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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呼召�伯拉罕离开拜偶像的�属，并吩咐他住在迦南地，旨在将天国最佳的恩ȡȠş地上的
万民。祂Ǣ：“我必叫你成
大国；我必ȡ福ş你，叫你的名
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7世Ŏ
12:2 �伯位罕的蒙召，乃是一种崇高的尊荣，!!他将要成
一个民族的祖先；千百年来，Ɋ民族要
作上帝ȡ与世人之真理的Ĭº及保管者，并要因那�ƽ之弥ȥ�的降	而使地上的万国蒙福。 {PK

15.1}

那Û世人几乎完全�失了}真神上帝所有的ƲǇ。他�的思想已因拜偶像之ʯ而昏暗了。人�企
]制定一些合乎他�自己残酷、自私之心的法律，用以代替那“圣洁、公、良善”的神圣律令。ŷʾ
�7:12 虽然如此，但上帝本乎祂的慈怜，并没有除Ď他�。祂定意ȡş他�一个机会，可以藉着祂
的教会而ƲǇ祂。

16

祂的ư划乃要用祂的子民来Ý示真理的原5，藉以在人类身上恢复上帝的形象。 {PK 15.2}

上帝的律法一定要被高�，祂的威权一定要受到ũº；Ɋʛ重大而高尚的工作已ś委托ş以色列
家了。上帝使他�与世俗隔离，以便将神圣的使命交付他�。祂使他�作祂律法的保管者，并定意
藉着他�在人ʀ保存有关祂的知Ǉ。Ɋë，上天的光ȿ将要向一个ł罩在黑暗中的世界照耀开来，
万民也必要听到一种呼声，召U他�ȳ离偶像，侍奉永生的上帝。 {PK 16.1}

上帝曾用“大力和大能的手”将祂的ɐ民从埃及地ʤ出来。出埃及ƹ32:11“祂打L祂的仆人摩西和
祂所¾ɐ的�#，在Ù人中ʀÝ祂的神迹，在含地Ý祂的奇事。”“并且斥ȅŋ海，海便干了；祂�ʤ
他�śɇ深g。” Ǐ篇105:26-27; 106:9祂拯救他�脱离
奴之地，
要将他�ʤ到那美地，!!就是
根据祂的美意所
他�ʣh、作
脱离仇Ù之避ʔ所的地方。祂要使他��于自己，并要用祂永久
的膀臂�抱他�；他�5要高�祂的圣名，使之在全地成
光荣，来»答祂的仁ę和慈怜。 {PK 16.2}

17

“耶和B的份，本是祂的百姓；祂的��，本是雅各。耶和B遇Ʃ他在Ü野荒凉野-吼叫之地，就
ġŞ他、看ʟ他、保º他如同保º眼中的瞳人。又如˟Ð>巢Ľ，在ʕ˟以上两翅扇展，接取ʕ
˟，背在两翼之上：Ɋë，耶和B独自引�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申命ƹ32:9-12 祂Ɋë使以
色列民�于祂自己，使他�犹如住在至高者的Ɩ下。他�神奇地得蒙保佑，脱离Ü野ʰ流的种种危
ʒ，并ř于得以建立在�ƽ之地，成
一个特蒙恩眷的国家。 {PK 17.1}

以ȥ�曾用一个比X来生>地Ǣ明以色列的蒙召与受ƶ、在世上作耶和B的代表、而在各ë善事
上多ŝ果子的故事： {PK 17.2}

“我要
我所�ę的唱歌，是我所ę者的歌，ƿ他葡萄园的事。我所�ę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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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刨挖园子，Ê去石i，栽种上等的葡萄ê，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4出J酒池；指望ŝ好葡
萄。” 以ȥ��5:1-2 {PK 17.3}

上帝曾定藉着祂所¾ɐ的国家，使全人类得福。先知Ǣ：“万/之耶和B的葡萄园，

18

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ę的ê，就是犹大人。” 以ȥ��5:7 {PK 17.4}

上帝的圣言曾交şɊ个民族。他�曾被祂律法的典章，就是真理、公、和ŏ正的永恒原5所ġ
Ş。他�ʜ从Ɋ些原5，就必得到º庇，因
Ɋ些原5能保守他�，使他�不致因�行而自取Ď
亡。上帝又将祂的圣殿安置在那地，作
祂葡萄园中的“楼”。 {PK 18.1}

基督乃是他�的��。祂ɇ去怎ë在Ü野与他�同在，ɊÛ祂仍要作他�的教�和向�。祂的荣
耀常停留在会幕和圣殿内施恩座上方的云彩中。祂
他�的ű故，Û常彰Ý了祂慈ę和忍耐的丰
盛。 {PK 18.2}

上帝曾藉着摩西，向他�ʐ述祂的旨意，并Ǣ明他�兴盛的条件。祂Ǣ：“你�耶和B你上帝
圣
洁的民，耶和B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¾ɐ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PK 18.3}

“你今日Ʋ耶和B
你的上帝，�ƽ遵行祂的道，ǽ守祂的律例、ǚ命、典章，听从祂的Ǒ。耶和
B今日照祂所�ƽ你的，也Ʋ你
祂的子民，使你ǽ守祂的一切ǚ命，

19

又使你得称Ȧ、美名、尊荣，超乎祂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祂所�ƽ，使你�耶和B你上帝
圣
洁的民。” 申命ƹ7:6; 26:17-19 {PK 18.4}

以色列民将要ɋ据上帝所派定ş他�的一切地土。凡不肯敬拜并侍奉真神上帝的民族，都要被ˁ
逐出去。但是上帝的旨意乃要以色列人表Ģ祂的圣德，藉以吸引万人�向祂。福音的邀Ǥ必ʝ!ş
全世界。藉着献祭崇祀的教ƶ，基督要在列国面前被高�，使凡仰望祂的人都可以得生。凡像迦南
人喇合和摩押人路得一般、离开偶像ȳ而敬拜真神的人，都可与祂的ɐ民ſ合。当以色列的人数增
加Û，他�就要拓展他�的疆界，直到他�的国度包括全世界。 {PK 19.1}

可惜古代的以色列并没有Ɇ成上帝的旨意。主Ǣ：“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ê，全然是真种子；你怎
么向我M
外邦葡萄ê的坏枝子呢？”“以色列是空虚的葡萄ê，所ŝ的果子�他自己。”（ǌ者注：
本Ɛ系根据英文圣ś直ǌ。）“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哪，Ǥ你�Ģ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
是非。

20

我
我葡萄园所作之外，ɉ有什么可作的呢？我指望ŝ好葡萄，怎么倒ŝ了野葡萄呢？Ģ在我告
ǉ你�我要向我葡萄园怎ë行：我必撤去Ň笆，使他被吞Ď；拆òf垣，使他被践踏；我必使他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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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修理，不再ɮ刨；荆棘蒺藜倒要生ɹ；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他指望的是公平，
Ǫ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Ǫ知倒有冤声。” 耶利米�2:21;何西阿�10:1;以ȥ��5:3-7 {PK 19.2}

主曾藉着摩西向祂的子民Ǣ明不忠ʜ的ŝ果。他�若不肯遵守上帝的Ō，就必与祂的生命隔š，
以致祂的福惠不能降在他�身上。犹太民族有几次听从了Ɋ些警戒，ŝ果便有丰盛的恩惠ȡş他
�；并且藉着他�ȡ与周[的各族。但在他�的I史上，多半是ƹȹ他�忘ƹ上帝，以及忽Ƭ自己
作祂代表的崇高特权的事。他�剥j了主向他�所要求的侍奉，也没有ş同胞以宗教方面的指�和
圣洁生活的榜ë。他�意]将受托保管之葡萄园的果w留�自己享受。甚至Ɏ外邦人都鄙Ƭ他�的
ȋ得无K。

21

Ɋë，就使外邦世界因而Ǟ解上帝的圣德和祂国度的律法了。 {PK 20.1}

上帝以慈父般的心Ƃ容忍祂的子民。祂以ȡ恩和收回恩典的方法来�;他�。祂忍耐地指出他�
的罪，并以{恕的心等待他�承Ʋ自己的罪。ƽ多的先知和信使奉命去向Ɋ些园¯提出祂的要求；
然而Ɋ些有ƩǇ、有属灵能力的人非但不受ñ迎，反而被当作仇人看待。园¯竟逼迫并á害他�。
上帝另派其他的使者，但他�所受的待遇和先前一ë，园¯只是表示更ʞ强的仇恨。 {PK 21.1}

上帝在犹太人被ÌÛ期收回祂的恩眷，ŝ果使ƽ多人悔改了；及至他�回到�ƽ之地以后，竟又
重犯以前各世代所犯的ɲǞ，并且与四[列国L生政治上的冲突。上帝所差遣来Ŋ正当Û流行之罪
�的先知，仍遭遇到以前各世代的使者所遭受的猜疑和凌辱；受托保管葡萄园的人，竟如此一世Ŏ
又一世Ŏ地加重了自己的罪辜。 {PK 21.2}

神圣的园主在巴勒斯坦山.所栽种的佳美葡萄ê，竟被以色列人所藐Ƭ，ř于被�在葡萄园的f
外；他�òÉ了它，

22

将它践踏在脚下，指望如此就永Ɍ把它òĎ了。于是园主将葡萄ê挪去，藏在他�所看不Ʃ的地
方。祂又把它栽种起来，但却是在f的另一面，以致ê干不再
人所Ʃ。ê的枝子5挂越f外，使
别的枝子可以接在其上，但ê干的本身已非人手所能及，也非人力所能"了。 {PK 21.3}

�先知所!;勉与告ǚ的信息，Ǣ明上帝}人类所有永恒的旨意，}于祂今日在地上的教会!!就
是祂葡萄园的看守人!!具有特殊的价)。祂}于�亡人类的大ę，以及祂
拯救他�而定的ư划，
都在先知的教ƶ中Ý明了。以色列的蒙召、他�的成功与失ȇ、他�的重蒙神的眷ę、他�的拒š
葡萄园的园主、以及那将要wĢ圣Ō之全部�ƽ的余民如何±行上帝I代的ư划，!!Ɋ一切史w乃
是上帝�使者在ɇ去各世Ŏ中所!ş祂教会的ʪ旨。而今日上帝ş予祂教会!!就是ş予看守祂葡萄
园的忠心园¯�的信息，并不是别的，也就是从前藉着古代先知所!来的信息： {PK 22.1}

“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要指Ɋ园唱歌，Ǣ：我耶和B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Û刻ü灌、昼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4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h=1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夜看守，免得有人É害。” 以ȥ��27:2-3 {PK 22.2}

以色列民=要仰望上帝。葡萄园的园主Ģ今正在从万国万民中，收集他等待已久的宝ȓ果w。再
ɇ不久，祂必要到自己的地方来；在那ñ�之日，祂}以色列家所有的旨意ř必成全。“将来雅各要
扎根，以色列要L芽开花；他�的果w必充Ċ世界。” 以ȥ��27:6 {PK 22.3}

23

24

第一Ű由盛而衰

“耶和B如此Ǣ：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Ȅ主不要因他的Ȅ物夸
口；夸口的却因他有ƀ明，ƲǇ我是耶和B，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ę、公平、和公，以此
夸口，Ɋ是耶和BǢ的。” 耶利米�9:23-24 {PK 24.1}

25

第一章所罗門

当大G和所ŷ門作王的Û候，以色列成了列邦中的一个强国，因此得到ƽ多机会可以
真理与正
LÈ强大的影响。耶和B的圣名得以高�，h受尊敬，Ɋë，上帝使以色列人在�ƽ之地立国的
宗旨，ʥ有wĢ的希望。ƽ多障碍都破除了，而且从邪教国家前来~找真理的人也都能如愿以+。
ƽ多人悔改了，上帝在地上的教会也得以²大而兴盛了。 {PK 25.1}

所ŷ門在大G的晚年受膏宣布
王，是他父�禅位ş他的。他早年的生活是光明而有希望的，并
且上帝的旨意乃要他力上加力，荣上加荣，日益接近上帝圣德的形象，Ɋë，就可以鼓励祂的子民
克尽他�作
上帝真理之保管人的神圣žȅ了。 {PK 25.2}

26

大G深知惟有君王和庶民都不住地儆醒，力求Ɇ到那Ó在他�面前的è准，才能成全上帝
以色
列所定的崇高宗旨。他也知道，若要他的儿子所ŷ門±行上帝所�意尊荣他而委托ş他的任=，5
Ɋ个年ȸ的Ţ治者不但要作一个®士、政治家、和君王，而且也必ʝ成
一个6强善良的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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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公的教�，一个忠信的楷模。 {PK 26.1}

大G以温慈的ėǐ�;所ŷ門=要作高ȓ的大丈夫，向他的臣民Ý示慈怜和仁ę，又要在他与地
上各国相gÛ尊荣上帝的名，并彰Ý圣洁的美。大G一生之中所得到的ƽ多ƍ苦和特殊的śˌ，已
ś教他体会到高尚德行的价)，并使他在	řÛş所ŷ門留下ɓ命Ǣ：“那以公治理人民的，敬畏
上帝±掌权柄，他必象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L生嫩草。” 撒母耳ƹ下
23:3-4 {PK 26.2}

所ŷ門所有的机会是何等可ȓ啊！如果他真能遵行他父�出于神圣灵感的教ƶ，他的Ţ治就必能
象Ǐ篇第七十二篇所形容的仁政了： {PK 26.3}

“上帝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ȡş王，将公ȡş王的儿子。他要按公y判你的民，按公平y判
你的困苦人。……他必降	，象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Ă田地。

27

在他的日子人要L旺，大有平安，好象月亮ɹ存。他要±掌权柄，从Ɋ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
到地极。……他施和海�的王要ɋȃ；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ǥ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
他。因
ĺ乏人呼求的Û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人要常常
他祷
告，ř日称ʢ他。……他的名要存到永Ɍ，要留!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独
行奇事的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是�当称ʢ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ʢ，直到永Ɍ；愿他的荣耀，
充Ċ全地。阿�，阿�。” {PK 26.4}

所ŷ門在青年Û期ɐÂ了大G所ɐÂ的，他多年来
人正直，而且也以�格遵循上帝的ǚ命
他
生活的特征。在他作王的初期，他和一些臣仆来到基遍，当Û那本来在Ü野建造的圣幕仍立在Ɋ
里，他就和他所¾ɐ的臣仆，“就是千夫ɹ，百夫ɹ，y判官，首ʤ与族ɹ”聚集在那里献祭ş上帝
(I代志下1:2），并完全献身侍奉耶和B。所ŷ門体Ʋ到君王所肩Ȃȅ任的重大，深知凡担Ȃ重任的
人如欲善尽己ȅ，就必ʝ求得 “智慧之源” 的指�。

28

因此他勉励他的臣仆ǐ心ǐ意地和他一同~求耶和B，以便确知自己是蒙上帝所悦ő的。 {PK 27.1}

所ŷ門王渴望智慧和ƀ明，ɇ于任何属世的利益，
的是要完成上帝所交托ş他的工作。他渴望
得到敏慧的心智，广大的胸�，和温柔的精神。当夜主在梦中向所ŷ門ÝĢ，}他Ǣ：“你愿我ȡ你
什么，你可以求。”Ɋ个年Ŏȸ、ʇI浅的君王在他的回答中，就Ǣ出了自己ȶ弱无能的感ƭ，和求
取帮助的愿望。他Ǣ：“祢仆人我父�大G，用ǐw、公、正直的心，行在祢面前，祢就向他大施
恩典；又
他存留大恩，ȡ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ë。 {PK 28.1}

“耶和B我的上帝啊，如今祢使仆人接ŧ我父�大G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当怎ë出入。仆
人住在祢所¾ɐ的民中；Ɋ民多得不可ƅ数。所以求祢ȡ我智慧，可以判断祢的民，能辨别是非；
不然，Ǫ能判断Ɋ�多的民呢？ {PK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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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ŷ門因
求Ɋ事，就蒙主喜悦。” {PK 28.3}

上帝}所ŷ門Ǣ：“你既有Ɋ心意，并不求ȜȄ、丰富、尊荣，也不求Ďš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
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ƀ明，好判断我的民，

29

”“我就�允你所求的，ȡ你ƀ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象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象你的；你所
没有求的我也ȡş你，就是富足，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Ɋë，在你以后也必没有Ɋë
的。” {PK 28.4}

“你若效法你父�大G，遵行我的道，ǽ守我的律例、ǚ命，我必使你ɹ寿。” 列王ƹ上3:5-14;I
代志下1:7-12 {PK 29.1}

30

上帝�ƽ所ŷ門Ǣ：他ɇ去怎ë与大G同在，Ģ在也必照ë与他同在。只要他决心在主面前行

正直，并遵行上帝所吩咐他的事，他的宝座就必a立，而且他的Ţ治就必有助于高�以色列民
 “有
智慧、有ƀ明”的人，申命ƹ4:6 
周[列国的光ȿ。 {PK 30.1}

所ŷ門在基遍的古b之前向上帝祈祷Û所用的辞句，Ý明了他的Ǽ卑和尊荣上帝的强烈愿望。他
深知若没有上帝的帮助，他就必象幼童一ëȶ弱无能，不克善尽他所Ȃ担的žȅ。他知道自己缺少
ƩǇ，而由于Ɋ种}自己有极大缺乏的感ƭ，就�使他向上帝要求智慧。他心里并没有自私的奢
望，要得着那足以使他超越他人的知Ǉ。他切望能忠心地±行所交付自己的任=，所以他¾ɐ了那
足以使他的王权�荣耀与上帝的恩ȡ。因此，当所ŷ門承Ʋ ＂我是幼童，不知道�当怎ë出入＂
Û，那正是他最富裕、最Ȇ明、最 大的Û候。 {PK 30.2}

今日担Ȃ重ȅ的人�当力求明了所ŷ門的祈祷所ş人的教ƶ。一个人所居的地位越高，所Ȃ的ȅ
任越大，那么他所LÈ的影响@必越广，他也就越需要依靠上帝。他永不可忘ƹ：何Û奉召作工，
何Û也奉召要在同胞的面前ǽ慎行事。他必ʝ以学�者的�度侍立在上帝面前。地位并不能ş予人
以圣洁的品格。一个人之所以能成
真正的 大，

31

乃在乎尊荣上帝并ǽ守他的命令。 {PK 30.3}

我�所侍奉的上帝是不偏待人的。那将慎思明辨的灵ȡş所ŷ門的主，也愿意将Ɋ同一福惠ȡş
他Ģ代的儿女。《圣ś》Ǣ：“你�中ʀ若有缺少智慧的，�当求那厚ȡ与�人，也不斥ȅ人的上
帝；主就必ȡş他。” 雅各�1:5 每当一个Ȃȅ人指望得到智慧ɇ于ƙ得Ȅ富、@力、或名誉的Û
候，他是决不致失望的。Ɋë的人必从那位大教�学�，不但知道当作什么，也知道当怎ë作以求
得上帝的嘉ő。 {PK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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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得蒙上帝Ȟ予才Ǉ的人，只要他保持献身的精神，他就不致表Ģė衷于高位，也不致企]管
理并控制别人。人不能不Ȃȅ任，Ɋ是必然的事；但一个真正作ʤ袖的人决不会争权j利，却要祈
求得着ƀ明的心，以便分别善�。 {PK 31.2}

作ʤ袖之人所走的路不是容易的。但他��Ƭ每ʛ困ʔ
一个需要祷告的呼召。他�决不要忘ƹ
求ɽ那
一切智慧之源的主。他�若能从那位大工�得着力量和P�，就必能毅然决然抵抗不圣洁
的影响，并能分别善�、辨明是非。他�必定Ȧƽ上帝所Ȧƽ的，并努力m斗以防ɲǞ的原5介入
祂的圣工之中。 {PK 31.3}

所ŷ門所渴望的超ɇȄ富、尊荣、或ɹ寿的智慧，上帝ȡş他了。他祈求敏慧的心智、广大的胸
�、和温柔的精神，也蒙允准了。

32

“上帝ȡş所ŷ門极大的智慧ƀ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þ量。所ŷ門的智慧超ɇ�方人，
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ƅɇ万人；……他的名声!µ在四[的列国。” 列王ƹ上4:29-31 {PK

31.4}

“以色列�人……都敬畏他，因
Ʃ他心里有上帝的智慧，能以断案。”列王ƹ上3:28 民�的心�
向所ŷ門，象他�ɇ去�向大G一ë，并在各ë的事上ʜ从他。“所ŷ門国位a固，耶和B他的上帝
与他同在，使他甚
尊大。” I代志下1:1 {PK 32.1}

所ŷ門的生活多年都是以效忠上帝、正直a定、和�格遵守上帝的ǚ命
特征的。他Ȃȅ指�每
一ʛ重要的事�，并Ȇ明地g理国=。他的富裕和智慧；他在位初期所建造壮�的z殿和公共的建
筑物；他在言行上所表Ý的活力、敬虔、公正、和仁厚，博得了他臣民的效忠和ƽ多国家首ɹ的景
仰与尊重。 {PK 32.2}

在所ŷ門王朝的初叶，耶和B的圣名大得尊荣。王所表Ģ的智慧与公，在各国面前彰Ý了他所
侍奉之上帝圣德的�美。在此期ʀ，以色列犹如世上的光，Ýµ耶和B的 大。其w所ŷ門早年的
光荣并不在于他那超人的智慧，无ĺ的Ȅ富，或无Ɍ弗届的权@与声誉；却在于他ƀ明地Ɉ用上天
的恩ȡ，

