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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版

第8课 8月14日-8月20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享受安息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可 2:1-12；王上 18；19:1-8；太 5:1-3；赛 53:4-6；王上2:11。

存心节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
障，我还惧谁呢？”（诗篇 27:1）

耶稣传道时所接触的人当中，有许多是病人，甚至有时也有病死的。他们来
到祂面前寻求医治，为要脱离病痛、得着安息，而他们也总是得着医治。

有时耶稣只要说一句话，他们就完全康复。有时祂只是摸了病人，病人就
奇迹般地痊愈。有时祂吩咐他们去某个地方，在去的路上病就好了。耶稣
医治人，不分男女老少、犹太人或非犹太人、富人或穷人，或是否谦逊；
就连最严重的痲疯病和瞎眼的也都是祂医治的对象。事实上，祂甚至医治
了最严重的“疾病”──死亡。

本周，我们会探讨两个截然不同的医治病例。在第一个故事中，病人病得
很重，甚至不能靠自己来到耶稣面前。他的症状所有人都一目了然。而另
一个病例却没有看得见的明显症状。在这两个病例中，上帝都按着祂的时
间和方式给予医治。

当我们探讨从痛苦和苦难中获得安息的课题时，我们也会思考自己在基督
徒的道路上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的问题：当我们祈求医治的祷告没有得到回
应时，我们该如何呢？我们该怎么在这个情况下得到安息呢？
■研究本周学课，为8月21日安息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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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8月15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得医治的安息】

如果我们有非常需要休息的时候，那
肯定是生病时！我们的身体需要休
息才能使免疫系统得到恢复。
我们也经常需要精神上的休息。有时
只是一种不危及生命的疾病，比如感
冒或偏头痛 。我们躺着休息 ，试着不
去想应该做什么，但就是做不到。

有时 ，当这疾病可能危及生命时 ，我
们躺在床上休息却睡不着，一边担心
检查报告的结果 ，一边开始思考病
因。是因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造成的
吗？是因为廿年前所吃的药？还是
我们的体重增加了？或是上帝因为
我们犯了别人所不知道的罪而惩罚
我们吗？
阅读马可福音2:1-4 。这里发生了什么
事？

故事中的瘫子是一个症状明显的病
（第267-271页）中 ，
例 。在《历代愿望》
我们得知这个故事的背景。这个瘫子
做了一些无法摊在阳光之下的事，他
的罪恶生活导致了疾病。当时的宗教
领袖是将疾病和因果关系画上等号
的 。他的病源于自己的罪过 ，且无药
可医。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态度。我们似乎
经常纠结于谁是肇事者 ，如果犯下
了某种罪行，就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
价 。如果某地发生了事故 ，就应该有
人被起诉。但是究责并不能为生病的
人带来痊愈或恢复。上帝最初的设计
并不包括痛苦 、疾病和苦难 。疾病是
随着罪恶才进入这个星球的。这正是
为何上帝给了我们健康指南──使
我们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品质 。但
是，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为罪恶所
苦的世界，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遵循
完全健康的原则，都无法得到健康的
保证。

好消息是 ，无论我们患病还是健康 ，
上帝可以让我们得享安息；不管疾病
是由于自己的行为或是别人的粗心
而造成 ；是源自基因 ，或只是因生活
在这个罪恶世界所带来的副作用，上
帝都知道如何使我们得享安息。
一旦有人生病就开始究责是很不洽
当的 。但是 ，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 ，
了解病因正是治愈和恢复的关键步
骤？

星期一

8月16日

第8课／享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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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病因】

那瘫子已经被人缒到耶稣跟前，众人
的眼睛都看着耶稣 。祂会选择医治
一个明显的罪人吗？祂会不会谴责
呢？
耶稣如何医治这个瘫子？耶稣为他
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阅读马可
福音2:5-12。

我们通常是等到发现症状后才意识
到自己患病，所以时常认为疾病仅
只是症状，以为摆脱症状就等于痊
愈了！可是耶稣医治的方式却不
同。祂知道所有痛苦和疾病的根
源，因此，祂先着手医治它。
在医治瘫子的过程中，耶稣没有立
即将疾病治好，而是直接触及捆绑
这人的最大根源。与疾病相比，瘫
子更能感受到自己的罪恶以及与上
帝分离的沉重。一个安息在上帝里
面的人，能够忍受他在这个罪的世
界里所遭遇的一切苦难。因此，耶
稣直接处理根源─先给予饶恕。

