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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课 9月18日-9月24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21年第3季‧7～9月

最终的安息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启 1:9-19；太 24:4-8 ，23-31；启 14:6-12；来 11:13-16；腓 4:46。

存心节
“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
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 2:9）
你是否曾经感受到自己置身于一场激烈的战争，或一场善恶的对决中？许
多人，甚至是非信徒，都意识到这个真实。我们会这么想是因为它的确是
真实的。我们正处于一场善与恶、基督（善的）与撒但（恶的）之间的激烈
战争之中。

因此，生活实际上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基督与撒但之间的大争战正在

全球发生，甚至是全宇宙，因为天上本就是这场战争最初开始的地方（启
12:7）。然而，在这些混乱的事件中，我们很容易模糊了上帝要拯救这个

世界的全盘计划。战争、政治动荡和自然灾害使我们陷入无助的恐惧之
中。但是上帝透过先知们的指引帮助我们看见上帝的全盘计划，使我们知
道要往哪里去，以及如何到达。

善恶之争也在更私人的层面上展开。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要面对信

心的挑战，如果我们无法活到耶稣第二次降临，我们就会面临死亡。本
周，我们将探讨当我们面临全球动荡和个人未知的将来时，我们如何在耶

稣里得着安息，至少在短期内。事实上，从长远来看，未来的确充满希
望！

■研究本周学课，为9月25日安息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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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的异象】

门徒中幸存、也最年长的使徒约
翰，已经同耶稣被监禁在一个乱石
遍布的监狱岛上，远离他熟悉与所
爱的一切事物。当约翰发现自己被
困在这个荒岛上时，他脑海里一定
想着：他怎么会沦落到这地步？结
局又会如何？他曾经看着耶稣升
天，也看见那两个天使站在那里，
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哪，你们为
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
升天的耶稣，你们见祂他怎样往天
上去，祂还要怎样来。”（徒1:11）
那是许多年前的事，可是耶稣却还
没有回来。那时其他的使徒们都已
经死了，他们多半是为耶稣作见证
而殉道的。年轻的教会经历了世代
的更迭，现在正面临着来自外部的
可怕逼迫以及内部的异端活动。约
翰一定感到孤单、疲惫和不安。然
而，突然间，他看见了一个异象。
你能想像约翰从这个异象中所得到
的安慰吗？阅读启示录1:9-19。

耶稣对祂的门徒说：“看哪，我就
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28:20），这些话无疑会对他现在

孤单的流放生涯产生极大的鼓舞。
耶稣的这个“启示”肯定给他带来
莫大的安慰，因为他知道“我是阿
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的
耶稣，现在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
他这位被放逐的使徒显现。

这些经文所说的是有关这个世界未
来的异象。一个令人敬畏的历史全
景将在他面前揭露，对我们而言是
基督教会的历史，但对他来说则是
关乎未来的。然而，在即将到来的
考验和磨难中，约翰看见这一切将
要如何结束。“我又看见一个新天
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
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
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
候丈夫。”（启21:1、2）
这位将末世异象写成〈启示录〉的
约翰，一定帮助了自己满怀信心的
安息在上帝的供应和应许中。
现今的生活可能是艰难的，有时甚
至是可怕的。然而，知道上帝掌管
未来，并且永恒的未来是佳美的，
如何让我们得着安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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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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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数计时】

在橄榄山上 ，耶稣在回答门徒“请告
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
（太
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24:3）耶稣回答这个问题时 ，就已概述
了这个世界的历史。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著名的讲
道中，涵盖了从祂的日子直到第二次
降临，以及之后的历史时间表。
耶稣想要让祂的子民们得知一个关
于末世预言的神圣时间表草图，使生
活在末时的信徒可以为最终的事件
做好准备。祂希望我们能在祂的爱中
安息，即使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崩坏。

复临信徒非常了解〈但以理书〉描述
的“并且有大艰难 ，从有国以来直到
此时 ，没有这样的”时期（但12:1）。耶
稣要我们做好预备，这是在祂第二次
到来之前。
祂的再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
如何才能避免被迷惑呢？阅读马太
福音24:4-8，23-31。