33

藉此将荣耀�与以色列的上帝。 {PK 32.3}

所ŷ門的声誉与日俱增，他力]增ɋ自己心智与灵性的力量，并Ťŧ将他所ʤ受的福惠分ȧ他
人，而藉此荣耀上帝。他比别人更清楚：他之所以得到权@、智慧、和ƀ明的，乃是由于耶和B的
恩x，而且Ɋ些恩典的ȡ予，乃是使他可以将有关万王之王的知Ǉ分ȧ与世人。 {PK 33.1}

所ŷ門特别注重自然科学，但他的研究并不限于那一門学科。他殷勤研究一切受造之物!!不ƿ是
有生物或无生物，藉此ƙ致了有关于7造主的清楚概念。在自然的能力中，在İ物界和>物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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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各种花草ê木中，他都看出上帝智慧的P示；当他追求更多的知ǇÛ，他}于上帝的ƲǇ与敬
ę就日益增加了。 {PK 33.2}

所ŷ門出于神圣感>的智慧，也表露于ƽ多Ȧ美Ǐ和箴言中。“他作箴言三千句；Ǐ歌一千零五
首。他ƺƿ草木，自利巴嫩的香柏ê，直到f上ɹ的牛膝草；又ƺƿʱ禽走-，昆虫水族。” 列王ƹ
上4:32-33 {PK 33.3}

所ŷ門的箴言中揭ð着圣洁生活与高度努力的原5；出自上天并�致虔ǐ的原5；�作
控制人
生每一行
的原5。

34

所ŷ門作王初期之所以能成
道德高尚、与物ȉ繁荣的昌盛Û期，乃是因
有Ɋ些原5的广泛流
!，并因承Ʋ上帝
�受一切Ȧ美和尊荣的主所致。 {PK 33.4}

他写道：“得智慧、得ƀ明的，Ɋ人便
有福。因
得智慧ƅɇ得ɨ子，其利益强如精金；比珍珠
宝ȓ；你一切所喜ę的，都不足与比Ⱥ。她右手有ɹ寿；左手有富ȓ。她的道是安�，她的路全是
平安。她与持守她的作生命ê，持定她的俱各有福。” 箴言3:13-18“智慧
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
一切所得之内，必得ƀ明。” 箴言4:7“敬畏耶和B是智慧的开端。” Ǐ篇111:10 “敬畏耶和B，在乎恨
�邪�；那ˉ傲、狂妄、并�道，以及乖Ǿ的口，都
我所恨�。” 箴言8:13 {PK 34.1}

唉，但愿所ŷ門能在晚年留意Ɋ些智慧的格言！唉，但愿Ɋ个曾�口Ǣɇ“智慧人的嘴，播µ知
Ǉ，” 箴言15:7 也曾�自教ƶ地上的君王将他�所要ş予地上Ţ治者的Ȧ美�ş万王之王的人，从
来没有因 “ˉ傲、狂妄” 而以 “乖Ǿ的口” 将惟��与上帝的荣耀�ş他自己！ {PK 34.2}

35

第二章建造圣殿

大G所ɹ久�念
主建造圣殿的ư划，ř于由所ŷ門明智地±行了。七年之久，耶路撒冷住Ċ了
ƽ多工人，他�忙于从事ɪ平圣殿的基地，建造巨大的堡f，奠立{广的根基!!“4出又大又宝ȓ的
石i来，” 列王ƹ上5:17 !!整制那从利巴嫩的ê林中Ɉ来的木料，并建造那壮�的圣所。 {PK 35.1}

就在成千上万的工人正在努力从事ʣh木料和石i的同Û，那
圣殿制造各ë物件的工作也在ĵ
极ɋ行，而由推ŷ的¯,Ĭ工制造；他是“一个精巧有ƀ明的人，……善用金、ɨ、ɤ、ɢ、石、
木、和紫色Ɲ色朱ŋ色Ŕ、与ŗ麻、制造各物。” I代志下2:13-14 {PK 35.2}

Ɋ座落于摩利�山上的殿宇便是如此毫无声响地建造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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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是用山中4成的石i；建殿的Û候，ɴ子、斧子、和别ëɢ器的响声都没有听Ʃ。” 列王ƹ上6:7
其中美ȵ美l的ǂh!!“上帝殿里的”一切器皿 I代志下4:16 !!都是根据大G交ş他儿子的]ë制
成的。Ɋ些ǂh包括香b、ʐǂʺ的桌子、灯台和灯Ī、以及祭司在圣所服=Û所需要的器皿和用
具!!“都是金的，且是ŏ金的。” I代志下4:21 此外ɉ有ɤ制的器具!!燔祭b、十二只牛所托住的
巨型洗濯盆、再有一些Ⱥ小的洗濯盆和ƽ多其他的器皿!!“是在Ō但平原，疏割和撒利但中ʀ，藉Ƈ
泥ɩ成的。” I代志下4:17 Ɋ些用具数量充足，毫无缺少。 {PK 35.3}

所ŷ門和他的臣仆
敬拜上帝所建造的圣殿，w在是富�堂皇、盖世无双的。Ɋ殿ʶ以宝石，ġ
以{广的庭院，并辟有非常美�的院門，殿内的f是用雕刻的香柏木和耀目的金子制作的，h有刺
ţ的帘幔和富�的装ʶ，可作
上帝在地上永存的教会适当的象征；I代以来，Ɋ个教会一直是根
据上帝所指示的ë式造成的，所用的材料也可以比作“金、ɨ、宝石，”“是按建z的ë式4成的。” 哥
林多前�3:12;Ǐ篇44:12 基督乃是Ɋ属灵圣殿的“房角石；各房靠祂ſŠ得合式，ćć成
主的圣
殿。” 以弗所�2:20-21 {PK 36.1}

37

大G王所ǂư，他的儿子所ŷ門所建造的圣殿ř于落成了。“所ŷ門造成了耶和B殿，……凡他心
中所要作的，都ʜʜ利利的作成了。” I代志下7:11 ɊÛ，
了要使Ɋ座造在摩利�山ʙ上的殿真
能照大G所愿望的，“不是
人，乃是
耶和B上帝”的居所， I代志上29:1 ɉ必ʝ�行一次隆重的
落成典礼，将它正式奉献ş耶和B，以供敬拜之用。 {PK 37.1}

建殿的基地久已被Ƭ
神圣的所在。�信者之父�伯拉罕就是在Ɋ里，甘愿遵照耶和B的命令，
献上他的独生子。上帝曾在Ɋ里重新与�伯拉罕Ʊ立ȡ福的Ō，ɊŌ也包括了人类借至高者之子的
ě牲、而得蒙拯救的 大的弥ȥ��ƽ。 参看7世Ŏ22:9; 16-18 大G在Ɋ里曾献上燔祭与平安祭，
来制止那Ď命天使的刀，上帝便从天降火�ƽ了他的祈祷。（ƩI代志上21:18-31）如今，一班敬
拜耶和B的人又要再度在Ɋ里朝Ʃ上帝，并重新ƽ愿效忠于祂。 {PK 37.2}

38

那
奉献圣殿所ɐ的日期是最适当的!!就是民�从全国各地前来在耶路撒冷守住棚Ɛ的七月ʀ。
Ɋ个Ɛ期乃是一个非常ėʃ的Û机。那Û收割庄稼的工作已śŝ束，新的一年的?作ɉ没有开始，
民�可以毫无挂Ơ，�心参加Ɋ神圣ñ�的Ɛ日。届Û，以色列会�和ƽ多外国派来衣冠B�的代
表，都聚集在圣殿院内。当Û的_面是非常Ý赫的。所ŷ門已ś率同以色列的ɹ老，和民ʀ有声望
的人士，从圣城的另一方º送着Ōæ到来了。古代“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也都从基遍山上的圣
所那里搬到了耶路撒冷； I代志下5:5 Ɋ些都是珍ȓ的Ŏ念物，使人想起以色列人在Ü野ʰ流和征
服迦南地的śˌ，Ɋ些器具如今要在Ɋ座取代从前那可搬Ɉ的建筑物的壮�圣殿中，找到永久的�
宿了。 {PK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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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ŷ門将那藏有上帝�手�写十ǚ的两`法版的ŌæɈ到圣殿Û，他曾效法他父�大G的榜
ë，每走六步就献祭一次。祭司�一面歌唱，一面奏�，以隆重的�式“将耶和B的Ōæ抬ɋ内殿，
就是至圣所。” I代志下5:7 当他�从内殿出来Û，各人就站在指定的地位上。歌咏ʋ!!身穿ŗ麻布
衣服、敲ɡ、鼓瑟、�琴的利未人!!立在祭b的�Ʉ，同着他�ɉ有一百二十个吹号的祭司。 ƩI
代志下5:12 {PK 38.2}

“吹号的，歌唱的，都一ˡL声，声合
一，Ȧ美感ǹ耶和B；

39

吹号，敲ɡ，用各种�器，µ声Ȧ美耶和BǢ：耶和B本
善，他的慈ę永Ɍɹ存；那Û耶和B
的殿有云充Ċ，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ž，因
耶和B的荣光充Ċ了上帝的殿。” I代志下5:13-14 {PK

38.3}

所ŷ門既Ʋ明Ɋ云彩的意，便Ǣ：“耶和B曾Ǣ他必住在幽暗之g。但我已ś建造殿宇，作祢的
居所，
祢永Ɍ的住g。” I代志下6:1-2 “耶和B作王，万民当®抖；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
Ô。耶和B在ɳ安
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当称Ȧ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
圣。……你�当尊
崇耶和B我�的上帝，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
圣。” Ǐ篇99:1-5 {PK 39.1}

所ŷ門曾在圣殿的“院中”造了“一个ɤ台，”“ɹ五肘，{五肘，高三肘。”他就站在Ɋ个台上，�手

他面前的会�祝福。“以色列会�就都站立。” I代志下6:13; 3 {PK 39.2}

所ŷ門高声Ǣ：“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是�当称ʢ的，因他�口向我父大G所�ƽ的，也�手成
就了；

40

他Ǣ……我……ɐÂ耶路撒冷
我名的居所。” I代志下6:4; 6 {PK 39.3}

于是所ŷ門跪在台上，当着全体会�献上了献殿的祷告。他�手向天，会�5面伏于地。王就�
求Ǣ：“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祢的；祢向那尽心行在祢面前的仆人守Ō施慈
ę。” {PK 40.1}

“上帝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么？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祢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Ɋ殿呢？
惟求耶和B我的上帝垂ʟ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祢面前的祈祷呼吁；愿祢昼夜看ʟɊ殿，就
是祢�ƽ立
祢名的居所；求祢垂听仆人向此g祷告的Ǒ。祢仆人和祢民以色列向此g祈祷的Û
候，求祢从天上祢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 {PK 40.2}

“祢的民以色列若得罪祢，ȇ在仇Ù面前，又回心ȳ意承Ʋ祢的名，在Ɋ殿里向祢祈求祷告；求祢
从天上垂听，赦免祢民以色列的罪，使他��回你ȡş他�和他�列祖之地。 {PK 40.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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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民因得罪你，你¦Ÿ他�，使天ɼ塞不下雨，他�若向此g祷告，承Ʋ你的名，离开他�的
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且降雨在祢的地，
就是祢ȡş祢民
�之地。 {PK 41.1}

“国中若有ʲ荒、瘟疫、旱ʯ、霉ē、蝗虫、Ƣ蚱；或有仇Ù犯境[困城邑；无ƿ遭遇什么灾ĳ疾
病；祢的民以色列或是�人，或是一人，自ƭ灾ĳ甚苦，向Ɋ殿�手，无ƿ祈求什么，祷告什么；
求祢从天上祢的居所垂听赦免，祢是知道人心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待他�；……使他�在祢ȡş我
�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祢，遵行祢的道。 {PK 41.2}

“ƿ到不属祢民以色列的外邦人，
祢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从Ɍ方而来，向Ɋ
殿祷告；求祢从天上祢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ƲǇ祢的名，敬畏
祢，象祢的民以色列一ë；又使他�知道我建造的Ɋ殿，是称
祢名下的。 {PK 41.3}

42

“你的民若奉祢的差遣，无ƿ往何g去，与仇Ù争®，向祢所ɐÂ的城，与我
祢名所建造的殿祷
告；求祢从天上垂听他�的祷告祈求，使他�得ƅ。 {PK 42.1}

“你的民若得罪祢，（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祢向他�L怒，将他�交ş仇ÙÌ到或Ɍ或近之
地；他�若在Ì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ȳ意，�求祢Ǣ，我�有罪了，我�悖逆了，我�作�了；
他�若在Ì到之地尽心尽性�服祢，又向自己的地，就是祢ȡş他�列祖之地，和祢所ɐÂ的城，
并我
祢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祢从天上祢的居所垂听祢民的祷告祈求，
他�伸冤，赦免他�的
ɇ犯。 {PK 42.2}

“我的上帝啊！Ģ在求祢Į眼看，%耳听，在此g所献的祷告。耶和B上帝啊，求祢起来，和祢有
能力的Ōæ，同入安息之所；耶和B上帝啊！愿祢的祭司披上救恩，愿祢的圣民蒙福ñ�。耶和B
上帝啊！求祢不要K弃祢的受膏者；要ƹ念向祢仆人大G所施的慈ę。” I代志下6:4-42 {PK 42.3}

43

44

45

所ŷ門祈祷既ó，“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Ė尽燔祭和别的祭。”祭司�不能ɋ入圣殿，因
“耶和
B的荣光充Ċ了殿。”“以色列�人看Ʃ，就在ɪ石地俯伏叩拜，称ǹ耶和BǢ：耶和B本
善，他的
慈ę永Ɍɹ存。” {PK 45.1}

于是王和�民就在耶和B面前献祭。“王和�民
上帝的殿行奉献之礼。”I代志下7:1-5 从全国各
地，“就是从哈ʾ口直到埃及小河”境界来的群�都聚集，“成
大会，”共守了ñ�的Ɛ期ư七日之
久。接着Ɋ快�的群�又守了七天的住棚Ɛ。他�在Ɋ重新献身并ñ�ÛƐŝ束之后，“因Ʃ耶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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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G和所ŷ門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各�各家去了。” I代志下7:8; 10 {PK

45.2}

王已尽其所能地勉励民�完全献身与上帝和祂的圣工，并尊祂的圣名
大。于是Ɋ位以色列的Ţ
治者，又象他在基遍初作王的Û候一ë，再次得到上帝接受他并ȡ福ş他的凭据。主在夜ʀ的异象
中向他ÝĢ，宣告Ǣ：“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ɐÂɊ地方作
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ɼ塞不下
雨，或使蝗虫吃Ɋ地的出�，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

46

Ɋ称
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求我的面，ȳ离他�的�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
他�的罪，医治他�的地。我必Į眼看，%耳听，在此g所献的祷告。Ģ在我已ɐÂɊ殿，分别

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 I代志下7:12-16 {PK 45.3}

如果以色列人保持效忠上帝，Ɋ座ȿ煌的殿宇就必永Ɍ存在，作
上帝特别眷ę他ɐ民的永久è
ƹ。上帝Ǣ：“ɉ有那些与耶和Bſ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ę耶和B的名，要作他的仆人，就是
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Ō的人；我必ʤ他�到我的圣山，使他�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他�
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b上必蒙悦ő；因我的殿必称
万民祷告的殿。” 以ȥ��56:6-7 {PK 46.1}

主除了向王作如上悦ő的保Ǆ外，同Û也很清楚地指明了那Ó在他面前的=。他Ǣ：“你若在我
面前效法你父大G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ǽ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a固你的国位，
正如我与你父大G所立的Ō，Ǣ：你的子v必不断人作以色列的王。” I代志下7:17-18 {PK 46.2}

47

如果所ŷ門ŤŧǼ虚地侍奉主，他在位的整个Û期就必能向四[ɔ国LÈ强有力的
善感化力；
Ɋ些ɔ国原已因他父�大G的Ţ治，并因他自己作王初期的智慧言ǜ和丰 功�而得到良好的印
象。上帝既ʣ先看到与兴盛及属世尊荣而俱来的可怕ǎ探，就警告所ŷ門=要防h背道的罪�，并
ʣ先指出罪�的可怕ŝ果。他宣称：如果以色列人“离弃耶和B他�列祖的上帝，”并±迷不悟地敬拜
偶像，那么，Ɏ方才所奉献的壮�圣殿也必 “在万民中作笑Ǯ，被Ƴǝ。” I代志下7:20; 22 {PK 47.1}

所ŷ門由于Ɋ道从天上来的信息，知道了自己
以色列所献的祷告已蒙上天�允，便大得勉励，
非常兴m；从此他就ɋ入了他作王的一段最光荣Û期，当Û，“普天下的王”都来求Ʃ，“要听上帝ȡ
ş他智慧的Ǒ。” I代志下9:23 ƽ多人都来看他施政的方式，并Ǥ他指教如何g理疑ʔ的事件。 {PK

47.2}

当Ɋ些人ǴƩ所ŷ門的Û候，他就教ƶ他�关于7造万物的上帝，因此他�回家之后，也就}以
色列的上帝，以及他}于人类的慈ę，具有了更清楚的ƲǇ。此后他�也能在造化之工上，看到祂
慈ę的表露和祂圣德的P示；因此有ƽ多人也敬拜上帝
他�的神了。 {PK 47.3}

所ŷ門在开始担Ȃ国家重任、并在上帝面前承Ʋ “我是幼童”Û所表Ģ的Ǽ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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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列王ƹ上3:7 他}上帝的Ý著的ę，他}圣物的恭敬，}自己的不信任，以及他高�无ĺ之7造
主的行
，!!Ɋ一切)得效法的品格上的�点，都在圣殿落成典礼中、当他以Ǽ卑的�求者的身份
跪下作奉献祈祷Û表Ý出来了。今日的基督徒�当ǽ慎，以免有�失恭敬与敬畏精神的*向。《圣
ś》教ƶ人�当如何朝Ʃ7造主，!!存心Ǽ卑，敬畏，并信靠那位具有神性的中保，Ǐ人曾ś宣称
Ǣ：“耶和B
大神，
大王，超乎万神之上。……来啊，我�要屈身敬拜，在造我�的耶和B面前
跪下。” Ǐ篇75:3-6 {PK 47.4}

我�无ƿ是参加公�或个人的礼拜，在向上帝献祷Û双膝跪在他的面前，乃是我�的特权。我�
的模范耶ĸ曾“跪下祷告。” 路加福音22:41 ƿ到祂的門徒，也有ƹȹǢ他�“跪下祷告。” 使徒行!
9:40 保ŷǢ：“我在父面前屈膝。” 以弗所�3:14以斯拉在上帝面前承Ʋ以色列的罪，也是“双膝跪
下。” 以斯拉ƹ9:5 但以理“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上帝面前，祷告感ǹ。” 但以理�6:10 {PK 48.1}

}上帝表示真w的崇敬，乃是由于感到上帝的无限 大，并体会到祂的与我�同在而生L的。人
的心既}冥冥中的主有了Ɋ种感ƭ，就必深深有>于衷。

49

祈祷的Û辰和地点都是神圣的，因
有上帝	格。而且当我�在�度�止上表示尊敬Û，Ɋ种感
ƭ就必加深。Ǐ人Ǣ：“他的名圣而可畏。” Ǐ篇111:9 Ɏ天使在称呼祂的圣名Û，也都要遮盖自己的
Ɗ。如此看来，我�Ɋ些堕落有罪的人在提Ǣ祂的圣名Û，理当怎ëƁ敬呢！ {PK 48.2}

不ƿ老少，人人都当思考Ɋ些Ǣ明�如何尊重上帝特别	格之g的ś文。他曾在焚Ė的荆棘中吩
咐摩西Ǣ：“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
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出埃及ƹ3:5 雅各在他看Ʃ天使的异
象之后，ȦN道：“耶和B真在Ɋ里；我竟不知道。……Ɋ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門。”
7世Ŏ28:16; 17 {PK 49.1}

所ŷ門在�行奉献典礼Û所ƺ的Ǒ中，力]从听�心中消除那曾ś蒙蔽一般异教徒之心意的有关
7造主的迷信。天上的上帝并不象外邦的ǥ神，被限制于人手所造的殿宇中；当祂的子民聚集在那
奉献
敬拜祂而用的殿中Û，祂必藉着祂的灵与他�同在。 {PK 49.2}

ƽ多世Ŏ之后，保ŷ曾用以下的Ǒ来Ǣ明Ɋ同一真理：“7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
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好象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ȡş万
人。……要叫他�~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w他离我�各人不Ɍ；

50

我�的生活、>作、存留，都在乎他。” 使徒行!17:24-28 {PK 49.3}

“以耶和B
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¾ɐ
自己��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B从天上ƪ
看；他看Ʃ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察看地上一切的居民。”“耶和B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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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Ţ管万有。”“上帝啊，祢的作
是洁1的；有何神大如上帝呢？祢是行奇事的上帝；祢曾在列邦
中，彰Ý祢的能力。” Ǐ篇33:12-14; 103:19; 77:13-14 {PK 50.1}

上帝虽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但祂却以祂的	格尊荣祂子民的聚集。祂已�ƽ当他�聚集来~求
祂，并承Ʋ自己的罪，彼此代求Û，祂就必藉祂的圣灵与他�同在。但是凡聚集来敬拜祂的人必ʝ
放弃一切的�事。他�若不用心灵和ǐw与圣洁的荣美来敬拜祂，他�的聚集礼拜便是枉然的。主
ƿ到Ɋ等人Ǣ：“Ɋ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Ɍ离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ʾ太福音15:8-9 凡
是敬拜上帝的人，必ʝ“要用心灵和ǐw拜他，因
父要Ɋë的人拜他。” Ō翰福音4:23 {PK 50.2}