当宗教领袖们听到耶稣宣布赦罪
时，他们感到震惊。而耶稣则提出
了一个问题来回答他们没有说出口
的指责。

阅读马可福音2:8、9。耶稣向文士们
提出什么挑战？祂真正处理的是什
么问题？

空谈通常都是廉价的，但上帝的话
语却不然。借着祂大能的话语，万
物被塑造而成（创第1章）。虽然饶恕
是眼所不能见，但却是昂贵的。饶
恕的代价是要上帝的独生子付出生
命死在十架上。除此之外，一切都
是次要的。为了证明饶恕的力量和
真实，耶稣选择医治了瘫子。
上帝希望先从内心医治我们。有时
祂选择让我们获得即刻的治愈，就
像瘫子一样，然而有时我们却必须
等到复活的早晨才能经历身体上的
治愈。无论如何，救主都希望我们
能在祂的爱、恩典和饶恕的保证中
得着安息，即使是在受苦的时候。
即使我们祈求医治的祷告没有得到
回应，但至少在现在，我们如何能
够找到安息和平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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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8月17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逃避】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资料，
每年影响超过3亿人、全世界最常见
的疾病，并不一定有明显可见的症
状。抑郁症是全球主要疾病之一，
也是造成全球负担的主因。
不幸的是，抑郁症在基督教圈子里
通常都不被提及，因为它被视为是
缺乏信心的标志。毕竟，基督徒不
是应该总是充满喜乐和平安吗？那
么，抑郁不就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出了问题的征兆吗？

大多数人都知道这并非真实情况。
即使是虔诚的基督徒，有时也会与
抑郁挣扎，尤其是在经历了创伤之
后，这并不表示对上帝缺乏信心或
信靠。我们可以再次从〈诗篇〉里
看见上帝忠心的子民所受的痛苦、
灾难和煎熬。
有时，抑郁会悄无声息的抓住我
们，只有当它紧紧抓住我们时，我
们才会意识到它。有时，它会在我
们心力交瘁之后迅速袭来。例如，
上帝忠心的先知以利亚在迦密山事
件之后就感到身心俱疲。

在列王纪上第18章 ，以利亚刚刚目睹
上帝从天降火的神迹。为了回应他的
祷告 ，三年无雨的干旱结束了 。以利

亚为什么会因为耶洗别的威胁而逃
跑呢？阅读列王纪上19:1-5。

以利亚已经操劳了廿四个小时。这
个经历，加上突如其来的死亡威
胁，成为以利亚抑郁的导火线。巴
力的先知被杀时，以利亚也在场，
或许有些人是被他亲手所杀的（王上
18:40）。这样的事件，即使是因为上
帝的公义，也很容易给旁观者，或
更糟的是─那些参与者带来创伤
性的压力。
故此，以利亚开始逃跑，他试图逃
避。有时我们到冰箱前，试着用食
物使自己快乐。有时试着睡一觉来
消除情绪上的疲惫。有时我们会用
新关系、新工作或新的地方来逃避
现实。有时我们把自己埋在更多的
工作、更多的忙碌和约会中，因为
我们试图更努力的逃离那些让自己
失去快乐和安息的无名之物。当
然，许多人使用各种“药物”来减
轻疼痛。然而，最终这些方法只能
掩盖症状，无法解决问题，而且往
往使问题变得更糟。

星期三

8月18日

第8课／享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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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疲力竭】

以利亚已经累得跑不动了 。于是 ，他
再次祷告 。这个祷告与他在迦密山
（王上18:36 、37），在巴力的祭司 、先
知 、朝臣 、百姓面前所作 、充满信心
的祷告截然不同 。这是一个简短 、绝
望的祷告。

在列王纪上19:4 ，以利亚说他不胜于
他的列祖。他要表达什么呢？

始觉得死亡是唯一的出路。

以利亚似乎就是这样，这对他来说已
经超过负荷了！他说 ：
“耶和华啊 ，
罢了！求祢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
（王上19:4）
于我的列祖。”
好消息是，这位伟大的医师并没有谴
责以利亚 。当我们与抑郁斗争时 ，上
帝比我们更了解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我们虽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即刻看
出救主是在俯身垂顾我们，但实情确
当以利亚终于安静下来时，罪恶感顿
是如此 ；虽不觉得祂的抚慰 ，但祂大
时袭来。他意识到他的迅速逃离已经
有仁爱慈悲的手 ，确是按在我们身
剥夺了原本可以在以色列进行改革
（怀爱伦，
《喜乐的泉源》，第96页）
上。”
的绝佳机会。他意识到他让那些需要
他的人失望了！可是他对此无能为 上帝知道并明白“你当走的路甚远”
力 。因此 ，在痛苦的自我反省时刻 ， （王上19:7），但有时祂不得不等待 ，直
他充分了解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也看 到我们停止奔跑，然后祂才能进行干
到了自己的真面目。
预。
当我们看见自己的真实面貌时，这对
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痛苦的经
历，不是吗？我们应该感谢上帝的应
许─虽然我们是有罪的，上帝却在
基督里看我们如同看耶稣一样。我们
可以凭着信得以在基督里称义，除此
以外 ，我们还能有甚麽指望呢？（参
腓3:9）