耶稣的再来将是末世的重头戏。这个
题目不论是在预言、甚至在耶稣的讲

道中，都是举足轻重的大事。

之前的洪水灭世 ，全世界只有八个
人做好了预备 。耶稣将祂突如其来
的复临比做挪亚洪水（太24:37-39）。虽
然没有人知道复临的日子和时辰（太
24:36），上帝却给了我们预言的倒数
计时表，好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世界
要发生的事。
在这个预言的大事中我们被赋予了
一个角色。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注意
马太福音24:9-14。

在这场宇宙争战中，我们不仅仅是旁
观者。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将福音传遍
天下的工作，而这也意味着我们将会
面临逼迫。
“忍耐到底” 是什么意思？我们如何
做到呢？我们每天需要做出什么抉
择 ，才不至于跌倒 ，如同之前以及将
来许多人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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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令】

知道预言历史的大蓝图并不是要我
们对这些无法控制的事件袖手旁观。
人们的态度经常是 ：
“末日事件一定
会如所预期般发生，那么除了让它发
生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毕竟 ，我
一个人又能做什么呢？”
但这并不是基督徒对待周围世界应
有的态度 ，特别是对末世事件 。
〈启
示录〉第14章告诉我们 ，我们置身历
史大事时期中的目的是要向他人宣
告上帝的审判，并帮助他们预备好迎
接耶稣的第二次降临。
阅读启示录14:6-12 。这里教导了我们
什么？我们应该向世界宣扬什么？
为什么这个信息如此紧迫？

作为复临信徒 ，我们相信“现代真
（彼后1:12）所指的就是“三天使的
理”
信息”，而这就让我们找到了自己在
这世界历史上的一刻被呼召的本质。

请注意 ，它始于“永远的福音”，就是
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好消息，而我们唯
一的救赎盼望也在于此。这信息也包
括“因祂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启14:7），这是一个指向末日的路标。

然后 ，还有一个是对“应当敬拜那创
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之人所发出的
呼召 ，它有别于对那些在巴比伦拜
“兽和兽像”之人可怕的警告 。最后
是针对上帝末世子民的描述 ：
“圣徒
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
耶稣真道的。”
阅读启示录14:11。那些拜兽和兽像的
人昼夜不得安宁，这说明了什么？

那些拜兽和兽像的人 ，昼夜不得安
宁。人们对于这个章节真正的含意虽
然存在各种观点 ，但所有人都同意 ，
这些人无法经历上帝为忠于祂之人
所预备的安息。
为什么你认为三天使信息的第一部
分是 “永远的福音” ？当我们向世界
宣扬这个信息时，为什么我们必须把
这个奇妙的真理一直放在我们的面
前？为什么理解这个福音对安息的
概念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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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主怀】

多年以来，基督徒一直在等待基督的
复临 。它确实不仅是我们 、也是整个
历史里所有上帝忠心子民一切盼望
的顶点。
阅读希伯来书11:13-16 。这里提到什
么不仅是给老年人，也是给我们的伟
大盼望？

从各方面而言，如果关于死亡的普遍
说法是正确的，那这段经文就没有任
何意义了 。经文所记 ，这些人“并没
有得着所应许的”是什么意思？他们
死了，按理说现在应该在天堂与耶稣
一同享受他们伟大的赏赐 。例如 ，当
著名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去世
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他如何已
经与耶稣同在天堂。

这种观点还蛮讽刺的，因为当一个人
去世时 ，我们经常会听到 ，愿他“安
息”。可是经文说了什么呢？这些人
到底是“安息”了？还是仍在天堂里
忙着他们该做的事呢（比如观看世上所
发生的“趣事”）？
耶稣如何描述死亡？阅读约翰福音
11:11。

事实上 ，他们“安息”的想法 ，当然是
与死亡的真相有关，不是吗？死者确
实已经安息了！“对于相信的人 ，死
是小事 。基督论到死 ，就像在说无足
轻重的事似的 。祂说 ：
‘人若遵守我
的道 ，就永远不见死 ，就永远不尝死
（约8:51、52）对于基督徒，死不过
味。’
是睡眠 ，是片时的静默和黑暗而已 。
他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 ；
因‘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祂显现的时
候 ，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
（西3:4）”
（怀爱伦，
《历代愿望》，第787
里。
页）

耶稣将一个人在死亡和复活之间的
状态比作无意识的睡眠（约11:11 ，
14），但祂也强调得救和沉沦之人将
在复活后获得他们的奖赏或报应（约
5:28 、29）。祂强调随时预备好迎接死
亡的必要性。
当你知道已故的亲人已经安息时，这
会带给你什么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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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在主里喜乐】