“惟耶和B在他的圣殿；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Ɓ敬静默。” 哈巴谷�2:20 {PK 50.3}

51

第三章强盛中的高傲

当所ŷ門高�上天的律法Û，上帝就与他同在，ȡ他智慧，能以公平和恩慈治理以色列国。起
先，在他得到Ȅ富和属世的尊荣Û，他仍然保持Ǽ卑的精神，所以他的@力范[是广大的。“所ŷ門
Ţ管ǥ国，从大河（幼L拉底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Ʉ界。”“四境尽都平安。所ŷ門在世的日
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ê下，和无花果ê下，安然居住。” 列王ƹ上4:21; 24-
25 {PK 51.1}

可惜在前途大有希望的初期之后，他的生活却因背道而致黯淡无光了。I史ƹȹ了Ɋ件可悲的事
w，那就是Ɋ个被称
耶底底�!!“因
耶和Bę他；” 撒母耳ƹ下12:25 又蒙上帝所看重而得到那
么Ý著的神圣眷ę的Ǆ据，以致他的智慧和正直博得了普世的声望；

52

也曾引ʤ别人�荣耀与以色列的上帝的人，后来竟放弃敬拜耶和B，而向异教的偶像屈膝。 {PK

51.2}

在所ŷ門登位作王之前几百年，主曾ʣ先Ʃ到那些被ɐ作以色列王之人所面	的种种危ʒ，所以
早就ȡş摩西一番教ƶ，作
他�的指�。上帝曾指示凡登上以色列王位的人，要从“祭司利未人面
前的Ɋ律法�”中“
自己抄�一本”耶和B的典章。耶和BǢ：“存在他那里，要平生ǣǧ，好学�敬
畏耶和B他的上帝，ǽ守遵行Ɋ律法�上的一切言ǜ，和Ɋ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
偏右，离了Ɋǚ命；Ɋë，他和他的子v，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ɹ日久。” 申命ƹ17:18-20
{PK 52.1}

除了以上Ɋ段教ƶ之外，主又特别警戒那将来要受膏作王的人，“不可
自己多立妃u，恐怕他的
心偏邪；也不可
自己多ĵ金ɨ。” 申命ƹ17:17 {PK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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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ŷ門原来熟悉Ɋ些警告，有一段Û期他也曾加以注意。他最大的愿望原是要使自己的生活和Ţ
治，都遵循那在西乃山所ʡ布的律例。他g理国=的方式，与当Û列国的ʯ俗�©有Ý著的区别，
!!Ɋ些国家是不敬畏上帝的，他�的君王将祂的圣律法放在脚下践踏。 {PK 52.3}

53

后来所ŷ門想要与以色列南面的一个强国加强邦交，他竟冒ʒ踏入禁地。撒但知道ʜ从所必有的
ŝ果；所以当所ŷ門在位的初期，!!就是当王因智慧、慈善、和正直而大得尊荣的几年中，!!他
就ǂ法�ɋ一些影响，阴ǰ破坏所ŷ門忠于原5的心，使他离弃上帝。仇Ù在Ɋ方面的努力竟ƙ得
了成功，我�可从《圣ś》的ƹȹ中ǧ到：“所ŷ門与埃及王法老ŝ�，娶了法老的女儿
妻，接她
ɋ入大G城。” 列王ƹ上3:1 {PK 53.1}

Ɋ次婚姻虽然ɍ反上帝律法的教ƶ，但从人的眼光看来似乎ɉ是一种福气；因
所ŷ門的Ɋ个信
奉异教的妻子已ś悔改了，并与他一同敬拜真神上帝。再者，法老
以色列作了一件Ý著的ȃ献，
攻取基色，“á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将城ȡş他女儿所ŷ門的妻作ok。” 列王ƹ上9:16 所ŷ門重
建Ɋ城，Ɋë地中海沿岸的国防就Ý然大大加强了。但他既与一个信奉邪教的国家ŝ盟，而且盟Ō
又是以与拜偶像的公主ſ姻来Ʊ立的，所ŷ門就ȸ率地将上帝
保持祂子民的ŏ洁所制定的Ȇ明ƫ
例置之不ʟ了。他}于他埃及妻子悔改的希望，不ɇ是一个不)一˂的犯罪藉口而已。 {PK 53.2}

上帝本乎祂的大怜£，一ÛƦ救了Ɋ个�重的ɲǞ；同Û王至少ɉ可以藉ƀ明的措施，

54

大大遏止因他Ɋ不智的行
而�生的�影响。可惜ɊÛ所ŷ門已ś开始忘却他能力和尊荣的来
源。当情感占了上ʯ而理智失@，自恃心加强的Û候，他就企]用自己的方法来wĢ上帝的旨意。
他Ƀ称他与周[列国ůŝ政治和通商的盟Ō，可以使Ɋ些国家得到有关真神上帝的知Ǉ；因此他一
而再、再而三地与Ɋ些国家Ʊ立不神圣的盟Ō。Ɋ些盟Ō往往是藉着与信奉异教的公主ſ姻来a定
的。于是他就因随从四[民族的ʯ俗而不ʟ耶和B的命令了。 {PK 53.3}

所ŷ門自欺自慰，以
自己的智慧和榜ë的力量，必可引ʤ他的妃u放弃拜偶像，而敬拜真神上
帝，并且Ɋŝ成的同盟也必能吸引周[列国与以色列有密切的交往。Ɋ是多么虚妄的希望！所ŷ門
Ʋ
自己已够a强，足能抵抗外邦妃u的影响，w在是一个�重的ɲǞ。他竟以
自己虽然不ʟ上
帝的律法，却ɉ可以引ʤ别人尊敬并ʜ从律法神圣的条例，Ɋ更是一种�重的自欺。 {PK 54.1}

王与异邦各国ſ盟及通商的ŝ果，使他得到名誉、尊荣、和属世的Ȅ富。他能大量从俄斐Ɉ来金
子，从他施Ɉ来ɨ子。“王在耶路撒冷使金ɨ多如石i，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ê。” I代志下1:15 在
所ŷ門的日子，越来越多的民�可以得到Ȅ富及与之俱来的ǎ探；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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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品格上的精金却失光M色了。 {PK 54.2}

所ŷ門的背道是逐ćL展的，甚至在他尚未警ƭ之前，他已ś离开上帝很Ɍ了。他几乎不知不ƭ
地越来越少依靠上帝的引�与ȡ福，ȳ而依靠自己的力量。他逐ć偏离了那使以色列作
特ɐ子民
的不偏不倚的ʜ从，而越来越ŉ地追随四[列国的ʯ俗。他屈服于他的成功和尊荣地位所附�的种
种ǎ探，竟忘ƹ了他兴盛的根源。那要在能力和权@方面凌ˆ一切其他国家的野心，使他将ɇ去用

荣耀上帝的天ȡ恩惠Ǟ用来追求自私的欲望。那原�Ƭ
神圣的委托，而用以ǰ求ĺ人幸福并在
全世界推广圣洁生活原5的金ɠ，竟自私地消耗在奢侈的用途上了。 {PK 55.1}

王既�注于他心中J倒一切的欲望，就是要在外表的炫耀上超越列国，便忽略了追求品格完美的
需要。
要追求在世人面前尊荣自己起Ʃ，他竟出E了自己的Ɛ操与公正。国家巨大的收入，除了
得自与各地通商的利Ă之外，ɉ靠Ǩ征重税来弥Ʀ。ˉ傲、野心、奢侈、和Œ欲就此�生了暴虐和
苛政的�果。他在位初期}待百姓的正直、体恤的精神如今都改M了。他竟从一个最明智、最慈怜
的帝王堕落成
暴君了。

56

Ɋ一度富有同情而敬畏上帝的以色列民Ĭº人，竟成
J迫虐待他�的了。苛捐â税接二Ɏ三地
Ǩ加在百姓i上，
要征ÚȜȄ来供奉奢侈浪Ȗ的z廷。 {PK 55.2}

于是百姓怨声ȹ道了。他�ɇ去一度}于国王所存的崇敬和ɞ佩，ɊÛ已M成不Ċ和憎恨了。 {PK

56.1}

耶和B曾警告那些将来作以色列王的人不可
自己加添ʾ匹，免得他�依靠“血肉的膀臂。”但所
ŷ門竟全然不ʟɊ条禁令，“所ŷ門的ʾ是从埃及�来的。”“有人从埃及各国
所ŷ門赶ʾ群来。”“所
ŷ門聚集®ȱʾ兵，有®ȱ一千四百ȼ，ʾ兵一万二千名，安置在屯ȱ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
王那里。” I代志下1:26;9:28; 列王ƹ上10:26 {PK 56.2}

王越来越ȋ]奢B和Œ欲，以及世人所ę好的 大。他从埃及、腓尼基、以�、摩押、和ƽ多其
他地方搜ŷ美女，数以百ư，她�都是敬拜偶像的，并且受教施行残酷而卑劣的�式。王既迷恋她
�的美色，便忽略他}上帝和}自己国家的本分了。 {PK 56.3}

他的妃u在他身上LÈ了强烈的影响，ćć地Ǡ惑他参加她�的偶像敬拜。所ŷ門已将上帝ɇ去
所ş他、要他作
防范离道背教之藩ƞ的教ƶ置之不ʟ，

57

如今他竟耽溺于敬拜假神了。“所ŷ門年老的Û候，他的妃uǠ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
父�大G，ǐǐww的ʜ服耶和B他的上帝。因
所ŷ門随从西ʠ人的女神�斯他�，和�³人可
憎的神米勒公。” 列王ƹ上11:4-5 {PK 56.4}

在橄í山的南�，!!耶和B壮�的圣殿所在地摩利�山的}面，!!所ŷ門造了一大批建筑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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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庙宇之用。他
了要ƴ妃u�的ñ心，就将巨大的偶像，!!木石制成的怪物，!!放在石榴
和橄íê林中。在那里，就是在外邦神，!!“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³人可憎的神摩洛”的邱b之
前，�行了异教最卑劣的�式。 {PK 57.1}

所ŷ門的行径招致了必然的刑Ÿ。他由于与拜偶像的人交往而离弃了上帝，Ɋ就是他自取ȇ亡。
当他放弃效忠上帝之心Û，他就�失了自治之力。他道德的效能消失了，他那敏ɱ的ƩǇɏɚ了，
他的良心也麻木了。他在初作王的Û候曾表Ģ何等大的智慧和同情心，将一个可怜的t孩�ɉş那
不幸的母�，（Ʃ列王ƹ上3:16-28）如今他竟堕落到那么低下的地步，甚至同意建立一个偶像，并
将活生生的孩童献
祭物。他在青年ÛȞ有慎思明辨的能力，壮年Û曾受圣灵感>写出“有一条路人
以
正；

58

至ř成
死亡之路，” 箴言14:12 Ǫ知到了晚年却如此Ɍ离ŏ洁之路，竟去Ȧ助那有关敬拜基抹和
�斯他�的荒淫可憎的�式。他在奉献圣殿Û曾}民�Ǣ：“你�当向耶和B我�的上帝存ǐw的
心，” 列王ƹ上8:61 如今自己却成了犯罪者，在内心和生活上自食其言。他Ǟ以任性
自由。他妄
想将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ŏ洁与õķ、基督与彼列ſ合起来，但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惨重
啊！ {PK 57.2}

所ŷ門从一个空前±掌王权的 大君王，一落而成
一个好色之徒，受人利用，被人役使了。他
那一度高尚6强的品格，竟M成衰弱�柔的了。他}于永生上帝的信仰，竟
无神主的�疑所取
代了，不信摧ò了他的幸福，削弱了他的主，ȇ坏了他的生活。他在位初期所具有的公与{
厚，竟M成了�制和暴虐。可怜脆弱的人性！人若�失了倚靠上帝的心，上帝就不能再
他�作什
么了。 {PK 58.1}

在Ɋ些背道的年代中，以色列人灵性的衰落真是每下愈况了。当他�的王与撒但的爪牙ŝ盟Û，
ɉ能希望情形比Ɋ更好么？仇Ù利用Ɋ些爪牙淆乱以色列人的心智，使他�辨Ǉ不出真敬拜与假敬
拜的分别；于是他�就成了容易被捕取的掠物了。以色列人既与他国通商，又与不ę上帝的人�密
来往，他�自己ę上帝的心就冷淡了。他�}于上帝崇高圣洁之品德的敏感也就麻木了。

59

他�既不肯行在ʜ从的路上，就ȳ而效忠公的仇Ù了。以色列人与拜偶像的人通婚既成了普遍
的Ģ象，他�很快就不再憎恨拜偶像的��了。多妻制ʯ行一Û。拜偶像的母�教养子女从小遵行
异教的礼Ɛ。在一些人的生活中，上帝所制定ŏ洁的宗教礼Ɛ，已被一种最黑暗的敬拜偶像的邪教
所代替了。 {PK 58.2}

基督徒�当保守自己与世界及其精神和影响判然有别。上帝足能保守我�在Ɋ世界之中，而我�
却不可属于Ɋ个世界。祂的ę乃是恒久不M的。祂一向以不可量度的关注照ʟ祂的子民。但祂要人
�一的忠ʜ。因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Ɋ个ę那个，就是重Ɋ个ȸ那个；你�不能又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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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上帝，又侍奉Ġ門。” ʾ太福音6:24 {PK 59.1}

所ŷ門Ȟ有非常的智慧；但Ɋ个世界ř于引Ǡ他离弃了上帝。今日的世人并不比他更
a强，他
�一ë容易屈服于那使他堕落的@力。上帝ɇ去怎ë将所ŷ門所有的危ʒ警告他，今日祂也同ë警
告祂的儿女不可与世俗同化，因而危及自己的心灵。他告ǚ他�Ǣ：“你�=要从他�中ʀ出来，与
他�分别，不要沾不洁1的物，我就收ő你�。我要作你�的父，你�要作我的儿女；Ɋ是全能的
主Ǣ的。” 哥林多后�6:17-18 {PK 59.2}

兴盛之中潜伏着危ʒ。I代以来，那与富足和尊荣而俱来的�是}于人类及心灵的ĳ患。我�最
ʔ保持平衡的，倒不是空的杯子；而是盛得ĊĊ的杯子。

60

苦ʔ和�患固然使人悲愁；但最足以危害灵命的，却是繁荣兴盛。一个人若不ś常ʜ服上帝的旨
意，若不因真理而成圣，他的兴盛就一定会引起那招致僭越放恣的属肉体的癖性。 {PK 59.3}

在屈辱的幽谷中，人若依靠上帝来教�他�，并引ʤ他�的每一步路程，那就比Ⱥ安全了。但那
些&然站在高峰之上，又因他�的地位而被人看
大有智慧的人，!!Ɋ些人却正g于最大的危ʒ之
中。Ɋë的人若不以上帝
他�的依靠，他�就必定跌倒。 {PK 60.1}

无ƿ何Û，人若放Œˉ傲和野心，他的人生就要遭受�É；因
ˉ傲的人既不ƭ得自己有需要，
就关ɼ心門而不接ő上天的无ĺ恩惠了。那以自高自大
人生目的的人，必要LĢ自己缺乏上帝的
恩典，因
惟有藉着祂的丰盛，才能ƙ得最可靠的Ȅ富和最令人Ċ足的喜�。但那奉献一切ş基督
而
祂服=的人，必要体ˌ到以下�ƽ的wĢ：“耶和B所ȡ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Ơ。” 箴
言10:22 救主用祂的恩典温和地感化人心，从其中除去不安的情Ŧ和不洁的奢望，M仇恨
仁ę，
化疑惑
信任。当祂向人的心灵Ǣ：“来跟从我”的Û候，世界迷人的ƣ惑就此被3破了。人一听到祂
的声音，心中所有ȋ]名利的精神就必消散，他�就能Ó脱一切的束Ų，而起来跟从祂了。 {PK 60.2}

61

第四章违命的结果

那使所ŷ門落到奢侈和暴虐之地步的最基本原因，乃是他没有保持也没有培养自我ě牲的精神。
{PK 61.1}

当摩西在西乃山麓，将“当
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中ʀ”的命令告ǉ以色列民Û，他�便
响�Ɋ号召并送来相当的礼物。“凡心里受感和甘心�意的，都拿……礼物来。” 出埃及ƹ25:8;
35:21 建造圣所需要ɋ行广泛的准h；需要大量最B美最宝ȓ的材料，但耶和B只悦ő�意奉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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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摩西曾再三将上帝的命令告ǉ会�Ǣ：“当
我送礼物来，凡甘心�意的，你�就可以收下�
我。” 出埃及ƹ25:2 }上帝的忠ǐ和ě牲的精神，

62

乃是
至高者ʣh居所的首要条件。 {PK 61.2}

当大G将建造圣殿的ȅ任移交所ŷ門Û，他也曾L出同ë自我ě牲的号召。大G}当Û聚集的会
�Ǣ：“今日有Ǫ�意将自己献ş耶和B呢？” I代志上29:5 凡与建殿工作有分的人，=ʝ将Ɋ�意
献身和甘心服=的号召存在心中，永誌勿忘。 {PK 62.1}


建造Ü野的会幕起Ʃ，上帝曾将特别的技巧与智慧ȡş他所¾ɐ的人。“摩西}以色列人Ǣ：犹
大支派中，……比撒列，耶和B已śʪ他的名召他；又以上帝的灵充Ċ了他，使他有智慧、ƀ明、
知Ǉ，能作各ë的工。……耶和B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何利�伯，心里灵明，能教�人。耶和
B使他�的心，Ċ有智慧，能作各ë的工，无ƿ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ţ花的工，并机匠的
工，他�都能作。……比撒列和�何利�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Bȡ智慧ƀ明……
的。” 出埃及ƹ35:30-35; 36:1 有天上的使者和上帝�自¾ɐ的工人通力合作。 {PK 62.2}

Ɋ些工人的后裔大都承受了那ȡ予他�祖先的才能。Ɋ些犹大支派和但支派的人一Ûɉ保持他�
Ǽ卑和无私的精神。但久而久之，他�几乎不知不ƭ地，就�失了依靠上帝的心和无私地
祂服=
的愿望。

63

他�因
自己具有从事精ŗ美à的技巧，所以要求更高的薪ş。有Û他�Ɇ到了他�的要求，但
更多Û候他�却在周[的列国中受雇工作。他�没有那充Ċ他�著名的祖先心中自我ě牲的高尚精
神，反而放Œȋ而无K的心。
要Ċ足自私的欲望起Ʃ，他�竟用上帝所ȡ的技巧去
异族的君王
服=，用他�的才能去完成一些足以玷辱7造主的工程。 {PK 62.3}

所ŷ門就是从Ɋ些人中物色一个工程�，来Ĭ督摩利�山上圣殿的工程。那有关建造圣殿各部分
的ǘŗ�面指示，已ś交托ş所ŷ門王了。他尽可凭着信心求上帝ş他献身的助手，就是上帝ȡ以
特别技巧，可以正确地从事所需要之工作的人。可惜所ŷ門忽略了Ɉ用信心的机会。他打L人向推
ŷ王要一个人，“就是善用金、ɨ、ɤ、ɢ、和紫色、朱ŋ色、Ɲ色Ŕ、并精于雕刻之工的巧匠，
与……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巧匠一同作工。” I代志下2:7 {PK 63.1}

推ŷ王答�了，于是就派遣¯,来，他“是但支派一个p人的儿子，他父�是推ŷ人。”（I代志
下2:14）¯,根据母系，乃是几百年前蒙上帝ȡ予特别智慧建造圣幕的�何利�伯的后裔。 {PK 63.2}

Ɋë，在所ŷ門的大批工人之上安置了一个工i，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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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从事工作却不是出于无私地
上帝服=的>机，他侍奉Ɋ世界的神!!Ġ門。那Ŗ成他的人
生的，乃是自私自利的原5。 {PK 63.3}

¯,因
自己具有非常的技能，就要求�厚的薪ş。他的同工也ćć感染了他所�存的Ɋ种ɲǞ
精神。当他�天天与他同工Û，他�就*向于拿他的工Ȝ来和自己的作比Ⱥ，因此便逐ć忘ƹ了自
己工作的圣洁性ȉ。他��失了克己的精神，而代之以ȋ婪的精神。ŝ果他�也要求更高的工Ȝ，
并且Ɇ到了目的。 {PK 64.1}

Ɋ种有毒害的影响渗入了主工作的各部門，而且蔓延到全国。ƽ多人既求得�厚的薪金，就有了
放Œ奢侈浪Ȗ的机会。于是富人J迫ĺ人，自我ě牲的精神几乎完全消失了。在Ɋ些广泛的影响
中，可以探索出那曾列于最ƀ明之人中的一位、其�重背道的基本原因之一。 {PK 64.2}

那些从事建筑所ŷ門圣殿之人与古Û建造Ü野圣幕之人，在精神和>机上所有的尖ɱ}比，含有
一ʛ意深ɹ的教ƶ。今日支配世人的私心，正是古Û建造圣殿的工人那种�求利己之特性的写
真。ȋ婪与追求最高地位和最高薪ş的精神普遍流行。而古Û建造圣幕之工人的那种�意服=和甘
心克己的精神，却不可多得。

65

但是作耶ĸ門徒的人，却�D受Ɋ种精神的鼓舞。我�神圣的夫子曾留下一个榜ë，指明祂的門
徒�当如何工作，}于祂所吩咐“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一ë”的人（ʾ太福音4:19），祂
并没有�ƽ他�一定的数ʬ作
他�服=的»酬。他�乃要与祂一同克己ě牲。 {PK 64.3}