然而，抑郁却能够将我们吸进自我厌
恶的黑暗漩涡里。甚至有时候我们开

有时溺水的人非常惊慌失措，以至于
他们会与救生员搏斗。因此救生员不
得不退后，直到溺水者失去知觉之后
才实施救援。

你能从以下经文中得到什么盼望和
安慰 ：诗篇34:18 ；马太福音5:1-3 ；诗
篇73:26；以赛亚书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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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8月19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安息和更多……】

上帝知道以利亚已经累了。上帝知
道，除了身体上的累，以利亚在情
感上更加疲惫，且背负着沉重的罪
疚感。就像多年后耶稣为瘫子所做
的一样，上帝除去了以利亚的罪疚
并让他得享安息，以至于他可以安
然躺卧，重新得力。

我们本以为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但
并非如此。上帝的安息不是一次性
的。进入上帝的安息与医治有关——
要慢慢除去消极的思想模式和破坏
性的习惯。上帝并不急于医治。
阅读列王纪上19:5-8。以利亚现在要
到哪里去？为什么？

休息之后，以利亚开始上路，但这
一次上帝改变了他的方向。上帝知
道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生活会使
人沮丧。祂理解我们逃离的冲动，
但祂想要改变我们的方向。祂要我
们奔向祂，而不要试着去开启所有
会导致自我毁灭的应对机制。一旦
我们奔向祂，祂就会帮助我们去倾
听那能使我们得着安息的“微小的
声音”（王上19:12）。

以利亚已经没有力气奔向上帝。然
而，上帝赐他力量面见祂，也应许
他一个更美好的明天。当以利亚躺
在罗腾树下想要寻死的时候，他相
信他最好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阅读列王纪上19:15、16和列王纪下
2:11。以利亚还要获得什么？

上帝知道以利亚的好日子就在前
面。然而，只有当他学会以上帝的
节奏来调节自己的生活，并接受祂
的安息时，医治才会临到这位先
知。仍然有君王需要被膏，有继承
人需要被拣选。上帝已经拣选了以
利沙成为以利亚的继承人。上帝知
道以利亚因着信，必再从天上召下
火来 （王下1:10） 。对以利亚来说，
不会再有罗腾树下绝望的死亡，而
是一辆进入天国安息的火车火马。
我们能从以利亚的故事中学到什么
呢？为什么不管我们感觉多糟，靠
着上帝的能力，我们仍需要寻求而
非放弃？

星期五

8月20日

第8课／享受安息

进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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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

“环境既然不断地变迁，我们的经

1帮助患有精神障碍或抑郁症的人通

样的变化或得意或沮丧。可是环境

以使你的教会学会如何更有效的服侍

验也随之而变化；而且也难免因这
的变易却无法改变上帝与我们之间
的关系。祂昨日、今日，一直到永
远都是一样的；祂也要求我们要毫

无疑问的信靠祂的爱”。（怀爱伦，
《一同在天上》，第120页）

“应当不住地仰望耶稣，本着信心
献上默祷，持住祂的力量，不论你
有没有任何明显的感觉。应当勇往
直前，似是每一祷告已达上帝的宝
座前，蒙了那应许从不落空之主的

常是非常困难的。有什么好的策略可
受抑郁症影响的人？
2我们经常觉得在上帝面前敞开自己
和诚实是困难的。阅读〈诗篇〉的一
些经文，看看《圣经》作者在上帝面
前是如何敞开自己。我们如何在教会
中培养开放和诚实的氛围？
3当我们面对沮丧时，祷告常常是困
难的。讨论代祷可以为那些无法为自
己祷告之人带来什么力量？

应允。纵使在感到愁苦与重负使你

4要切记信心不是一种感觉，这一点

在心中奏出美调佳音。我本乎所知

和忧虑不代表我们对上帝缺少信心或

欢乐，愁云惨雾必然消退。我们将

有人一样，多少会感到沮丧、气馁、

入祂临格的清朗阳光中。” （怀爱

论看起来多么困难，在这样的时刻仍

沮丧之时，仍然应当前进，唱歌及

为什么如此重要？沮丧、气馁、恐惧

告诉你，亮光必然来到，我们必有

信靠。它只是代表我们一时之间和所

要离开阴影与黑暗的压迫势力，进

恐惧和忧虑。我们如何才能学会，无

伦，《信息选粹二》，第242页）

要凭信前进是如此重要？
5你能从瘫子的故事中得到多大的盼
望，尤其是当罪恶的生活方式已经让
你深陷疾病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