我们手机上最常使用的应用程式之
一是谷歌（Google）地图 。大多数的
人已经忘了手机尚未装置卫星导航
（GPS）之前会发生状况 。在前往某个
从未去过的地方之前，我们可能会感
到紧张 ，但有了手机的谷歌地图后 ，
我们就可以放心出门，也能在外国的
任何城市找到要走的路。这种信心是
否能够说明上帝在祂的预言时间表
中所要赐给我们的安息呢？然而，有
时候，我们可能会在应用程序中输入
错误的位址，或者我们也可能决定不
遵循指示 ，认为我们知道一条捷径 。
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去到一
个原不在计划的地方─可以肯定
的是，我们也不会有安宁的心境。

牲 ，我们就能因祂喜乐 ，也能让疲乏
的心得着安息。经文的语气暗示着安
息 、平安 ，以及超越这个世界一切事
物之外的盼望 。想像一下 ，若我们可
以确实“一无挂虑”，那我们的心灵将
会得到安息。这对所有人来说都不太
可能实现（甚至保罗也有许多的忧虑），
但是，如果知道有一位慈爱的上帝至
始至终在掌管一切 ，并要拯救我们 ，
使我们得以进入祂的国度里，肯定能
够帮助我们正确地看待所忧虑的事
情。

“上帝就在眼前”。也就是说 ，祂一直
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一闭上眼 ，进入
死亡的睡眠后，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
是基督的再来 。毫无疑问 ，生命充满
阅读腓立比书4:4-6 。关于如何在一个 了紧张 、试探和争战 。我们谁也逃不
烦扰和痛苦的世界中获得真正的安 掉 ；当然使徒保罗也无法逃脱（见林
息和平安，保罗在这里对我们说了什 后第11章）。然而 ，他要告诉我们的观
么？
点是，即使我们需要在现今忍受这一
切，仍然可以靠着基督里所赐给我们
的喜乐而得着心灵的安息，甚至是现
在。
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并不是说要在我 再次阅读腓立比书4:4-6 。在面临一切
们所面临的一切试炼中常常喜乐。他 考验和磨难时，如何将这些美好的应
是说 ，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无论 许应用到现在的经历上呢？
现在的处境如何 ，面临怎样的试炼 ，
只要我们依靠上帝─祂的良善、慈
爱 、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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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资料

讨论问题

“我们都希望祈祷得到迅速而直接

1 思考善恶之争的真实。你如何看

依我们的期望而成就时，我们便容

在你个人生活中的战争呢？这件事非

的应允，所以每逢应允延迟或不

易灰心失望。因为上帝是智慧善良
的，所以祂并不常按我们所希望的
时候和方式来应允祈祷。祂为我

们所做的，要比成全我们一切的希
望更多更好。我们既信靠祂的智慧
和慈爱，就不应要求祂依顺我们的
意思，却宜竭力遵行并成全祂的旨
意。我们的希望和利益，需在祂的
旨意中消失。” （怀爱伦，《传道良
助》，第219页）

“只要再过一些时候，耶稣便来拯
救祂的儿女，把永生赐给他们。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

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

的。’（林前15:53）坟墓要敞开，死

了的人要胜利出来，呼叫说：‘死
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

待这场正发生于世的战争，以及发生
常真实，不是吗？事实上，它比许多
人所想的更真实，因为许多人不相信
真有魔鬼的存在。为什么理解善恶之
争的真实性对帮助我们理解这世界的
现状如此重要？还有，为什么我们对
善恶之争将如何结束的理解能带给人
安慰？
2如果我们试图去探索那些没有被揭
示的启示，那么预言就会令我们感到
困惑。我们的信徒是否经常为尚未发
生的事做出揣测，或相信他人所预测
的而掉入陷阱呢？我们如何确保自己
不落入这个陷阱？
3在班上复习启示录14:9-11以及那些
拜兽和兽像而不得安息之人的问题，
这意思是什么呢？

你的毒钩在哪里？’（林前15:55）我

4教会存在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是

不死的性质。”（怀爱伦，《给管家的

该扮演的角色。不管你对这个问题持

们在主内睡了的亲人要出来，披上

关于基督复临期间我们所应扮演和不

勉言》，第350页）

什么立场，为什么我们仍然要积极地
向世界宣扬基督复临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