欢喜。
阅读出埃及记18:13-22 。在这个故事
中，承担他人的担子是怎样的？

阅读加拉太书6:2 。互相担当彼此的
重担如何帮助我们实践基督的律
法？

这个章节的直接上下文可以帮助我
们理解它的意思。在加拉太书6:1，
保罗说，若有弟兄姐妹偶然被过犯
所胜，我们就当用温柔的心挽回他
（记得耶稣在太11:29声称祂是柔和的）。
出埃及记18:13告诉我们，百姓们从
互相担当重担意味着挽回一个偏离
早到晚都到摩西那里求审判。当摩
正轨的人，帮助他看见上帝的恩
西的岳父看到这个情况，他诚恳给
典。但它也意味着当我们遇到困难
了女婿一个建议，就是建立一个能
时要互相帮助。“担子”的希腊文
让他专注于大事，同时授权其他人
可以指很重的东西或石头。它提醒
去处理小事的行政架构。《圣经》
我们，我们都有担子，我们都需要
告诉我们，摩西听从了叶忒罗的建
那些可以帮助我们分担重担的人。
议并按着他所说的去行。
以温柔和怜悯来分担重担是上帝给
当耶稣告诉我们祂的担子是轻省的， 教会的命令。
祂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依靠祂这
想一想上一次当你正在承受重担时
位重担承担者 。像摩西一样 ，我们必
有人帮你分担的情况。为什么这对
须知道我们需要别人来分担我们的
当时的你那么重要？你现在可以帮
重担 。在哥林多前书12:12-26中 ，保
助谁分担重担？
罗以基督的身体为比喻巧妙地说明
了分担重担的绝佳例子。我们需要一
个能正常运转的身体来承受一切的
重压。我们需要腿、手、肩膀、肌肉和
肌腱来提拿一切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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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7月30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进修资料

“你们若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难 ，你们

若埋怨那困难与试炼 ，你们若说自
己无力抗拒试探，自己无法胜过急躁

之弊，要过基督化的人生乃属艰辛之
举，这时就可确知自己并非负着基督

公义日头的光线普照。这就是行在

光中，像基督行在光中一样。”（怀
爱伦，《信心与行为》，第38、39页）

讨论问题
1你还记得当你最终降服耶稣并与祂

的轭 ；而是负着另一个主人的轭 。”

同行的那一刻吗？在班上分享那一

“当前的需要是不住地警醒，恳切

2学习耶稣在马太福音11:25-27的祷

信，靠着上帝能力的保守， 这些

的知识。为什么上帝要将救赎的计划

有什么可做的，以便使自己得蒙神

婴孩就显出来？

信赖自己的善行；当我们以有罪犯

们周围那些背负重担的人，去到耶稣

（怀爱伦，
《儿童教育指南》，第267页）

刻，并特别聚焦在降服的原因上。

而本乎爱的献身；只有心灵因着

告，并在班上讨论我们如何获得恩典

便可自然而然地有了。我们绝对没

（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向

眷。我们不应当倚靠自己，也不可

3我们如何能够以实际的方法帮助我

错之人的身份来到基督那里时，就

那里并得着安息呢？

全信赖那被钉救主之功劳而来投靠

这对一个人的自尊心不会有冲击吗？

可在祂的爱中得到安息。每一个完

4请深思“心里柔和谦卑”这个概念。

祂的人，上帝都必接纳。爱是由心

难道我们不应该自我感觉良好吗？尤

中涌发的。虽然未必有一种狂喜之

感，但却有一种长存、安宁的信
赖。每个重担变轻了；因为基督的
轭原是容易的。本分变成了一种快
乐，牺牲也成了一件愉快的事。以
前似乎被黑暗荫蔽的道路，今后有

其是那些正在与自我怀疑做斗争的
人？十字架以及它所代表的意义，
应该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耶稣所说的
“柔和谦卑”？也就是说，在十字架面
前，为什么柔和谦卑是唯一真正适当
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