我�不可
我�所得的薪Ȝ而工作。那激励我�
上帝作工的>机，不�含有一点类似利己的成
分。无私的献身和ě牲的精神，原是!!而且永Ɍ是得蒙悦ő之工作的首要条件。我�的主，我�的
夫子，不愿在祂的工作中Í有一点自私的成分。我�要在我�的工作上Ɉ用机警和技巧、ŗ心和智
慧，Ɋ也是全h的上帝}建造地上圣幕的人所要求的，但我�必ʝ牢ƹ：在我�一切的努力中，我
�惟有将自己献在b上，当作活祭，我�最大的才能和最好的服=方可得蒙悦ő。 {PK 65.1}

那使以色列王ř于招致堕落的另一件偏离正原5的事，便是他屈服于ǎ探之下，把DD属于上
帝的荣耀�ş自己。 {PK 65.2}

自从所ŷ門受托建造圣殿的日子直到圣殿落成
止，他所公开声明的宗旨乃是：“要
耶和B以色
列上帝的名建殿。”（I代志下6:7）当奉献圣殿的Û候，他在以色列全会�之前完全承Ʋ他的Ɋ个宗
旨。

66

王在祷告中，也承Ʋ耶和B曾�ƽɊ殿乃是立
祂名的居所的。（Ʃ列王ƹ上8:29） {PK 65.3}

所ŷ門的献殿祷告中最>人的一段Ǒ，乃是他
外邦人向上帝所作的�求，Ɋ些人原是从Ɍ方各
国而来，
要多知道那大名!遍天下的上帝。王�求Ǣ：“他�听人ƿǢ祢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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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来的膀臂。”所ŷ門Ťŧ
Ɋ些从外邦来敬拜的人求告Ǣ：“求祢……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
而行，使天下万民都ƲǇ祢的名，敬畏祢象祢的民以色列一ë，又使他�知道我建造的Ɋ殿，是称

祢名下的。”（列王ƹ上8:42-43） {PK 66.1}

在典礼完成之Û，所ŷ門;勉以色列人当向上帝存忠ʜǐw的心，他Ǣ：“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惟
独耶和B是上帝，并无别神。”（列王ƹ上8:60） {PK 66.2}

那比所ŷ門更大的一位，乃是圣殿的ǂư者，Ɋ座殿宇矗立在那里，就是表Ý上帝的智慧和荣
耀。那些不知道Ɋ件事w的人，自然会ɞ佩并称Ȧ所ŷ門
圣殿的ǂư者和建造者，但王并没有将
ǂư和建造的荣耀�ş自己。 {PK 66.3}

当示巴女王来ƮƩ所ŷ門的Û候，情形也是如此。她听Ʃ所ŷ門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雄 的圣
殿，就决意“要用ʔ解的Ǒǎɽ所ŷ門，”并要�自看他那些名ʅ遐迩的工程。于是她�着一大群侍
从，

67

“又有ˊ˅ʿ着香料、宝石、和ƽ多金子，”跋涉ɹ途来到耶路撒冷。“她来Ʃ了所ŷ門王，就把心
里所有的，}所ŷ門都Ǣ出来。”她与所ŷ門Ǯƿ自然界的奥秘，所ŷ門就把自然界的上帝， 大的
7造主，就是那位住在高天之上Ţ管万有的主宰教�她。“所ŷ門王将她所ɽ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
不明白、不能答的。”（列王ƹ上10:1-3;I代志下9:1-2） {PK 66.4}

“示巴女王Ʃ所ŷ門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z室，……就Ǚ异得神不守舍。”她自Ʋ：“我在本国
里所听Ʃƿ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w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Ǒ，及至我来�眼Ʃ了，才知道人所
告ǉ我的ɉ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ɇ我所听Ʃ的ʯ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
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Ǒ，是有福的。”（列王ƹ上10:4-8;I代志下9:3-6） {PK 67.1}

女王在ǃɽŝ束的Û候，已ś从所ŷ門充分地受教，而得知他智慧和兴盛的来源，以至她不由得
便不称ʢ人，而ȦNǢ：“耶和B你的上帝是�当称ʢ的，他喜悦你，使你坐以色列的国位；因
他
永Ɍę以色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公行。”（列王ƹ上10:9）Ɋ就是上帝所定意要ş予万民的
印象。当“普天下的王都求Ʃ所ŷ門，要听上帝ȡş他智慧的Ǒ”Û（I代志下9:23），所ŷ門ɉ能尊
荣上帝，

68

向他�指明那位7造天地、掌管宇宙的全智的主宰。 {PK 67.2}

如果所ŷ門存Ǽ卑的心，Ťŧ将世人}于他的注意ȳ向那ȡ与他智慧、富足、和尊荣的一位，他
的I史将是何等的光荣啊！《圣ś》虽然ƹȹ他的德行，但也据wƹȹ他的堕落。当所ŷ門登峰造
极、ʜ利繁荣的Û候，他就i昏目眩，失去平衡而跌倒了。他ś常受世人的称Ȧ，ř于不能抗拒Ǭ
媚的影响。那交托ş他的智慧，原是要他�荣耀与ȡ智慧之主的，却使他因此Ċ心高傲。最后他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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Ƶ人将Ɋ
“耶和B以色列上帝的名”所ǂư、所建造的无比壮�的殿宇�功于他自己，而以他
最)
得称Ȧ的人。 {PK 68.1}

Ɋë，耶和B的圣殿竟以“所ŷ門的殿”ʅ名在列国ʀ。人竟将那属于“高ɇ居高位”之主的荣耀�ş
自己（!道�5:8）。直到今日，所ŷ門所Ǣ“我建造的Ɋ殿是称
祢名下的，”（I代志下16:23）竟
Û常被称
“所ŷ門的殿，”而非耶和B的殿了。 {PK 68.2}

人所表Ý的ȶ弱，没有比Ƶ别人将天ȡ的恩惠�功于自己更
�重的了。真基督徒必定在一切的
事上以上帝
首、
ř、
至上。

69

没有什么野心的>机能冲淡他}于上帝的ę；他必要a定不移地将尊荣�ş他在天上的父。当我
�忠心地高�上帝的圣名Û，我�的>机就必ʜ服神的管理，我�也就能L展灵性和心智的能力
了。 {PK 68.3}

神圣的夫子耶ĸ是ś常高�天父圣名的。祂教�門徒祷告Ǣ：“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祢的名

圣。”（ʾ太福音6:9）而且他�也不可忘ƹ承Ʋ：“荣耀全是祢的。”（ʾ太福音6:13）Ɋ位大医�
非常ǽ慎地指引人的注意ȳ向祂能力的源i，以致当¤奇的群�“看ƩT吧ǢǑ，残疾的痊愈，瘸子
行走，瞎子看Ʃ”Û，并没有将荣耀�ş祂，却“�荣耀ş以色列的上帝。”（ʾ太福音15:31）基督在
被ə的前夕献上那美妙的祷告，Ǣ：“我在地上已ś荣耀祢。”祂�求Ǣ：“愿祢荣耀祢的儿子，使儿
子也荣耀祢。”“公的父啊，世人未曾ƲǇ祢，我却ƲǇ祢，Ɋ些人也知道祢差了我来。我已将祢的
名指示他�，ɉ要指示他�，使祢所ę我的ę在他�里面，我也在他�里面。”（Ō翰福音17:1, 4,
25-26） {PK 69.1}

“耶和B如此Ǣ：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Ȅ主不要因他的Ȅ物夸
口；夸口的却因他有ƀ明，ƲǇ我是耶和B，

70

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ę、公平、和公，以此夸口，Ɋ是耶和BǢ的。”（耶利米�9:23-
24）“我要……Ȧ美上帝的名，以感ǹ称他
大。”“我�的主，……你是配得荣耀尊ȓ权柄的。”“主
我的上帝啊，我要一心称Ȧ祢：我要荣耀祢的名，直到永Ɍ。”“你�和我当称耶和B
大，一同高�
他的名。”（Ǐ篇69:30;P示�4:11;Ǐ篇86:12; 34; 3） {PK 69.2}

在那�使以色列人偏离ě牲的精神、而*向荣耀自己的ȩ@之外，ɉ附�有另一件�重破坏上帝
}于他�所定之ư划的事。上帝原定意要祂的子民作世上的光。他�要从生活行
的表Ģ，将祂律
法的荣耀照射出去。
要w行Ɋư划，上帝曾使Ɋ蒙ɐ的国度占ʤ地上列国之中的有利据点。 {PK

70.1}

在所ŷ門的日子，以色列国的疆土北至哈ʾ，南ɔ埃及，西接地中海，�界幼L拉底河。有ƽ多
世界通商的天然大道穿ɇɊ区域之内，从Ɍ方来的商ʋś常在Ɋ里śɇ来往。Ɋ就ş所ŷ門和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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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以机会，可向各国的人表Ý万王之王的品德，并教�他�尊敬ʜ从祂。Ɋ种知Ǉ是要!ş全世
界的。

71

藉着献祭ě牲的教ƶ，基督要在列国之前被高�起来，使凡愿意的都可以得到生命。 {PK 70.2}

所ŷ門既被立
那原�作照耀列国的灯塔之光的国家元首，就当用上帝所ȡş他的智慧和感化力
来ŖŘ并指�一种大Ɉ>，以P迪那些不ƲǇ上帝和祂真理的人。Ɋë，ƽ多人就必被引ʤ效忠上
帝的律例，以色列也可得蒙保守不致感染邪教的��，而荣耀的主也可大得尊崇了。可惜所ŷ門忽
略了Ɋ一崇高的宗旨。那没有善用他千ȹ一Û的机会，来开�那些Û常śɇ他的ʤ土、或停留在他
主要城市中的人。 {PK 71.1}

上帝在所ŷ門和一切真以色列人心中所栽培的布道精神，已被一种商�主的精神所排Ç掉了。
那因与ƽ多国家交往而有的机会，被用来抬高个人的地位了。所ŷ門想要巩固自己政治的地位，就
在商�交通的孔道上建筑a固的城邑。他在埃及通往�,的大道上，靠近Ō帕的地方重建迦Ɯ城，
在耶路撒冷的西面，从犹大中心往返迦Ɯ和沿海的要道上，建造伯和�；在从埃及往大ʾ色，从耶
路撒冷往北的商ʋ必ś之路上，建造米吉多；又在来自�方的商ʋ必ś的路上，“建造Ü野里的Ɇ
莫。”（I代志下8:4）Ɋ些城邑都ǂ有a固的堡d。

72

ŋ海海口的商�地区ććL展起来了，“所ŷ門在以�地ŋ海Ʉ，……以旬迦别制造船只。”从推
ŷ来的熟悉泛海的船家，“与所ŷ門的仆人，一同坐船航海。他�到了俄斐，”“Ɉ了金子来，”又“Ɉ了
ƽ多檀香木和宝石来。”（I代志下8:18;列王ƹ上9:26, 28; 10:11） {PK 71.2}

王和ƽ多臣民的收入大大增加了，但是所付的代价却是何等重大啊！由于那些受托保管上帝圣言
之人的ȋ欲和浅Ʃ，

73

ŝ果无数¿Ç在交通大道上的人仍然不ƲǇ耶和B。 {PK 72.1}

基督在地上Û所遵循的途径，与所ŷ門所有的行径w有天渊之别。救主虽然¿有“所有的权
柄，”但他从来没有
求高抬自己而使用Ɋ种权柄。祂从来没有梦想地上的ƅ利或属世的 大，因而
破坏祂
人类服=的完全品德。他Ǣ：“狐狸有洞，天空的ʱ˖有Ľ，人子却没有枕i的地方。”（ʾ
太福音8:20）凡响�当前的呼召，已ś参加Ɋ位大工�之圣工的人，�当研究祂的方法。祂是善于
利用通衢大道上所能找到之机会的。 {PK 73.1}

耶ĸ在周流四方，往来奔波的期ʀ，�是住在迦百0，Ɋ里因而ʅ名
“祂自己的城。”Ɋ城位于
从大ʾ色到耶路撒冷和埃及、并到地中海沿岸的大道上，很适于作救主工作的中心。有从各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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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śɇɊ城，或在此逗留休息。耶ĸ在Ɋ里可以遇到各国各等的人，Ɋë，祂的教ƶ就!到其他国
家并!入ƽ多家庭里。藉着Ɋ种方法，引起了ƽ多人的兴趣去研究那些ʣ指弥ȥ�的ʣ言，于是他
�便注意到救主，而祂的使命也!到世人面前了。 {PK 73.2}

我�Ģ在与ƽ多国籍的各色各等人士接触的机会，比Ⱥ以色列人的Û代大多了，旅行的大道也比
古Û增多了何止千倍。 {PK 73.3}

74

至高者的仆人�当象基督一ë，以Ɋ些交通中心
他�的工作据点，因
他�在那里能遇到从世
界各地来的人�。他�也当象祂一ë，把自己藏在上帝里面，播撒福音的种子，将《圣ś》中的宝
ȓ真理!ş别人，Ɋ些真理必要在人�的心灵中深深扎根，L芽生ɹ，直引到永生。 {PK 74.1}

以色列在Ţ治者和民�ȳ离蒙召要Ɇ成之崇高使命的那些年ʀ的失ȇ，所留下的ɗ戒是�Ɓ的。
今日上帝的以色列民乃是Ŗ成基督真教会的上天的代表，他�虽然ȶ弱，即使č于失ȇ，也必ʝ6
强起来，因
他�身上Ȃ有完成那已交托ş世人的工作，以及促使那最后»Ƞ之大日来	的ȅ任。
但所ŷ門在位Û那ƅɇ以色列的同一@力，却仍必ʝ�付。�善之Ù的ʌ地是非常巩固的，我�惟
有依靠上帝的大能才能ƙ得ƅ利。我�当前的争斗需要我�操ŕ克己的精神，不靠自己而D靠上
帝，善用每一救灵的机会。当主的教会ſ合一致地往前迈ɋ，向一个伏卧在Ǿ道的黑暗中的世界Ý
示圣洁的荣美，就是表Ģ基督化的ě牲精神，高�上帝而不高�人，并以ę心和不倦的精神
那些
非常需要福音恩典的人服=Û，上帝的福惠就必追随着他�。 {PK 74.2}

75

第五章所罗門的悔改

当所ŷ門在位期ʀ，主曾两次向他ÝĢ，并惠予嘉ő和指教----一次是在基遍的异象中，�ƽȡ他
智慧、Ȅ富、和尊荣，同Û也嘱咐他保持Ǽ虚和ʜ从的精神；另一次是在奉献圣殿之后，主曾再度
;他=要忠心。那ȡş所ŷ門的;告是Ņ明的，�ƽ是奇妙的；但ŝ果《圣ś》}于Ɋ个在ġ境、
性格、和生活各方面，都似乎是最有Ȝ格ǽ守ƶ言并Ċ足上天希望的人，竟有如下的ƹȹ：“他却没
有遵守耶和B所吩咐的。”“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ÝĢ的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耶和B曾吩咐他不可随
从别神。” 列王ƹ上11:9-10 况且他的背道是那么�底，他的心因犯罪而M成那么6硬，以致他的罪
情看上去几乎是没有一点希望的了。 {PK 75.1}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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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ŷ門竟ȳ离了那与上帝交通而有的喜�，去从情欲的放Œ中~求Ċ足。他ƿ到Ɋ种śˌǢ： {PK

76.1}

“我
自己>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我�了仆婢……我又
自己ĵ蓄金
ɨ，和君王的Ȅ宝，并各省的Ȅ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ę的物，并ƽ多的妃u。Ɋë，
我就日Ʃ昌盛，ƅ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人。…… {PK 76.2}

“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ş他的，我心所�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
我一切所
?碌的快�。……后来，我察看我手所ś菅的一切事，和我?碌所成的功；Ǫ知都是虚空，都是捕
ʯ，在日光之下毫无益g。 {PK 76.3}

“我ȳ念ƪ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后而来的人，ɉ能作什么呢？也不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
了。……我所以恨�生命，……我恨一切的?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碌。” !道�2:4-18 {PK 76.4}

所ŷ門从他自己痛苦的śˌ中，得知一个在属世事物中追求幸福的人生的虚空。他曾
外邦的神
明筑b，ŝ果只是看出它�所能ȡ予心灵的安慰是多么的渺茫。愁ʁ和ĕ¡的念i昼夜困¶他。他
再也得不到人生的�趣或心灵的平安，前途也因š望而Ý
黑暗了。 {PK 76.5}

77

但主ɉ没有�弃他。只藉着ȅh的信息和�厉的¦Ÿ，ǂ法使王看出自己行径的罪�。祂撤除了
祂的保º，容ƽ仇Ù蹂Ȯ并削弱王的国度。“耶和B使以�人哈Ɇ兴起，作所ŷ門的Ù人。……上帝
又使……利ɑ兴起，作所ŷ門的Ù人；……利ɑ招聚了一群人，自己作他�的i目，”“他恨�以色列
人，且作了�,人的王。所ŷ門的臣仆……耶ŷ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也�手攻3王。” 列王
ƹ上11:14-28 {PK 77.1}

最后，主藉着先知!ş所ŷ門以下¤人的信息：“你既行了Ɋ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Ō和律
例，我必将你的国j回，ȡş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大G的ű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Ɋ事；
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j回。” 列王ƹ上11:11-12 {PK 77.2}

所ŷ門听到Ɋ个向他和他全家宣布的判决，就像从梦中猛然¤醒；他的良心重新LĢ，使他看出
自己愚妄的真相。他以"痛的心灵和虚弱的身体，疲乏而干渴地ȳ离了世上“破裂不能存水的池
子，”而再度ȳ向那“活水的泉源。”苦ʔ的ɶĐř于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他曾因自己无法ȳ离愚妄而
ɹ久困于Ď亡的恐惧之中；但是Ģ在他已从Ɋ道信息中看出一Ŕ希望来。

78

上帝并没有全然�弃他，却仍准h拯救他脱离他自己所无法Ó脱的、比死亡更可怕的奴役。 {PK

77.3}

所ŷ門本着感激的心承Ʋ了那位“高ɇ居高位”的主的大能和慈ę； !道�5:8 便以痛悔的心开始
ȳ回他曾Ɍ离的ŏ全与圣洁的境地。他固然不能再希望避免罪�悲惨的ŝ果；他也š不能忘掉他ɇ
去所追随的自我放Œ的生活；但他一定要尽力;阻别人跟从虚妄。他要Ǽ卑地承Ʋ自己行
的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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Ǟ，并µ声警告别人，以免他�因他所LÈ的不良影响而致�亡，无可挽救。 {PK 78.1}

一个真心悔改的人决不会ȸ易忘ƹ自己ɇ去的罪�。他在得到平安之后，也不会将自己所犯的ɲ
Ǟ置ǥƉ后。他却要想到那些曾因他的行
而步入歧途的人，并要尽其所能地将他�引回正路上
来。他自己所得的光照越明亮，他帮助改正别人的决心也就越a强。他决不ǂ法文ʶ自己ɇ去任意
妄
的作ʯ，或以自己的ɲ行
小事，却要�起危ʒ的信号警告别人。 {PK 78.2}

所ŷ門承Ʋ：“世人的心充Ċ了�，……心里狂妄。” !道�9:3 并且他也宣称：“因
断定罪名，
不立刻施刑，所以世人Ċ心作�。罪人虽然作�百次，倒享ɹ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上帝
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ř久必得福�。

79

�人却不得福�，也不得ɹ久的年日；Ɋ年日好象影儿，因他不敬畏上帝。” !道�8:11-13 {PK

78.3}

王在圣灵的感>之下，将自己所浪Ȗ之年日的śI，及其警戒性的教ƶ，ƹ�下来作
后代的殷
ɗ。Ɋë，虽然他所撒播的�种已ŝ出苦毒的后果，危害了他所治理的民�，但他ó生的工作�不
算是全然枉Ȗ的。所ŷ門在晚年曾Ǽ虚自卑地“将知Ǉ教ƶ�人；又默想、又考ç、又ʐǢƽ多箴
言。

80

”他“�心~求可喜悦的言ǜ，是凭正直写的ǐwǑ。”“智慧人的言ǜ，好象刺棍；会中之�的言
ǜ，又象əĹ的ə子；都是一个牧者所ȡ的。我儿ɉ有一�，你当受;戒。” !道�12:9-12 {PK 79.1}

他又写道：“Ɋ些事都已听Ʃ了；�意就是敬畏上帝，ǽ守他的ǚ命，Ɋ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

人所作的事，Ɏ一切ʓ藏的事，无ƿ是善是�，上帝都必yɽ。” !道�12:13-14 {PK 80.1}

所ŷ門晚年的著作，Ý明他越来越ƲǇ到自己行径的邪�，他特别注意警戒青年人不可像他一ë
犯ɲ，以致徒然浪Ȗ了上天最宝ȓ的恩ȡ。他"痛而羞愧地承Ʋ自己正当壮年，就是他�当以上帝

他的安慰、依靠、和生命的Û候，却ȳ离了上天的恩光和上帝的智慧，竟以偶像代替耶和B敬
拜。ɊÛ，他既从悲惨的śˌ中ƲǇɊ种人生是多么愚妄，因此他迫切的心愿就是要挽救别人脱离
他所�受ɇ的痛苦śˌ。 {PK 80.2}

他以生>感人的笔法，ƿ到那
上帝作工之青年的特权和=，Ǣ： {PK 80.3}

“光本是佳美的，眼Ʃ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

Ɋ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哪，你在幼年Û当快�；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ñ
ĥ，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ę看的；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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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要知道，
Ɋ一切的事，上帝必yɽ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ĕ；从肉体克去邪�；因
一
生的开端，和幼年之Û，都是虚空的。” !道�11:7-10 “你趁着年幼，衰ȇ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
所Ǣ，我毫无喜�的那些年日未曾	近之先，当ƹ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i，光明，月亮，星
宿，M
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Lʮ，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往外看
的都昏暗，街門关ɼ，“推磨的响声微小，雀˖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
g，路上有¤慌，“杏ê开花，蚱蜢成
重担，人所愿的也都�掉；“因
人�他永Ɍ的家，吊�的在
街上往来；“ɨɫ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É坏，水ȵ在井口破ē。

82

“�土仍�于地；灵仍�于ȡ灵的上帝。” !道�12:1-7 {PK 80.4}

所ŷ門的一生不但}于青年，就是}于成年和日薄西山、ʯĔ残年的人，也充Ċ了警戒。我�看
到并听人Ǯ到青年Û期的>Ô性，!!青年人在善与�之ʀ徘徊不定，不易控制邪情�欲的潮流。但
在一般老成ŕɆ的人，我��以
是不至于>Ô或背信的；我�期望他�的品性Ǘ是Ĺ健的，主
Ǘ是a定的。但事w并不一定如此。正当所ŷ門�作中流砥柱而a定不移Û，他却在ǎ探的@力之
下失ȇ了。正当他的力量�是最a强的Û候，他却M成了最ȶ弱的人。 {PK 82.1}

从Ɋë的例子中我�可以Ʋ定：不拘老少，人的唯一保障乃在乎儆醒祷告。崇高的地位和 大的
特权并不能ş人以任何保Ǆ。一个人可能已ś享有多年真基督徒的śˌ，但他依然是受撒但Ƨ3的
目è。在�付内心的罪�和外来的ǎ探Û，Ɏƀ明和6强的所ŷ門也被3ȇ了。他的失ȇ教ƶ我
�：不ƿ一个人的才智多么卓越，不ƿ他ɇ去是何等忠心地侍奉上帝，他若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正
直，仍是š不Ĺ妥的。 {PK 82.2}

在每一个世代，每一个地方，建立品格的真基Ĳ与典型�是一ë的。

83

唯一Ĺ固的根基，唯一可靠的响�，乃是上帝的律法：“你要尽心……ę主你的上帝，又要ęɔ舍
如同自己。” 路加福音10:27 Ɋ就是我�的救主品格和生活上所Ý示的 大原5。“你一生一世必得安
Ĺ，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Ǉ，” 以ȥ��33:6 !! Ɋ是惟有上帝的圣言才能ş予的智慧和知
Ǉ。 {PK 82.3}

ƿ到遵守上帝的ǚ命，从前有Ǒ}以色列人Ǣ：“Ɋ就是你�在万民眼前的智慧，ƀ明。” 申命ƹ
4:6 ɊǑ在Ģ今仍不失
真理。个人的正直、家庭的ŏ洁、社会的健全、或国家的Ĺ固，其保障全在
于此。在人生的一切困¡、危ʒ、和互相矛盾的要求之下，我�唯一安全可靠的法5，就是完全遵
循上帝的Ǒ而行。“耶和B的ƶǊ正直，”而“行Ɋ些事的人，必永不Ô>。” Ǐ篇19:8; 15:5 {PK 83.1}

凡愿接受所ŷ門的背道śˌ作
ɗ戒的人，就必拒š那些使他跌倒之罪�的初步侵Ƨ。人惟有ʜ
从上天的条件，才能保守自己不致背道。上帝已śȞ予人极大的亮光和ƽ多的福惠；但人若不接受
Ɋ些亮光与福惠，它�就不足以保守他脱离悖逆和离道反教的罪。当那些蒙上帝Ȟ予重任而身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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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人ȳ离祂去依靠人的智慧Û，他�的光就M成黑暗了。他�所Ȟ有的才能反M成了陷阱。 {PK

83.2}

直到争斗ŝ束
止，世上�免不了有偏离上帝的人。撒但一定要
我�布置ġ境，以至我�若不
得蒙上帝能力的保守，Ɋ些ġ境就必不知不ƭ地削弱我�心灵的屏障。

84

我�必ʝ步步³心自ɽ：“Ɋ是耶和B的道路么？”只要我�生存一天，我�就需以a毅的意志控
制各种感情和情欲。我�若不倚ȣ上帝，将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他里面，我�就没有一Û一刻是真
正安全的。儆醒与祷告乃是ŏ洁的保障。 {PK 83.3}

凡ɋ入上帝圣城的人，必要从那“窄門”ɋ去!!śIƍ苦的m斗；因
“凡不洁1的……�不得ɋ那
城。” P示�21:27 但任何已ś跌倒的人都不必失望。一度曾蒙上帝看重的年迈的人，或ƽ曾在情欲
的b上ě牲了美德而õķ了自己的心灵，但只要他�悔改，离弃罪�，并ȳ向上帝，他�ɉ是有希
望的。那位宣称“你�=要至死忠心，我就ȡş你那生命的冠冕”的主， P示�2:10 也L出邀Ǥ
Ǣ：“�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向耶和B，耶和B就必怜恤他；当�
向我�的上帝，因
上帝必广行赦免。” 以ȥ��55:7 上帝恨�罪�，但祂怜ę罪人。祂Ǣ：“我必
医治他�背道的病；甘心ę他�。” 何西阿�14:4 {PK 84.1}

所ŷ門的悔改固然是真ǐ的；但他那行�榜ë所造成的"害，却无法抵ɬ。在他背道的期ʀ，国
内固然仍有一些忠于ž守、保守自己ŏ洁忠ȁ的人。但ƽ多人却被�入歧途了；那因�入拜偶像和
世俗�染而L>的邪�潮流，也是Ɋ悔改的王所ʔ以制止的。他所LÈ的
善感化力已大大削弱
了。

85

ƽ多人不敢完全信任他的ʤ�。王虽然承Ʋ了自己的罪，并
ɓû后代而留下他愚妄和悔改的ƹ
�，但他�不能希望完全抹á他ɲ行的不良影响。ƽ多人因他的背道而胆大妄
。Ťŧ�門作�。
而且在ƽ多追随他的君王之堕落行径上，可以Ʃ到他ċ用上帝所ȡ能力的悲惨影响。 {PK 84.2}

所ŷ門回ʟ自己罪�的行径，就悲痛万分，不禁宣称：“智慧ƅ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ȇ
坏ƽ多善事。”“我Ʃ日光之下，有一件ĳ患，似乎出于掌权的ɲǞ，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 {PK 85.1}

“死ƓƤ使作香的膏油L出臭气；Ɋë，一点愚昧也能ȇ坏智慧和尊荣。”!道�9:18; 10:5, 6, 1
{PK 85.2}

在所ŷ門生平所昭示的ƽ多教ƶ中，最注重的莫ɇ于人生活所LÈ的好坏影响力。不管我�的生
活范[多么窄狭，我�所L出的影响仍然不是造福，就是招ĳ。它}于别人是福惠或是咒ǆ，是我
�所无从知道、也无法控制的。它可能是郁ĵ着埋怨和自私的苦ʁ，或�有某种秘密罪�的�性毒
害；也可能是充Ċ了信心，勇敢、和希望的ȡ生命的能力，并含有仁ę的芬芳。无ƿ如何，其
善

�的功能，�是确切不移的。 {PK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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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我�的影响竟成
死的香气叫人死，ɊǗ是何等可怕的事，然而Ɋ确是可能的。一个生灵Ǟ入歧
途，�失永久的福!!Ǫ能估ưɊʛÉ失呢！ʝ知我�一次˔莽的�>或一句冒失的Ǒǜ，就足以在
别人生活上L生深重的影响，甚至造成他灵魂的Ď亡。我�品格上的一个õ点足以使ƽ多人ȳ离基
督。 {PK 86.1}

种子撒了出去就有收ƙ，而所收得的再撒出去，收ƙ就必愈益增多。Ɋʛ定律也适用于人与人之
ʀ的关系上。每一件行
，每一句Ǒǜ，都是一粒种子，ř必有其ŝ果。每一件仁慈体Ȓ、ʜ从、
舍己的行
都必一再流!，影响别人照ë去行。照ë，每一件嫉妒、仇恨、或œ争的行
也是一粒
种子，必要生出“毒根，”叫�人沾染õķ。 希伯来�12:15 而且Ɋ“�人”所沾染的õķ，必要毒害更
多的人！Ɋë，善与�的播撒出去，其ŝ果既是一Û的，也是永恒的。 {PK 86.2}

87

第六章国家的分裂

“所ŷ門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大G的城里；他儿子ŷ波安接ŧ他作王。” 列王ƹ上11:43 {PK

87.1}

ŷ波安在即位之后不久，就往示9去，准h在那里由各支派正式承Ʋ他作王。“因
以色列人都到
了示9，要立他作王。” I代志下10:1 {PK 87.2}

当Û在_的人中也有尼八的儿子耶ŷ波安!!就是所ŷ門在位Û，以“大有才能的人”出名的同一耶
ŷ波安，示ŷ人先知�希雅曾!ş他一道¤人的信息Ǣ：“我必将国从所ŷ門手里j回，将十个支派
ȡş你。” 列王ƹ上11:28; 31 {PK 87.3}

耶和B曾藉祂的使者向耶ŷ波安清楚地Ǣ明国家分裂的必要。祂曾宣称Ɋ种分裂必ʝL生，
Ǣ：“因
他离弃我，敬拜西ʠ人的女神�斯他�，摩押的神基抹，

88

和�³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
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象他父�大G
一ë。” 列王ƹ上11:33 {PK 87.4}

耶ŷ波安也得到ɋ一步的指示，Ǣ明国家不能在所ŷ門作王期内分裂。主宣布Ǣ：“但我不从他手
里将全国j回，使他ř身
君，是因我所¾ɐ的仆人大Gǽ守我的ǚ命律例；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
将国j回，以十个支派ȡş你。” 列王ƹ上11:34-35 {PK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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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ŷ門虽然早已ǂ法准h他所¾ɐ的Ť位者ŷ波安的心意，去ƀ明地�付上帝的先知所ʣ言的危
机，但他始ř未能在他儿子的思想上LÈ强烈的感化力，因
他曾大大地忽略了Ɋ孩子早期的ƶ
ŕ。ŷ波安从他�³人的母�承受了反覆无常的性格。有Û他ǎ]侍奉上帝，上帝也使他稍微兴
盛；但他没有恒心，ř于屈从那自小就包[他的邪�@力。ŷ波安生活上的ɲǞ和他最后的背道，
足以Ý明与拜偶像的女子通婚的可怕后果。 {PK 88.2}

各支派在前王的苛政之下，曾受到ɹ期�重的迫害。所ŷ門王朝背道期ʀ的奢侈浪Ȗ，使他不得
不加重百姓捐税的Ȃ担，并叫他�多服?役。

89

因此在新王登基之前，各支派的首Ɖ人物要事先确定所ŷ門的儿子是否有意减ȸɊ些重担。“他
（耶ŷ波安）就和以色列�人来Ʃŷ波安，}他Ǣ：你父�使我�Ȃ重ȴ作苦工；Ģ在求你使我�
作的苦工Ȃ的重ȴȸ松些，我�就侍奉你。” {PK 88.3}

ŷ波安想在宣布他的政策之前，先和他的ʟɽɋ行商Ʒ，所以回答Ǣ：“第三日再来Ʃ我吧。民就
去了。” {PK 89.1}

“ŷ波安之父所ŷ門在世的日子，有侍立在他面前的老年人，ŷ波安王和他�商ƷǢ：你�ş我出
个什么主意，我好回覆Ɋ民？老年人}他Ǣ：王若恩待Ɋ民，使他�喜悦，用好Ǒ回覆他�，他�
就永Ɍ作王的仆人。” I代志下10:3-7 {PK 89.2}

ŷ波安听了ɊǑ，并不Ċ意，便去就教于他在幼年和少年Û期ŝǇ的一班少年人，ɽ他�Ǣ：“Ɋ
民}我Ǣ，你父�使我�Ȃ重ȴ，求你使我�ȸ松些；你�ş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覆他�？” 列
王ƹ上12:9 Ɋ些少年人建Ʒ他�Ǘ�厉地}待他的臣民，并向他�Ǣ明：他一作王就不容ƽ任何人
干涉他个人的意愿。 {PK 89.3}

ŷ波安一想到自己可以擅作威福，就深ƭ自Ċ，决定不ʟ国内父老�的;�，而以少年人
他的
ʟɽ。

90

及至Ō定的日期来到，“耶ŷ波安和�百姓”来Ʃŷ波安，要听他宣布他所打算施行的政策，ŷ波
安“用�厉的Ǒ回答百姓，……Ǣ：我父�使你�Ȃ重ȴ，我必使你�Ȃ更重的ȴ；我父�用鞭子ȅ
打你�，我要用蝎子鞭ȅ打你�。” 列王ƹ上12:12-14 {PK 89.4}

如果ŷ波安和他那些缺少śˌ的ʟɽ能明白上帝}于以色列所有的旨意，他�就一定会听从百姓
改革施政方ɘ的要求。但他�在示9集会所得到的好机会中，未能推究出ɽʪ的因果关系，如此就
永Ɍ在大部分百姓身上失去感化力了。他�表示决心Ťŧũ持并加强所ŷ門在位Û所倡行的苛政，
Ɋ与上帝
以色列所定的ư划完全相反，并使百姓有充分的理由�疑他�>机的ŏ正。王和他所¾
ɐ的ʟɽɊ次不智和无理的作威作福，Ý明了地位和权柄所生的ˉ傲。 {PK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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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没有Ƶŷ波安±行他所宣布的政策。各支派中有成万的人已ś因所ŷ門在位Û的苛政而忍无可
忍了，所以Ģ在他�Ʋ
他�除叛离大G家外已别无<法了。“以色列�民Ʃ王不依从他�，就}王
Ǣ：我�与大G有什么分儿呢？

91

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大G家啊，自己ʟ自己吧！于是以色列
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 列王ƹ上12:16 {PK 90.2}

ŷ波安的F莽Ǒǜ所造成的分裂，已是无可Ʀ救的了。从此以后，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分离了!!犹
大和便雅£两个支派Ŗ成南方的犹大国，受ŷ波安的Ţ治；而北方的十个支派5另外成立了一个政
府，名叫以色列国，由耶ŷ波安作他�的王。于是先知所Ǣ有关国家分裂的ʣ言，就此�ˌ了。“Ɋ
事乃出于耶和B。” 列王ƹ上12:15 {PK 91.1}

ŷ波安既Ʃ十个支派叛离了他，他便立即采取行>。他派遣国内一个有@力的人，就是“掌管服苦
之人的�多,，”去ǂ法与他�ƺ和。但Ɋ个和平使者所遭受到的待遇Ǆ明了�人}于ŷ波安�恨之
深。“以色列人就用石i打死他。”ŷ波安Ʃ叛M的声@浩大，甚
震¤，便“急忙上ȱ，逃回耶路撒
冷去了。” 列王ƹ上12:18 {PK 91.2}

他在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支派的人，共十八万，都是挑ɐ的®士，要与以色列家争
®，好将国j回，再�所ŷ門的儿子ŷ波安。但上帝的Ǒ	到神人示Ġ雅Ǣ：你去告ǉ所ŷ門的儿
子犹大王ŷ波安，和犹大、便雅£全家，

92

并其余的民，Ǣ：耶和B如此Ǣ，你�不可上去，与你�的弟兄以色列人争®；各�各家去吧，
因
Ɋ事出于我。�人就听从耶和B的Ǒ，遵着耶和B的命回去了。” 列王ƹ上12:21-24 {PK 91.3}

ŷ波安ǂ法从他开始作王Û的惨痛śˌ中学得教ƶ，ư有三年之久；ŝ果他的努力竟ƙ得了成
功。他“在犹大地修筑城邑”
保障，“又a固各g的保障，在其中安置/ɹ，又ʣh下粮食、油、
酒。

93

”他留心使Ɋ些a固城邑“极其a固。”I代志下11:5; 11-12其w犹大国在ŷ波安作王i三年中兴盛
的秘决，并不在于Ɋ些措施。那使犹大和便雅£占�@的，乃是因
他�承Ʋ上帝
至高的Ţ治
者。当Û有ƽ多敬畏上帝的人，从北方的各支派来到他�中ʀ。《圣ś》ƹ着Ǣ：“以色列各支派
中，凡立定心意~求耶和B以色列上帝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B他�列祖的上
帝。Ɋë就a固犹大国，使所ŷ門的儿子ŷ波安强盛三年；因
他�三年遵行大G和所ŷ門的道。”
I代志下11:16-17 {PK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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ŷ波安若要尽量挽回他ɇ去的ɲǞ，并使民�再信任他
一个Ȇ明的君王，他就�当一直施行Ɋ
种政策。但《圣ś》的ƹȹǢ明；Ɋ个所ŷ門的Ť承者未能在效忠耶和B的事上LÈ有力的影响。
他虽然本性ʞ固倔强、自以
是、并*向拜偶像，但如果全心信靠上帝，他就必能培养a强的品
格、Ĺ固的信心、并能ʜ从神圣的律例。但随着年月的消逝，王就仗恃自己的@力和他所建立的堡
d。他逐ć依从了他先天的弱点，直至完全
拜偶像的事效力了。“ŷ波安的国a立，他强盛的Û
候，

94

就离弃耶和B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 I代志下12:1 {PK 93.1}

“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Ɋ句Ǒ是多么悲惨，又是多么ʸ有意啊！上帝所¾ɐ作
四[列国之
光的子民，ɊÛ竟ȳ离了他�力量的来源，而追求与他�周[的列国相同了。所ŷ門如何，ŷ波安
也如何，!!ɲǞ的榜ë�使ƽ多人步入歧途。今日每一任性行�的人，也必或多或少的LÈ象他�
所LÈ的影响，!!行�的影响决不限于行�者本人。没有一个人是
自己而活的。也没有一个人是
D独在罪孽中Ď亡的。一个人的生活若不是一Ī照耀别人的道路、并使别人快�的明灯，就是一股
使人ȩ于š望和ȇ亡的黑暗而悲惨的@力。我�若不ʤ人向上，Ɇ到幸福和永生；就必ʤ人向下，
落到�"和永死。而且如果我�的行
足以加强或L>我�周[的人犯罪作�的力量，我�就与他
�的罪�有分了。 {PK 94.1}

上帝并没有任凭犹大的王背道而不予以¦Ÿ。“ŷ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因
王和民得罪了耶和B。示撒�®ȱ一千二百ȼ，ʾ兵六万，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人，多得不可
ƅ数。他攻取了犹大的a固城，就来到耶路撒冷。 {PK 94.2}

“那Û，犹大的首ʤ，因
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Ġ雅去Ʃŷ波安，和�首ʤ，

95

}他�Ǣ：耶和B如此Ǣ，你�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落在示撒手里。” I代志下12:2-5 {PK

94.3}

ɊÛ民�ɉ没有在背道的路上，走到藐Ƭ上帝所施刑Ÿ的程度。他�因示撒的ɋ攻所遭受的É
失，看出了上帝的作
，于是一Û都自卑了。他�承ƲǢ：“耶和B是公的。” {PK 95.1}

“耶和BƩ他�自卑，耶和B的Ǒ就	到示Ġ雅，Ǣ：他�既自卑，我必不Ďš他�；必使他�略
得拯救，我不藉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必作示撒的仆人；好叫他�知道
服事我，与服事外邦人有何分别。 {PK 95.2}

“于是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j了耶和B殿和王z里的宝物，尽都�走；又j去所ŷ門制
造的金盾牌。ŷ波安王制造ɤ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ş守王z門的ºGɹ看守。……王自卑的Û
候，耶和B的怒气就ȳ消了，不将他Ď尽；并且在犹大中ʀ也有善益的事。” I代志下12:6-12 {PK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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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及至上帝收回祂ȅŸ的手，而国家又再度兴盛之后，ƽ多人就忘ƹ了所惧怕的事，竟又ȳ回
去拜偶像了；Ɏŷ波安王也在内。

96

他虽曾因所遭受的灾ʔ而自卑，但他并没有ƵɊ次śˌ作
他一生的ȳ折点。他忘ƹ了上帝所力
]ş予他的教ƶ，所以重犯那些曾使通国遭受刑Ÿ的罪。他ɇ了几年羞耻的生活，在Ɋ些年ʀ，他
Û常“行�，因他不立定心意~求耶和B，”“ŷ波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G城里；他儿子�比雅接
ŧ他作王。” I代志下12:14; 16 {PK 95.4}

国家在ŷ波安作王初期分裂之后，以色列的光荣就开始褪色，以后再也不能完全恢复了。在后来
的各世Ŏ中，大G的王位有Û!ş一些品德高尚、眼光Ɍ大的人；在Ɋ些君王的Ţ治之下，那ȡş
犹大人的福惠也ȳ而普及四[的列国。有Û耶和B的圣名被高�超ɇ一切假神，祂的律法也受到尊
重。往往有大能的先知兴起，Ȼ助君王并勉励百姓常保忠信。但那在ŷ波安登位Û已śL芽的�
种，始ř未能根š；有ÛɊ一度大蒙恩眷的上帝子民竟堕落到极其卑ȑ的地步，甚至在列邦中作了
笑Ǯ。 {PK 96.1}

Œ使那些*向于拜偶像之ʯ的人是如此地邪僻，但上帝仍以怜£而竭尽祂的能力，拯救Ɋ分裂的
国家免于完全ȇ亡。ɇ了多年之后，当祂}以色列所有的旨意，似乎被一些受撒但能力鼓>之人的
Ǔư所完全破坏Û，祂便藉着ɐ民的被Ì与复兴，

97

彰Ý祂慈怜的美意。 {PK 96.2}

国家的分裂不ɇ是一段奇妙I史的开端，其中彰Ý了上帝的ɹ久忍耐和温柔怜£。上帝所要加以
洁1而特作自己的子民、ė心
善的人，都必因先天和后天的邪�*向而śɇ苦ʔ的火Đ，最后也
必承Ʋ： {PK 97.1}

“耶和B啊，没有能比祢的；祢本
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Ǫ不敬畏祢？……因
在
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祢。”“惟耶和B是真上帝，是活上帝，是永Ɍ的王。”
耶利米�10:6, 7, 10 {PK 97.2}

敬拜偶像的人ř必学得教ƶ，Ʋ明假神并没有造就人或拯救人的能力。凡“不是那7造天地的神，
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Ď。” 耶利米�10:11 人惟有�依那7造万物、Ţ管万有的永生上帝，才能找到
安息和平安。 {PK 97.3}

以色列和犹大两国中受ɇ管教并真ǐ悔改的人，ř于要万�一心地与他�列祖的上帝，万/之耶
和B重新立Ō；他�ƿ到他要Ǣ： {PK 97.4}

“耶和B用能力7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ƀ明ɪ�穹Ɠ。“他一L声，空中便有多水激>；
他使云ʗ从地极上Ƌ；他造Ĥ随雨而ɻ，从他府�中�出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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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各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Ǉ；各ɨ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他所ɩ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
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ƴ的Û候，必被除Ď。雅各的分不象Ɋ些；“因他是
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的支派；万/之耶和B是他的名。” 耶利米�10:12-16 {PK 97.5}

99

第七章耶罗波安

所ŷ門从前的仆人耶ŷ波安，既被背叛犹大家的以色列十个支派¿立
王，他就有机会在政治和
宗教方面L起明智的改革Ɉ>。他在所ŷ門作王的Û候，曾Ý明自己有适当和Ĺ健的判断力；他多
年来忠ǐ的服=使他有Ȝ格Ȇ明地治国。可惜耶ŷ波安没有以上帝
他的依靠。 {PK 99.1}

耶ŷ波安最大的ʟƠ，就是恐怕他臣民的心将来有一天会�向坐在大G宝座上的Ţ治者。他Ʋ

如果Ƶ十个支派像所ŷ門在位的Û候一ë，Û常到犹大国的古都去参赴圣殿中所�行的礼Ɛ，ƽ多
人可能要重新效忠那以耶路撒冷
中心的政权。所以耶ŷ波安在与他的ʟɽ商Ʒ之后，就决定采取
一种大胆的措施，想要尽量减少他治内叛乱的可能性。

100


w施Ɋʛư划起Ʃ，他在他新近建立的国境之内，ǂ了两个敬拜的中心：一个在伯特利，一个
在但。他Ǥ十个支派的人不要到耶路撒冷去，而在Ɋ两个地方敬拜上帝。 {PK 99.2}

耶ŷ波安
安排Ɋ一次的ȳ移，便将一些看得Ʃ的�西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来象征看不Ʃ的上帝，
藉以迎合他�的想象。因此，他就命人ɩ造两只金牛Ĝ，安置在那两个指定的敬拜中心的神庙里。
耶ŷ波安Ɋ种拿偶像来代替上帝的作
，直接ɍ犯了耶和B的明令：“不可
自己雕刻偶像……不可
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 出埃及ƹ20:4-5 {PK 100.1}

耶ŷ波安极欲阻止十个支派的人到耶路撒冷去，甚至没有看出他Ɋʛư划的基本弱点。他没有考
Ơ到：将以色列人的祖宗在埃及
奴几百年中、所熟悉代表神明的偶像放在他�面前，乃是极大的
ĳ害。耶ŷ波安新近在埃及寄居，�Ǘ感ƭ到将异教的偶像放在百姓面前是多么愚妄。但他存心;
Ǡ北部各支派不再每年到圣城去，致使他采取了Ɋ种最不智的手段。他强ǫǢ：“以色列人哪！你�
上耶路撒冷去，w在是ʔ；Ɋ就是ʤ你�出埃及地的神。”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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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ƹ上12:28 Ɋë，他就;服他�跪拜金像，并仿效外邦敬拜的方式。 {PK 100.2}

耶ŷ波安王也ǂ法;Ǡ有些住在他境内的利未人，充当新近ǂ置在但和伯特利神庙的祭司；但是
他在Ɋ件事上却没有成功。于是他不得不“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
祭司。” 列王ƹ上12:31 ƽ多忠
心的人，包括大多数利未人在内，警ƭ到形@可危，就逃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他�可以按照神圣
的律例敬拜。 {PK 101.1}

“耶ŷ波安定八月十五日
Ɛ期，象在犹大的Ɛ期一ë，自己上b献祭；他在伯特利也Ɋë向他所
ɩ的牛Ĝ献祭，又将立
邱b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 列王ƹ上12:32 {PK 101.2}

耶ŷ波安Ɋë大胆�弃上帝所指定的制度，而公然反抗上帝，是决不容ȸ易放ɇ不予Ȁȅ的。正
当他在伯特利所ǂ置的异邦邱b前献祭Ė香的Û候，有一个神人从犹大国来到他面前，奉命Ȁȅ他
擅敢倡�新的敬拜�式。先知“向b呼叫，Ǣ：b哪！b哪！耶和B如此Ǣ：大G家里必生一个儿
子，名叫Ō西�；他必将邱b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Ė香的，á在你上面，人的骨i也必Ė在你上
面。 {PK 101.3}

“当日神人ǂ个ʣ兆，Ǣ：Ɋb必破裂，b上的灰必*撒；Ɋ是耶和BǢ的ʣ兆。”立Û“b也破裂
了，

102

b上的灰*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B的命所ǂ的ʣ兆。” 列王ƹ上13:2, 3, 5 {PK 101.4}

耶ŷ波安看ƩɊ事，心中就充Ċ了反抗上帝的意念，想要制止那!Ɇ信息的人。他大
震怒，“就
从b上伸手，”呼叫Ǣ：“拿住他吧！”可是他那暴躁的�>却受到迅速的¦Ÿ。他向耶和B使者伸出
的手忽然M成枯干无力，不能弯回了。 {PK 102.1}

王¤恐万状，于是�Ǥ先知
他向上帝代求。他�求Ǣ：“Ǥ你
我祷告，求耶和B你上帝的恩
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B，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常一ë。” 列王ƹ上13:4-6 {PK

102.2}

耶ŷ波安妄想藉着奉献外邦的邱b而
之加上一点神圣的色彩，俾使人尊崇Ɋb，以致ȸ看在耶
路撒冷圣殿中}耶和B的敬拜；但ŝ果却是徒然。以色列王原�因先知的信息而悔罪改ɇ，放弃那
使�民偏离真正敬拜上帝的�行。但他硬着心Ƃ，a决随从自己所ɐÂ的道路。 {PK 102.3}

在伯特利�行ɊƐ期的Û候，以色列人的心ɉ没有全然6硬。ƽ多人ɉ可接受圣灵的感>。主定
意要趁那些ˑ然背道的人入迷途其未Ɍ之Û，Ŋ正他�的ɲǞ。

103

10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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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差遣祂的使者阻止拜偶像的Ɛ目，向王和民�Ý明他�背道所必有的后果。b的破裂乃是一ʛ
征兆，Ǣ明上帝并不喜悦Ɋ种在以色列中所行的可憎之事。 {PK 102.4}

主愿施拯救，不行òĎ。祂喜ę拯救罪人。“主耶和BǢ：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人
死亡。” 以西ŝ�33:11 祂用警告和�;呼召不ʜ从的人停止他�的�行，�回祂而得生。祂ȡş祂
所¾ɐ的使者以神圣的勇敢，俾使凡听祂信息的人感到惧怕，因而悔改。神人Ȁȅ王的Û候是何等
地6毅！Ɋ种6毅的气概乃是必要的，因
没有其他方法足以Ȁȅ流行的邪�。主ȡş祂仆人勇敢
的心，使听Ʃ的人得到持久的印象。主的使者切莫怕人，=要
正而毫不畏ŵ地屹立。只要他�
倚靠上帝，他�就不必惧怕；因
那Ȟ予他�使命的主也ş予他�保Ǆ要保º看ʟ他�。 {PK 105.1}

先知!Ɇ了他的信息正要回去的Û候，耶ŷ波安}他Ǣ：“Ǥ你同我回去吃ʴ，加添心力，我也必
ş你Ƞȡ。”先知回答Ǣ：“你就是把你的z一半ş我，我也不同你ɋ去，也不在Ɋ地方吃ʴ喝水，

106

因
有耶和B的Ǒ嘱咐我，Ǣ；不可在伯特利吃ʴ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列王ƹ上
13:7-9 {PK 105.2}

先知若a守他的宗旨，毫不ɏ延地回到犹大去，那就好了。但当他从别的路回家去的Û候，他被
一个自称
先知的老人追上了，Ɋ人Ǎ哄神人Ǣ：“我也是先知，和你一ë；有天使奉耶和B的命，
}我Ǣ：你去把他�回你的家，叫他吃ʴ喝水。”Ɋ人再三述ǢɊ段Ǳ言，�切敦;，直到神人被他
;服，同他回去。 {PK 106.1}

因
真先知作了一件与他本分相背的事，所以上帝Ƶ他遭受ɍ命的刑Ÿ。当他正与那Ǥ他回伯特
利的老人一同坐席的Û候，全能者的灵降在那先知身上，“他就}那从犹大来的神人Ǣ：耶和B如此
Ǣ，你既ɍ背耶和B的Ǒ，不遵守耶和B你上帝的命令……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 列
王ƹ上13:18-22 {PK 106.2}

Ɋ个宣布厄Ɉ的ʣ言，不久就正确地�ˌ了。“吃喝完了，老先知
所�回来的先知h˃。他就去
了；在路上有个Ğ子遇Ʃ他，将他咬死，尸身倒在路上，˃站在尸身旁Ʉ，Ğ子也站在尸身旁Ʉ。

107

有人从那里śɇ，看Ʃ尸身倒在路上，……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述ǢɊ事。那�神人回来的
先知听ƩɊ事，就Ǣ：Ɋ是那ɍ背了耶和B命令的神人。” 列王ƹ上13:23-26 {PK 106.3}

那不忠心的使者所遭受的刑Ÿ，更加Ǆ明他向伯特利的邱b所L的ʣ言是确w的。如果先知在ɍ
背主的命令之后，仍得以平安回去，王就要拿Ɋ事作
他自己不ʜ从的藉口。在破裂的b、枯干的
手、和那胆敢ɍ背耶和B明令之人所遭受可怕的厄Ɉ上，耶ŷ波安理�看出一位被触犯之上帝的不
悦，而且他理�从Ɋ些刑Ÿ中得到警告，不致在他的�行上ʞ梗不化。可是耶ŷ波安非但没有悔
改，反而“将凡民立
邱b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
圣，立
邱b的祭司。”Ɋë，他不但自己
大大犯罪，更“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并且“Ɋ事叫耶ŷ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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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列王ƹ上13:13-34; 14:16 {PK 107.1}

在耶ŷ波安作王二十二年>ƕ不安的Û期即将ŝ束之ʎ，他与接ŧŷ波安作犹大王的�比雅争
®，ŝ果遭到一次惨ȇ。“�比雅在世的Û候，耶ŷ波安不能再强盛；耶和B攻3他，他就死了。”
I代志下13:20 {PK 107.2}

在耶ŷ波安作王Û所开始的背道，越来越M本加厉了，ŝ果使以色列国全然ȇ亡。就在耶ŷ波安
去世之先，

108

那位住在示ŷ的、曾于多年前ʣ言耶ŷ波安作王的老先知�希雅宣称：“耶和B必3打以色列人，
使他�Ô>，象水中的芦ƒ一般；又将他�从耶和Bȡş他�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
Ʉ，因
他�作木偶，惹耶和BL怒。因耶ŷ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B必将
以色列人交ş仇Ù。” 列王ƹ上14:15-16 {PK 107.3}

然而主在尚未尽可能引ʤ以色列回i效忠祂之前，祂决不�弃他�。但śɇ漫ɹ的黑暗年日，当
一个王接着一个王起来公然反抗上天，引ʤ以色列一步深似一步地陷入拜偶像的��之中Û，上帝
曾三番五次地向祂背道的子民L出警告。祂藉着祂的先知ş他�各ë的机会，去遏制背道的狂Č而
�回祂。在国家分裂之后的年日中，有以利�和以利沙
以色列人作工，又有何西阿、阿摩司、和
俄巴底�在国内L出温慈的;告。以色列国不断有高尚的人，
上帝救人脱离罪�的大能作ƩǄ。
就Ɏ最黑暗的Û辰，也有一些人仍然效忠神圣的Ţ治者，而且在偶像崇拜之中，他�在圣洁的上帝
面前却度着无瑕疵的生活。Ɋ些忠心的人乃是列在“余民”之中的，耶和B的永恒旨意ř必藉着他�完
全wĢ。 {PK 108.1}

109

第八章举国背道

从耶ŷ波安的死直到以利�ÝĢ在�哈王面前，以色列人属灵的情形每下愈况。他�的王都是一
些不敬畏耶和B并倡�异教崇拜的人，所以大多数的民�迅即忽Ƭ他�侍奉永生上帝的本分，而染
上了ƽ多敬拜偶像的��。 {PK 109.1}

耶ŷ波安的儿子拿答登基作王只有数月。他的�行忽然停止了，因
有他手下的一个将/巴沙

首ǰ叛，ņ了他的位。拿答和他王室所有的�族全都被á了，“正�ˌ耶和B藉他仆人示ŷ人�希雅
所Ǣ的Ǒ。Ɋ是因
耶ŷ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列王ƹ上15:29-30 {PK 109.2}

耶ŷ波安的家就如此Ď亡了。他所倡�的偶像敬拜已使所有犯Ɋ罪的人遭受天Ÿ，然而那几个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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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王位的人!!巴沙、以拉、心利、暗利!!在将近四十年之中，

110

仍Ɏŧ重蹈他的覆ɂ。 {PK 109.3}

在以色列背道的Ɋ段Û期中，大部分Û期是�撒作犹大王。�撒多年“行耶和B他上帝眼中看
善

正的事；除掉外邦神的b，和邱b，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吩咐犹大人~求耶和B他�列祖的上
帝，遵行祂的律法，ǚ命；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邱b，和日像；那Û国享太平。” I代志下14:2-5
{PK 110.1}

后来，“有古w王ǹ拉率ʤ/兵一百万，®ȱ三百ȼ”入侵，（I代志下14:9）于是�撒的信心受
了一次�重的考ˌ。�撒在Ɋ危急之秋，并没有依靠自己在犹大地所建造的“四[筑f、盖楼、安
門、作ɺ”的a固城邑，也没有依靠自己所精心ƶŕ的“大能的勇士。” I代志下14:6-8 王却依靠那

古以色列民施行奇妙拯救的万/之耶和B的圣名。他�ʤ/兵出去迎Ù，同Û呼求上帝的帮助。 {PK

110.2}

ɊÛ，两/列ʌ相}了。Ɋ正是那些侍奉主之人受考ˌ和ǎĐ的Û候。每一件罪是否已ś承Ʋ了
呢？犹大人是否完全信ȣ上帝施行拯救的能力呢？在ʤ袖�的心中，都存有Ɋ一类的思想。从人的
眼光看来，那从埃及来的大/必然@如破竹，所向披靡。

111

幸而�撒在承平Û期，他个人并没有追求宴游享�；却随Û准h�付危机。他有一支ƶŕ有素的
/ʋ；他曾尽力ʤ�百姓与上帝和好。ɊÛ，他的/ʋ与Ù/在数量上比起来虽然�寡不Ù，但他
}于所倚ȣ之主的信心却从未稍减。 {PK 110.3}

王在兴盛的日子既常~求主，就能在Ɋ困ʔ的Û候依靠祂了。他的�求足以Ý明他}于上帝奇妙
的能力并不是陌生的。他求告Ǣ：“耶和B啊，惟有祢能帮助ȶ弱的，ƅɇ强盛的；耶和B我�的上
帝啊，求祢帮助我�；因
我�仰ȣ祢，奉祢的名来攻3Ɋ大/。耶和B啊，祢是我�的上帝；不
要容人ƅɇ祢。” I代志下14:11 {PK 111.1}

�撒的祷告乃是每一个基督信徒可以适合奉献的。我�也在从事®争，不是与属血气的争®，而
是与那些±政的、掌权的、以及天空属灵的�魔争®。 Ʃ以弗所�6:12 在人生的争®中，我�必ʝ
�付那Ù}正的�@力。我�的希望不在人，乃在永生的上帝。我�可以凭着充足的信心确据，
希望上帝
要荣耀祂的圣名，而将祂的全能与人类的努力ſ合起来。我�可以穿戴祂所ȡ公的/
装，以便得ƅ每一个仇Ù。 {PK 111.2}

�撒王的信心得了明Ý的»Ƞ。“于是耶和B使古w人ȇ在�撒和犹大人面前；古w人就逃跑了。

112

�撒和跟随他的/兵追赶他�，直到基拉耳；古w人被á的甚多，不能再强盛，因
ȇ在耶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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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祂/兵面前。” I代志下14:12, 13 {PK 111.3}

当犹大和便雅£的/ʋ奏捷2旋耶路撒冷的Û候，“上帝的灵感>俄德的儿子�撒利�；他出来迎
接�撒，}他Ǣ：�撒和犹大、便雅£�人哪，要听我Ǣ，你�若ʜ从耶和B，耶和B必与你�同
在；你�若~求他，就必~Ʃ；你�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Ģ在你�要6强，不要手ȶ；因你
�所行的，必得Ƞȡ。” I代志下15:1, 2, 7 {PK 112.1}

�撒听ƩɊǑ就大大壮起胆来，不久他就ʤ�第二次的改革工作。他“在犹大、便雅£全地，并以
法Ƙ山地所j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和B殿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B的b。 {PK

112.2}

“又招聚犹大、便雅£的�人，并他�中ʀ寄居的以法Ƙ人、Ġ拿西人、西ŭ人；有ƽ多以色列人
�降�撒；因Ʃ耶和B他的上帝与他同在。�撒十五年三月，他�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当日他�从
所取的Ì物中，将牛七百只，羊七千只，献ş耶和B。他�就立Ō，要尽心尽性的~求耶和B他�
列祖的上帝。”“耶和B就被他�~Ʃ，且ȡ他�四境平安。” I代志下15:8-12, 15 {PK 112.3}

113

可惜�撒ɹ期忠心侍奉的ƹ�，被他所犯的ɲǞ破坏了，他有好几次并没有完全倚靠上帝。有一
次，以色列王上来攻3犹大国，j取了离耶路撒冷只有十五里路的a固城拉Ġ。�撒便与�,王便
哈Ɇ立Ō求救。�撒Ɋ一次在危急的Û候没有D靠上帝，所以受了先知哈拿尼�厉的ȅh。先知�
着信息来Ʃ�撒Ǣ：“因你仰ȣ�,王，没有仰ȣ耶和B你的上帝，所以�,王的/兵脱离了你的
手。古w人、路比人的/ʋ不是甚大么？®ȱ、ʾ兵不是极多么？只因你仰ȣ耶和B，他便将他�
交在你手里。耶和B的眼目遍察全地，要Ý大能帮助向他心存ǐw的人。你Ɋ事行得愚昧；此后，
你必有争®的事。” I代志下16:7-9 {PK 113.1}

�撒不但没有因他所犯的ɲǞ在上帝面前自卑，反而“因此¡恨先Ʃ，将他囚在Ĭ里。那Û�撒也
虐待一些人民。” I代志下16:10 {PK 113.2}

“�撒作王（第）三十九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Û候没有求耶和B，只求医生。” I代
志下16:12 他作王四十一年而死，他儿子Ō沙法接ŧ他作王。 {PK 113.3}

�撒去世之前二年，�哈登基作以色列王。他一作王就以罕Ʃ而�重的背道著称。他的父�，就
是建造撒Ġ利�的暗利，曾“行耶和B眼中看
�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更甚。” 列王ƹ上16:25
但�哈的罪比他更大。他“所行的，惹耶和B以色列上帝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ǥ王更甚，”“犯
了尼八的儿子耶ŷ波安所犯的罪；他ɉ以
ȸ。” 列王ƹ上16:33, 31 他鼓励在伯特利和但所�行的
宗教敬拜�式，ɉ不以
足，更大胆地引ʤ�民陷入最卑劣的邪教，�弃耶和B的敬拜，而代之以
巴力的敬拜。 {PK 113.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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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娶了巴力的大祭司“西ʠ王Ǵ巴力的女儿耶洗别
妻，去侍奉敬拜巴力；在撒Ġ利�建造巴力
的庙，在庙里
巴力作b。” 列王ƹ上16:31, 32 {PK 114.1}

�哈不但在京城里倡�敬拜巴力，而且在耶洗别的ʤ�之下，在ƽ多“邱b”上建立了邪教的神
b，于是祭司�和其他的人都在周[�林的Ɩ蔽之下，参加敬拜偶像的荒淫�式，Ɋ些事L生了毒
害的影响，直到全以色列人几乎都随从巴力了。“从来没有象�哈的，因他自E，行耶和B眼中看

�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ż>；就照耶和B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摩利人，

115

行了最可憎�的事，信从偶像。” 列王ƹ上21:25-26 {PK 114.2}

�哈在道德方面的力量是ȶ弱的。他与一个个性倔强而脾气±拗的拜偶像的女子ŝ婚，ŝ果竟使
他自己和他的国家都受到危害。�哈的品性既无原5，又无行的崇高è准，就易
耶洗别ʞ强的
精神所左右。他那自私的癖性使他不能感佩上帝}以色列的慈怜，也不能珍重他自己作ɐ民之Ĭº
人与ʤ�人的本分。 {PK 115.1}

以色列人在�哈Ţ治的毒害影响之下，既Ɍ离了永生的上帝，又在他面前ȇ坏了德行。他�已ś
多年失去了尊崇并敬畏上帝的感ƭ；如今似乎没有人胆敢冒自己性命的危ʒ，公开出来反}流行的
�Ć行
。背道的黑影ł罩了全地。巴力和�斯他�的神像到g可Ʃ。神像的庙宇和供奉的木偶大

增多，ƽ多人在那里敬拜人手所造之物。献ş假神的燔祭Ā烟上升，Ɏ空气也õý了。邪教的祭
司向日月星辰献祭Û的Œʵ狂ñ、高呼乱喊的声音响�山谷之ʀ。 {PK 115.2}

耶洗别和她那些邪�的祭司利用他�的影响教�百姓：他�所立的偶像乃是以神秘能力管理土地
水火的神明。他�将上天一切的恩ȡ!!川流潺潺的溪ă，活水滚滚的江河，滋Ă地土使之出�富ʸ
的甘露和Û雨!!都�功于巴力和�斯他�，

116

而不�与那降下“各ë美善的恩ȡ和各ë全h的Ƞȡ”的主。民�竟忘了山谷溪泉都掌握在永生上
帝的手中；也忘了祂是管理太阳、天云、和一切自然能力的主宰。 {PK 115.3}

主藉着祂忠心的使者，再三向背道的王和民�L出警告；但Ɋ些ȅh的Ǒ都�于徒然。Ɋ些受圣
灵感>的使者ũº耶和B
以色列唯一的上帝；并高�祂所委托他�的律法，却都徒?无功。百姓

拜偶像之壮�、炫耀、而ƣ惑的礼Ɛ所迷，就随从国王和z庭的榜ë，陷于荒淫祭祀的兴m、ȇ
坏的宴�之中，他�在盲目的愚妄之中，宁愿拒š上帝和}祂的敬拜。那非常慈怜地ȡş他�的亮
光，竟M成了黑暗。ŏ金竟褪色了。 {PK 116.1}

哀哉，以色列的威荣全都失去了！上帝的ɐ民从来没有在背道中堕落到Ɋ么低下的地步。“侍奉巴
力”的先知竟有四百五十人，ɉ有“侍奉�舍拉”的先知四百。 Ʃ列王ƹ上18:19 除了上帝施行神迹的
能力之外，没有什么事足以保全以色列国不致全然Ď亡。以色列已ś自愿与耶和B隔š；然而主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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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凭着祂的怜£，眷ʟ那些被�入罪孽的人，祂正要派遣一位大有力量的先知到他�那里去，ƽ多
人藉着他要被引ʤ�回，效忠他�列祖的上帝。 {PK 116.2}

117

第二Ű北国�先知
118

“Ǫ是智慧人，可以明白Ɋ些事？Ǫ是通Ɇ人，可以知道Ɋ一切？因
耶和B的道是正直的，人
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 何西阿�14:9 {PK 118.1}

119

第九章 提斯比人以利亚

本章根据列王ƹ上17:1-7 {PK 119.1}

当�哈的日子，在Ō但河�基列的群山之ʀ，住着一个大有信心而勤于祈祷的人，他那无畏的服
=已注定要遏制那在以色列中迅速蔓延的背道之ʯ。提斯比人以利�虽然Ɍ离任何名城，又未身居
高位，但他开始他的使命Û，就深信上帝的旨意乃要在他面前ʣh道路，并帮助他大ƙ成功。他的
口中L出具有信心和能力的Ǒǜ，他也ó生从事于改革的工作。他就是那在Ü野中喊着的人声，

要斥ȅ罪�，迫退那邪�的狂Č。当他尚未以Ȁȅ罪�者的身份来到民�面前Û，他的信息}于凡
渴望ƙ得医治之患罪病的人就成了基列的乳香。 {PK 119.2}

当以利�看到以色列越来越深地陷入拜偶像的罪中Û，他的心灵就因而悲痛，他的ª也激L起
来了。上帝已ś
祂的子民行了大事。

120

祂已拯救他�脱离奴役，并将“列国的地ȡş他�，……好使他�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 Ǐ
篇105:44, 45 但如今耶和B慈悲的旨意几乎被ɓ忘了。不信快要使Ɋ被¾ɐ的国民与他�能力的泉
源断š了。以利�从他山ʀ退ʓ之g看到Ɋ种背道的情形，便不ƅ�"。他心灵惨痛地�求上帝阻
止Ɋ一度蒙ę之子民的邪�行径，如果必要的Ǒ，不妨降刑Ÿ在他�身上，使他�可以看出自己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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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真相。他渴望看到他�悔改，以免�ȏĊ盈，惹起主的怒气而将他�全然òĎ。 {PK 119.3}

以利�的祈祷蒙了�允。多次的�;、ǟǚ、和警告都未曾使以色列人悔改。Û候已到，上帝必
ʝ藉施降刑Ÿ来向他�ǢǑ了。敬拜巴力的人既然声称上天的珍宝!!雨露!!不是从耶和B而来，
而是出于Ţ治自然的能力，并声称地土之所以能肥沃，并生出富ʸ的�物，乃是由于太阳的7造之
能，所以上帝的咒ǆ就重重地降在Ɋ被玷õ的地上。Ɋë，就可以向背道的以色列各支派Ý明；他
�依靠巴力的权能以求得属世的福惠是何等的愚妄。他�若不悔改�向上帝，并承Ʋ祂
一切福惠
之源，就不会有雨露降在地上。 {PK 120.1}

以利�奉命向�哈王!Ɇ上天降Ÿ的信息。

121

他并没有~求作耶和B的使者；而是耶和B的Ǒ	到他。他
上帝圣工的荣誉大Lė心，因此毫
不ɏ疑地ʜ从上帝的呼召，虽然ʜ从似乎是要在那�王手中招致迅速的Ď亡。先知立Û遵命出L，
昼夜行走，一直走到撒Ġ利�。他到了王z既不要求ƽ可，也不等正式通知。他就穿着当Û先知所
©穿的Ņ朴衣服，śɇ那班似乎没有注意的G士，片刻之ʀ便站在¤愕的王面前了。 {PK 120.2}

以利�并没有
自己的突然出Ģ向王道歉。因
有比以色列Ţ治者更大的一位差他来ǢǑ；他向
天�手，�Ɓ地奉永生上帝的名断言：至高者的刑Ÿ即将降在以色列的身上。他宣告Ǣ：“我指着所
侍奉永生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起誓，Ɋ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 {PK 121.1}

以利�之所以!ɆɊ信息，完全在于他Ɉ用a强的信心，确信上帝圣言决不落空的权能。如果他
没有š}相信他所侍奉的上帝，他就š不会出Ģ在�哈面前了。以利�在他往撒Ġ利�的途中，ś
ɇ了川流不息的溪ă，覆盖着青翠草木的山�，与似乎永不干旱的森茂的�林。目光所接触的一切
尽都美�。先知很可能有所疑异，Ɋ些流水潺潺的溪ă怎能成
干涸枯竭，那些青山翠谷怎能成

赤地千里。但他并没有ş不信留地步。

122

他完全相信上帝必要使背道的以色列降卑，并藉着刑Ÿ使他�悔改。上天的Ƕ旨已śL出，上帝
的圣言决不落空；以利�甘冒生命的危ʒ，一无所惧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刑Ÿ即将来到的信息象晴
天霹ʖ般落到那�王耳中；�哈¤魂未定，不及答Ǒ，以利�竟未等候要看他所!信息的反�，便
象他来的Û候一般突然不Ʃ了。主行在他的前面，指明他的道路。

123

祂嘱咐先知Ǣ：“你离开Ɋ里，往�去，藏在Ō但河�Ʉ的基立溪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
咐�˙在那里供养你。” {PK 121.2}

王殷切地追~Ɋ位先知，却找不到。王后耶洗别因那ɼ塞天上府�的信息而大
震怒，立Û与巴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43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1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力的祭司商Ʒ�付之策，他�和她一同咒ǆ以利�并藐Ƭ耶和B的忿怒。不管他�怎ë渴望找到那
L表灾ĳ之Ǒ的人，但他�是注定要遭遇失望的。同Û他�也无法把那ƿ到因普遍背道而招致刑Ÿ
的信息向人ʓį起来。以利�斥ȅ以色列人罪�的消息，和他所Ǣ迅速来	之刑Ÿ的ʣ言，很快就
!遍了全地。有一些人起了惧怕的心，但是一般人却ȸ蔑Ƴǝ那从天而来的信息。 {PK 123.1}

先知的Ǒ立Û�ˌ了。那些起先一听ǢɊ灾ʔ就Ƴǝ的人，不久便不能不加以Ʋ真的反省了；因

几个月之后，地土没有雨露的滋Ă就干旱了，蔬菜草木也都枯槁了。再ɇ一些Û候，那从不涸竭
的河流开始减少了，溪ă也开始干涸了。然而国家的ʤ�人物ɉ是;勉�民要信靠巴力的权能，而
将以利�的ʣ言当作无稽之Ǯ。祭司�依然a持降雨乃是巴力的权能。他�强ǫ不要怕以利�的上
帝，也不要因祂的Ǒ而®栗；

124

又Ǣ那使地土按Û出�，供ş人畜食粮的，乃是巴力。 {PK 123.2}

上帝!ş�哈的信息，使耶洗别和她的祭司以及一切随从巴力与�斯他�的人，有机会ǎˌ他�
所侍奉的神的能力，假若可能，ɉ可Ǆ明以利�的Ǒ是虚Ǳ的。以利�一个人的ʣ言，面}着数以
百ư的拜偶像之祭司所作的保Ǆ。如果巴力能否定以利�的ʣ言而仍然降露下雨，使溪流Ťŧ灌
溉，使草木仍旧繁茂，那么，就Ƶ以色列王敬拜他。Ƶ�民称他
上帝吧。 {PK 124.1}

巴力的祭司既然决心要使民�受ˎ，故此Ťŧ向自己的神奉献祭物，并昼夜呼求他�滋Ă地土。
祭司�ǎ]用ȓ重的祭物来平息他�神明的怒气；并以一种)得用在更佳事工上的ėǐ和恒心，逗
留于他�异教的神b四[�切求雨。夜复一夜地，他�的喊叫和呼求响�Ɋ厄Ɉ已ś注定的全地。
但是在白昼，天空中仍然没有云彩出Ģ，来遮蔽太阳đė的光Ŕ，没有雨露滋Ă干旱的土地。巴力
的祭司所作的任何努力，都不足以改M耶和B的Ǒ。 {PK 124.2}

一年ɇ去了，仍然没有下雨。地土干焦得象是被火Ėɇ一般。太阳的灼ėò坏了残存的草木。溪
流干涸了，牛S羊叫，在痛苦中到g徘徊。那一度茂盛的田地，已M成了干旱荒Ƒ的沙漠，!!荒凉
的�墟。那奉献ş敬拜偶像的ê木已叶落枝枯；森林也残ȇ凋萎，不足遮Ɩ了。

125

空气干燥窒ʁ；ʯ沙障目，几至使人不能呼吸。ɇ去繁荣的城市和�村都M成了哀哭之地。ʲ渴
�来了可怕的死亡，威Ƅ着人类和牲畜。ʲ荒及其一切的恐怖越来越迫近了。 {PK 124.3}

然而以色列却不ʟɊƽ多上帝权能的明Ǆ，既不悔改，也没有学得上帝所要ş他�学�的教ƶ。
他�未曾看出7造自然的主控制着自然界的定律，能使之成
ȡ福或降ĳ的工具。

126

他�心ˉ气傲，又迷于虚$的敬拜，所以不肯自卑，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于是他�开始将他�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44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1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所受的痛苦�咎于其他的原因。 {PK 125.1}

耶洗别完全不肯承ƲɊ次旱灾是耶和B所降的刑Ÿ。她在公然反抗天上上帝的决心方面毫不屈
服，竟与几乎全以色列人ſ合起来，指摘以利�
使他�遭受一切不幸的ĳ首。他�没有作ƩǄ反
}他�敬拜的�式么？她声Ƀ：只要能拔出他Ɋ个眼中ə，他�神明的怒气就可以平息，他�的灾
ʔ就可以ř止了。 {PK 126.1}

�哈受王后的�恿，便着手仔ŗ搜~先知藏匿的所在。他差遣使者到四周Ɍ近的列国去，ǃ~他
所憎恨而又惧怕的人；他焦急地尽量�底搜ç，并要Ɋ些ɔ邦起誓表明他�}先知的下落毫无所
悉。但Ɋ种ç~毫无效果。先知安然无恙地脱离了王的毒手，而王的罪却正是招致被触犯之上帝的
忿怒降于全地的。 {PK 126.2}

耶洗别反}以利�的努力既已失ȇ，就决定要á害以色列中一切耶和B的先知，以泄她心i之
ª。决不容一人存活。Ɋ个狂怒的p人w行她的心意，屠á了ƽ多上帝的仆人。虽然如此，但ř未
完全á尽。因
�哈的家宰俄巴底仍然效忠上帝，他冒着生命的危ʒ，“将一百个先知藏了，每五十
人藏在一个洞里，拿ʺ和水供养他�。” 列王ƹ上18:4 {PK 126.3}

127

第二个荒年又ɇ去了，而无情的天空仍然没有下雨的迹象。干旱和ʲ荒Ťŧ蹂Ȯ全国。作父母的
既无力解救儿女的痛若，只好眼ĮĮ地看着他�死去。然而背道的以色列仍旧不肯在上帝面前自
卑，并Ťŧ埋怨那位因他的Ǒ而使Ɋ些可怕的刑Ÿ	到他�身上的人。他�似乎不能从自己所受的
痛苦和患ʔ中看出悔改的呼召，!!上帝的干ʣ，俾保守他�不至走到越ɇ上天容忍之限度的致命地
步。 {PK 127.1}

以色列的背道乃是Ⱥ比所有ʲ荒的种种恐怖更
可怕的一ʛ�行。上帝正在ǂ法使民�Ó脱欺
ˎ，并�使他�明白他�}自己生命和一切所有均ʝ仰ȣ之主的ȅ任。祂正ǎ]帮助他�恢复所�
失了的信心，因此祂必ʝ降大灾ʔ在他�身上。 {PK 127.2}

“主耶和BǢ：�人死亡�是我喜悦的么？不是喜悦他回i离开所行的道存活么？”“你�要将所犯
的一切罪ɇ，尽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新灵。以色列家啊，你�何必死亡呢？主耶和BǢ：我
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当回i而存活。”“以色列家啊，你�ȳ回，ȳ回吧，离开�道；何必死
亡呢？” 以西ŝ�18:23, 31-32; 33:11 {PK 127.3}

上帝已ś差遣使者到以色列那里去，�;他�ȳ回效忠于祂。如果他�听从Ɋ些;告，

128

如果他�离弃巴力而�向永生的上帝，那么，以利�降Ÿ的信息也就决不会向他�L出了。但那
原可作
活的香气叫他�活的警告，却成了死的香气叫他�死。他�的自尊心既受了"害；他�的
怒气就向上帝的使者L作了；ɊÛ他�}于先知以利�非常恨�。只要他落在他�手中，他�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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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然地将他交ş耶洗别，!!妄想止息他的声音就能使他所Ǣ的Ǒ不致�ˌ。他�虽面	灾ĳ，竟然
在拜偶像的事上怙�不悛。Ɋë，他�就在那招致上天降灾与全地的罪上加罪了。 {PK 127.4}

被3打的以色列有一个唯一的救法，!!ȳ离那招致全能者¦Ÿ之手的罪�，并全心全意地�向耶
和B。上帝早已有保Ǆȡ与他�：“我若使天ɼ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Ɋ地的出�，或使瘟疫流行在
我民中；Ɋ称
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求我的面，ȳ离他�的�行；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的罪，医治他�的地。” I代志下7:13-14 上帝之所以在L起决定性的改革之前不降雨露，
就是
了要wĢɊ种良好的ŝ果。 {PK 128.1}

129

第十章严正的谴责

本章根据：列王ƹ上17:8-24; 18:1-19 {PK 129.1}

以利�Ťŧ藏身在基立溪旁的山ʀ一个Û期。他在那里ƙ得了神奇地食物供�，Ɇ数月之久。后
来，当溪水因Ťŧ干旱而致涸竭Û，上帝便吩咐祂的仆人到异邦去~求避ʔ。祂吩咐他Ǣ：“你起身
往西ʠ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p供养你。” {PK 129.2}

Ɋ个p人不是以色列人。她从来没有得到上帝ɐ民所享有的特权和福气；但她是相信真神的，并
且已ś遵循那照在她途程上的所有亮光行事
人。ɊÛ，以利�在以色列地既无安全可言，上帝就
差他到Ɋ个p人那里去，在她家里ƙ得安身之所。 {PK 129.3}

“以利�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門，Ʃ有一个寡p在那里Ê柴；

130

以利�呼叫她Ǣ：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ş我喝。她去取水的Û候，以利�又呼叫她，Ǣ：也求你
拿点ʺ来ş我。” {PK 129.4}

当ÛɊ个ĺ苦的家庭深受ʲ荒的熬煎；而且�存的一点粮食似亦即将告罄。正当Ɋ寡p担心她必
ʝ放弃求生之Æ扎的那一天，以利�的到来竟使她仰ȣ永生上帝的能力以供ş她需要的信心，受到
一次�重的考ˌ。然而即使g在极端困境之中，她仍依从Ɋ陌生人Ǥ她拿出最后一点食物来分ş他
吃的要求，藉此表Ģ了自己的信心。 {PK 130.1}

寡p回答以利�}于ʵ食的要求，Ǣ：“我指着永生耶和B你的上帝起誓，我没有ʺ，b内只有一
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Ģ在找两根柴，回家要
我和我儿子作ʺ，我�吃了，死就死吧。”以利
�}她Ǣ：“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Ǣ的去作吧，只要先
我作一个小ʺ，拿来ş我，然后
你和你
的儿子作ʺ。因
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如此Ǣ：b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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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PK 130.2}

信心的考ˌ没有比Ɋ更大的了。Ɋ寡p向来是以仁ę和慷慨款待客人的。Ģ在她也就不考Ơ自己
和孩子所可能遭受的痛苦，只是信ȣ以色列的上帝一定会供ş她所有的需要，

131

于是她便在Ɋ次好客之情的最大考ˌ下 ，“照以利�的Ǒ去行。” {PK 130.3}

Ɋ个腓尼基p人向上帝的先知所表示的款待，真是令人感服，ŝ果她的信心与慷慨也ƙ得了奇妙
的»Ƞ。“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吃了ƽ多日子。b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
如耶和B藉以利�所Ǣ的Ǒ。 {PK 131.1}

“Ɋ事以后，作那家主母的p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p人}以利�Ǣ：神人
哪，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Ɋ里来，使上帝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 {PK 131.2}

“以利�}她Ǣ：把你儿子交ş我。以利�就从p人�中将孩子接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
自己的床上。……以利�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B，……耶和B�允以利�的Ǒ；孩子的
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 {PK 131.3}

“以利�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ɋ屋子，交ş他母�，Ǣ：看哪，你的儿子活了。p人}以利�
Ǣ：Ģ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B藉你口所Ǣ的Ǒ是真的。” {PK 131.4}

撒勒法的寡p把她�存的少ƽ粮食分ş以利�；所ƙ的»答乃是她自己和她儿子的生命都得蒙保
全了。

132

照ë，上帝也�ƽ要大大ȡ福ş凡在患ʔ与缺乏Û期中，ɉ能同情并帮助其他需要更大者的人。
祂并没有改M。祂的能力Ģ今并不比以利�的日子
小。救主Ǣ：“人因
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
先知所得的Ƞȡ。” ʾ太福音10:41 Ģ今Ɋ�ƽ仍与L表Û一ë的可靠。 {PK 131.5}

“不可忘ƹ用ę心接待客旅；因
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ƭ就接待了天使。” 希伯来�13:2 Ɋ句
Ǒ并未因Ûʀ的ɇ去而失去它的力量。Ģ今我�的天父仍然将ʓ藏着福分的机会放在祂儿女的路
上；凡善用Ɋ些机会的人必大得喜�。“你心若向ʲʻ的人L怜£，使困苦的人得Ċ足；你的光就必
在黑暗中LĢ，你的幽暗必M如正午；耶和B也必Û常引�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Ċ意足，骨i
强壮；你必象ü灌的园子，又象水流不š的泉源。” 以ȥ��58:10-11 {PK 132.1}

基督}祂今日的忠仆Ǣ：“人接待你�，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ʾ太福音
10:40 没有一件奉祂名而表Ģ的仁ę行
会被忽略而不予以»+的。况且在Ɋ种�切的Ʋ可中，基
督甚至将上帝家中最ȶ弱、最卑微的分子也包括在内了。祂Ǣ：“无ƿ何人，因
門徒的名，只把一
杯凉水şɊ小子，”!!就是那些在信心和}基督的ƲǇ上像小孩子一般的人，!!“里的一个喝，我w
在告ǉ你�，Ɋ人不能不得Ƞȡ。” ʾ太福音10:42 {PK 132.2}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47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1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133

śɇɹ年的干旱与ʲ荒，以利��切地祈求，希望以色列人的心意ȳ离偶像，效忠上帝。当主的
圣手重重地打3全地的Û候，先知在忍耐地等候着。及至他看到gg呈Ģ着日益加:的痛苦与缺乏
Û，他的心因�患而"痛了，他渴望能ƙ得力量，以迅速地促成一番改革工作。但ɊÛ上帝正在�
自w施祂的ư划，因此祂的仆人所能作的，只是凭着信心Ťŧ祈祷，静待Û机，以便采取决断性的
行>。 {PK 133.1}

�哈王在位Û所流行的背道Ģ象，乃是以色列人多年犯罪作�的ŝ果。年复一年，以色列一步一
步地在偏离正路。他�一代又一代地不肯
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ř至大多数人都屈从了黑暗权@
的ʤ�。 {PK 133.2}

Ō在一百年前，以色列在大G王的Ţ治之下，曾ś快�地同声歌唱Ȧ美至高者的圣Ǐ，来承Ʋ他
�完全依靠祂供ş每日的恩惠。且听他�当年ʢȦ的声音： {PK 133.3}

“拯救我�的上帝啊，……祢使日出日落之地都ñ呼。祢眷ʟ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上帝
的河Ċ了水；你Ɋëü灌了地，好
人ʣh五谷。祢ü透地的犁÷，Ă平犁脊；降甘霖，使地ȶ
和；其中Lɹ的，蒙祢ȡ福。

134

祢以恩典
年�的冠冕；祢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Ü野的草_上；小山以ñ�束腰。草_以羊
群
衣；谷中也ɹĊ了五谷；Ɋ一切都ñ呼歌唱。” Ǐ篇65:5, 8-13 {PK 133.4}

那Û以色列承Ʋ上帝
“将地立在根基上”的主。他�曾śɊë地歌唱以表示他�的信心：“祢用深
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ǥ水高ɇ山岭。祢的斥ȅ一L，水便奔逃；祢的雷声一L，水便奔流。ǥ
山升上；ǥ谷沉下，�祢
他所安定之地。祢定了界限，使水不能ɇ去；不再ȳ回遮盖地面。” Ǐ篇
104:6-9 {PK 134.1}

天上、地下、和海里的自然物ȉ之所以受到一定的限制，乃是由于那位无ĺ之主的大能大力。祂
用Ɋ些物ȉ来促ɋ祂所造�生的幸福。祂白白地打开“天上的府�，按Û降雨，”在人“手里所<的一
切事上ȡ福与”人。 申命ƹ28:12 “耶和B使泉涌在山谷，流在山ʀ。使野地的走-有水喝；野˃得解
其渴。天上的ʱ˖在水旁住宿，在ê枝上啼叫。

135

……他使草生ɹ，ş六畜吃；使菜蔬Lɹ，供ş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
得油能Ă人面，得粮能养人心。……“耶和B啊，祢所造的何其多！都是祢用智慧造成的；遍地Ċ了
祢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物，大小活物都有。……Ɋ都仰望祢按Ûş他食
物。祢ş他�，他�便拾起来；“祢�手，他�ʷ得美食。” Ǐ篇104:10-15; 24-28 {PK 134.2}

以色列有充分的理由可以ñ喜。主所引ʤ他�到Ɇ的地方乃是流奶与蜜之地。他�在Ü野ʰ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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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期中，上帝曾ś向他�保Ǆ：祂所�他�去的地方是不会缺少雨水的。祂告ǉ他�Ǣ：“你要ɋ去
得
�的那地，本不象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ü灌，像ü灌菜园一ë；你�要ɇ去
得
�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Ă之地；是耶和B你上帝所眷ʟ的，从�首到年ř，耶和B
你上帝的眼目Û常看ʟ那地。” {PK 135.1}

那ȡ下丰盛雨水的�ƽ，乃是以ʜ从
条件的。

136

主曾宣告Ǣ：“你�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ǚ命，ę耶和B你�的上帝，尽心、尽性侍奉他，
他必按Û降秋雨、春雨在你�的地上，使你�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ʷ足，并
使田野
你的牲畜ɹ草。” {PK 135.2}

主曾;告祂的子民Ǣ：“你�要ǽ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B的
怒气向你�L作，就使天ɼ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使你�在耶和B所ȡş你�的美地上，速速Ď
亡。” 申命ƹ11:10-17 {PK 136.1}

以色列也曾得到警告：“你若不听从耶和B你上帝的Ǒ，不ǽ守遵行他的一切ǚ命律例，”“你i上
的天，要M
ɤ，脚下的地，要M
ɢ。耶和B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M
�沙；从天	到你身
上，直到你Ď亡。” 申命ƹ28:15; 23-24 {PK 136.2}

Ɋ就是耶和B所ȡş古以色列的一些明智的勉言。祂曾吩咐祂的ɐ民Ǣ：“你�要将我ɊǑ存在心
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
ƹ号，戴在ʬ上
ś文。也要教ƶ你�的儿女，无ƿ坐在家里，行在路
上，Ȱ下，起来，都要Ǯƿ。”

137

申命ƹ11:18-19 Ɋ些命令虽是明确的；但随着Û光的消逝，一代又一代的人却忘ƹ了那
他�属
灵福利所作的一切安排，ŝ果背道的ȇ坏影响ʒ些将上帝恩典的每一屏障´除1尽了。 {PK 136.3}

事情既然如此L展，ɊÛ上帝就不得不以最�重的刑Ÿ降在他子民身上。以利�的ʣ言正在可怕
地�ˌ着。三年来，Ɋ位灾ĳ的!信人被人从Ɋ城到那城，从Ɋ国到那国地搜~着。在�哈王的Ƕ
旨之下，ƽ多君王已ś起誓声明他�境内找不到Ɋ位奇特的先知。但搜ç依然Ťŧ；因
耶洗别和
巴力的先知痛恨以利�，所以不ɓ余力地要把他置于自己的权@之下。然而雨仍旧不Ʃ降下。 {PK

137.1}

最后，“ɇ了ƽ久，……耶和B的Ǒ	到以利�，Ǣ：你去，使�哈得Ʃ你；我要降雨在地上。”
{PK 137.2}

以利�遵照Ɋ命令，“就去，要使�哈得Ʃ他。”Ō在以利�出L走向撒Ġ利�的同Û，�哈曾向
他的家宰俄巴底建Ʒ：他�出去仔ŗ地~找水泉和溪水，希望能
他�缺粮的牲畜找到一`牧_。
ɊÛɎ王z里也h受Ɋɹ期干旱的影响。�哈王深
自己的朝廷担心，所以决定�自同他的臣仆出
去，~找一些可能有牧草的好_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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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于是二人分地游行：�哈独走一路，俄巴底独走一路。” {PK 137.3}

“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相遇，俄巴底Ʋ出他来，就俯伏在地，Ǣ：你是我主以利�不是？” {PK

138.1}

在以色列背道期ʀ，俄巴底一直保持忠ȁ。他的主人�哈王未能使他ȳ离永生的上帝。所以ɊÛ
以利�ş予他一个光荣的使命，Ǣ：“你去告ǉ你主人，Ǣ：以利�在Ɋ里。” {PK 138.2}

俄巴底大
¤慌，Ǣ：“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哈手里，使他á我呢？”将Ɋë的信息
!ş�哈，无异是故意求死。因此他向先知解ɖǢ：“我指着永生耶和B你的上帝起誓，无ƿ那一
邦、那一国，我主都打L人去找你；若Ǣ，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Ǣ，w在是
找不着你。Ģ在你Ǣ，要去告ǉ你主人，Ǣ，以利�在Ɋ里。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B的灵就提你
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Ɋë我去告ǉ�哈，他若找不着你，就必á我。” {PK 138.3}

俄巴底�切地Ǥ求以利�不要勉强他。他迫切地ʐǢ：“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B的。耶洗别á耶
和B�先知的Û候，我将耶和B的一百个先知藏了，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拿ʺ和水供养他�，
�没有人将Ɋ事告ǉ我主么？

139

Ģ在你Ǣ，要去告ǉ你主人，Ǣ，以利�在Ɋ里；他必á我。” {PK 138.4}

以利�ɕ重地起誓�ƽ俄巴底；Ɋ个差使决不致落空。他Ǣ：“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之耶和B
起誓，我今日必使�哈得Ʃ我。”既有Ɋë的保Ǆ，“于是俄巴底去迎着�哈告ǉ他。” {PK 139.1}

王胆®心¤地听到了他所惧怕、所恨�、而又竭力~找的人所!来的Ɋ个消息。他深知以利�如
此冒性命的危ʒ，决不是��
要Ʃ他一面。先知会不会再向以色列宣布一次灾ĳ呢？王的心中不
禁疑惧横生。他想起了耶ŷ波安枯干的手。�哈既不得不听从召U，也不敢伸手"害上帝的先知。
于是Ɋ个疑惧交加的君王就�着一ʋG兵前住迎Ʃ先知。 {PK 139.2}

王和先知面面相}了。�哈虽然Ċ心ª恨，但他一来到以利�面前，就似乎失去勇气，ȶ弱无力
了。在他所ƺ“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么？”Ɋi一句期期艾艾的Ǒ中，他无意地Ý明了他内心的感
想。�哈明知他“i上的天”之所以“M
ɤ”，乃是由于上帝的吩咐，但他ɉ想把全地遭受�重刑Ÿ的
ȅ任推在先知i上。 {PK 139.3}

作�的人将他�偏离路所必然招致灾ĳ的ȅ任�咎于上帝的使者，Ɋ乃是很自然的。那些自行
置身于撒但权下的人不能以上帝的ƪ点来看事情。

140

每当真理的明ɸ展露在他�面前Û，他�就因想到要受ȅh而致羞¡成怒。他�已ś被自己的罪
所蒙蔽了，所以不肯悔改；他�Ʋ
上帝的仆人故意与他�
ʔ，所以�受�厉的Ȁȅ。 {PK 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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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ɽ心无愧地站立在�哈面前，他既不打算
自己Ǥ求原ǭ，也不打算来Ǭ媚王。他不想用
旱灾即将ɇ去的好消息来ƫ避王的ª怒。他也没有提出Ƀ解道歉。他Ċ�怒，并
上帝的荣耀大
Lė心，随即将�哈王的控告反ɇ来控告他，坦然无惧地向王声明：那使以色列遭受Ɋ次可怕灾ĳ
的，乃是他的罪，和他祖先的罪。以利�勇敢地断言：“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
家，因
你�离弃耶和B的ǚ命，去随从巴力。” {PK 140.1}

今日正需要�正的ȅh之声；因
叛逆的罪已将民�和上帝隔开了。不信上帝的ʯ气正迅速地ȩ
于流行。“我�不愿意Ɋ个人作我�的王，”（路加福音19:14）已成了千万人所©用的Ǒǜ。那ś常
!ƺ的无关痛痒的道理，不能造成持久的印象；号筒吹出来的乃是无定的号声。所以人�也就没有
因上帝圣言坦白而ɱ利的真理感到扎心。 {PK 140.2}

Ģ今有ƽ多自命
基督徒的人，如果他�L表自己w在的心意，他�就必Ǣ：何必Ɋ么率直地ƺ
Ǣ呢？他�也可以ɽ：施洗Ō翰何必}法利ȥ人Ǣ：“毒蛇的种类，Ǫ指示你�逃避将来的忿怒呢？”

141

路加福音3:7 他又何必告ǉ希律，Ǣ他和自己兄弟的妻子同居是不合法的，因而触怒希ŷ底呢？
Ɋ位基督的先ɰ竟因自己的直言无ƻ而致�失性命。他
什么不能ǽ慎从事，避免招惹那些生活在
罪�中之人的K恨呢？ {PK 140.3}

ƽ多�作上帝律法之忠wºG者的人就Ɋë
自己Ƀ解，以致权ǰ代替了忠信，而罪�也就被容
ƽ活>，不再受到Ȁȅ了。唉，何Û能在教会中再度听到忠wȀȅ罪�的声音呢？ {PK 141.1}

先知拿D}大GǢ：“你就是那人。” 撒母耳ƹ下12:7 象Ɋë明白无Ǟ的坦率的Ǒ，今日很少在ƺ
b上听到，也很少在出版物中看到了。如果不是Ɋë稀少的Ǒ，我�就必看到更多上帝的能力彰Ý
在人ʀ了。
主!ɒ信息的人，非等到懊悔他�自己的喜ę称Ȧ，以及取悦于人，因而ʓ蔽真理的
作ʯ，就不�抱怨他�的努力没有效果。 {PK 141.2}

凡ƴ人喜ñ而在上帝未曾Ǣ平安的Û候，却喊Ǣ“平安了，平安了”的!道人，最好在上帝面前Ǽ
卑己心，要求{恕他�的无ǐ意与缺少道德方面的勇气。他�所以冲淡所委托ş他�的信息，并不
是出于ę人的心，乃是因
他�任性放Œ、ȋ]安逸。真w的ę心必先求上帝的荣耀和灵命的得
救。凡具有Ɋ种ę心的人，决不会避ƻ真理，以免自己遭受ƺwǑ的不愉快后果。

142

当人灵命遇Ʃ危ʒÛ，上帝的仆人决不会ʟ惜自己，却要ƺǢ所交ş他!ƺ的Ǒ，而不肯原ǭ或
文ʶ罪�。 {PK 141.3}

惟愿每一个!道人都能体会到自己ž分的神圣和工作的圣洁，并表Ģ出以利�所表Ģ的勇敢来！
!道人既是上帝所委派的使者，就Ȃ有�重的ȅ任。他�ʝ“用百般的忍耐，……ȅh人、警戒人、
;勉人。” 提摩太后�4:2 他�必ʝ代基督作天国奥秘事的管家，勉励ʜ服的人，并警告背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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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世俗化的权ǰ�无足ȸ重。他�š不可偏离耶ĸ所吩咐他�行走的道路。他�ʝ凭信心向
前迈ɋ，并ƹ得自己是有ƽ多ƩǄ人如同云彩[着的。他�不可!ƺ自己的Ǒ，乃要!ƺ那位Ⱥ比
地上一切有权能者更 大的主所吩咐他�!ƺ的Ǒ。他�的信息�当是：“耶和B如此Ǣ。”上帝呼召
一班象以利�，拿D、和施洗Ō翰的人，!!就是一班忠心!ƺ祂的信息，而不ʟ后果的人；虽ʝě
牲自己所有的一切，而仍勇敢!ƺ真理的人。 {PK 142.1}

上帝不能使用那些置身危ʒ之中，而在需要�人LÈ力量、勇敢、和影响的Û候，竟不敢a持正
的人。祂所呼召的，乃是一班愿意忠心与邪�争斗，与那些±政的、掌权的、管ɁɊ幽暗世界
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魔争®的人。}于Ɋ一等人，祂将有Ɋë的ǑǢ：“好，你Ɋ又良善又忠心
的仆人；……可以ɋ来享受你主人的快�。” ʾ太福音25:23 {PK 142.2}

143

第十一章迦密山

本章根据：列王ƹ上18:19-40 {PK 143.1}

以利�站在�哈面前，要求招聚全以色列人与巴力和�斯他�的先知到迦密山上来Ʃ他。他吩咐
Ǣ：“Ģ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人，和侍奉巴力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
舍拉的那四百个先知，使他�都上迦密山去Ʃ我。” {PK 143.2}

Ɋ个命令是由那似乎直接站在耶和B面前的一位L出的；�哈立Ûʜ从了，好象先知是君王，而
�哈王5是一个百姓。于是派遣ŉ急的使者�到全国各地去，招聚�民来Ʃ以利�和巴力并�斯他
�的先知。各城市�村的人都准h在指定的Û候聚集。当他�走向指定的地方Û，ƽ多人的心中充
Ċ了奇特的ʣ感。不久必有非常的事故L生，否5
什么招U他�聚集在迦密山上呢？

144

ʔ道ɉ有什么新的灾ĳ要	到百姓和全地么？ {PK 143.3}

在旱灾之前，迦密山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它的溪流乃自永不枯竭的泉源那里得到供�，它肥
沃的斜坡上布Ċ了美�的˕花和繁茂的ê木。但如今在干旱的咒ǆ之下，它的美景凋残了。那些

敬拜巴力和�斯他�所建的神b，如今都立在叶落枝枯的ê林之中。另在一个最高的山ʙ上，有一
座已śò坏的耶和B的b，与Ɋ些神b成了˕明的}照。 {PK 144.1}

迦密山俯瞰着一片一望无ʎ的平原；而从以色列国的ƽ多地方，也可以看到它的几座高峰。在迦
密山麓有几g有利的地点，从那里可以望Ʃ大部分山上所L生的事。那在林木繁茂的斜坡掩蔽g所
ɋ行拜偶像的事，已ś明明使上帝受到了侮辱；所以以利�¾ɐɊ个最Ý著的高g来表µ上帝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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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ũº祂圣名的尊荣。 {PK 144.2}

到了指定的那一天清晨，背道的以色列�民�着ė切期待的心情，在靠近山ʙ之g聚集。耶洗别
的先知威ʯ凛凛地列ʋ上山。�哈王也声@煊赫地登	，站在祭司�的前列；所有敬拜偶像的人都
高呼ñ迎他。但祭司�一想起先知的Ǒ已使以色列全地三年半不Ʃ雨露，心中不禁疑惧交加。他�
深ƭ有可怕的危机即将	到。他�所信靠的神已不能Ǆ明以利�
假先知。而他�所敬拜的}象}
于他�的狂呼，他�的祷告，

145

146

147

他�的流泪，他�的刻苦己身，他�的那些令人作呕的�式，以及他�的那些所Ȗ不Ț而从未ʀ
断的祭祀，竟漠然地毫无感ƭ。 {PK 144.3}

以利�是唯一出来ũº耶和B尊荣的人，他站在�哈王和假先知�的面前，被四周聚集的以色列
民�包[着。Ɋ位被通国的人将灾ĳ的重ȅ�咎于他身上的先知，如今似乎毫无保障地站在以色列
王，巴力的先知，®士，和四[成千上万的民�面前。然而以利�并不是孤独的。在他的上面和他
的周[，却有着保º的天/，!!大能的天使。 {PK 147.1}

先知深知自己的使命是要±行上帝的命令，所以他ɽ心无愧，毫无畏惧地站在群�面前。他的面
貌ĘL着威�的容光。民�焦急期待地等他L言。以利�先}那ò坏了的耶和B的b一看，然后望
着群�，以清晰如号筒般的声音Ǣ：“你�心持两意要到几Û呢？若耶和B是上帝，就当ʜ从耶和
B；若巴力是上帝，就当ʜ从巴力。” {PK 147.2}

�民一言不答。在Ɋ广大的人群中竟无一人胆敢表示效忠耶和B。欺ˎ和迷惑犹如一片�云ł罩
着以色列。Ɋ种不幸的背道情形并不是一朝一夕L生的事，而是逐ć地、一次又一次地、不听主所
!ş他�的警告和ȅh之言的ŝ果。每一次偏离善行，每一次拒š悔改，就加深了他�的罪戾，ˁ
使他�更Ɍ离上Ɠ。而如今，他�在面	Ɋ次危机Û，就固±地不肯
上帝而站立了。 {PK 147.3}

148

主憎�那在祂圣工面	危机Û所表Ģ的漠不关心与不不忠。全宇宙正以非言ǜ所能形容的关
切，注Ƭ着善�大斗争的最后几幕。上帝的子民已śč	永恒世界的Ʉ境；ɉ有什么事}于他�Ⱥ
比效忠天上的上帝更
重要呢？I代以来，上帝一向都有高ʯ亮Ɛ的英雄；而且祂Ģ今也有，!!他
�正象Ō瑟、以利�、和但以理一般，不以承Ʋ自己作祂特ɐ的子民
耻。上帝特殊的福惠伴随着
Ɋ些采取行>之人的努力；Ɋ班人必不偏离正确的ž守，却要凭着上帝所ȡ的毅力~ǃ“凡属耶和B
的，”（出埃及ƹ32:26）他�并不�止于~ǃ，ɉ要ɋ一步地促Ǥ凡自Ʋ是与上帝子民ſ合一致的
人挺身而出，明确地表示自己乃是效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Ɋë的人乃将自己的意志和ư划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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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上帝的律法之下。他�因
ę祂，就不以自己的性命
念，也不看
宝ȓ。他�的工作乃是要
从真道中汲取亮光，而使之以清明Ĺ定的光Ŕ照耀世人。忠于上帝乃是他�的座右ɦ。 {PK 148.1}

当以色列民在迦密山上犹豫不决、一言不答的Û候，以利�的声音又打破了当Û的沉寂：“作耶和
B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力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当ş我�两只牛Ĝ，巴力的先知可
以挑ɐ一只，切成`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ʣh一只牛Ĝ，放在柴上，也不点火。

149

你�求告你�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B的名，那降火Ý�的神，就是上帝。” {PK 148.2}

以利�的建Ʒ非常合理，�民无法托辞ƫ避，因此他�只得鼓起勇气回答Ǣ：“ɊǑ甚好。”巴力
的先知不敢L言反}；以利�吩咐他�Ǣ：“你�既是人多，当先挑ɐ一只牛Ĝ；ʣh好了，就求告
你�神的名，却不要点火。” {PK 149.1}

假祭司表面上坦然无惧，但Ȃ疚的内心却¤恐莫名；他�ʣh他�的b，并把木柴和祭牲Ó在上
面；然后就开始念咒。当他�求告他�的神的名，Ǣ“巴力啊，求你�允我�”Û，他�那尖ɱ的呼声
一再地响�于森林和周[的山岭之ʀ。祭司�聚集在他�的祭b周[，扭身跳踊并尖声Q喊，撕掉
iL又割破身体，呼求他�的神帮助他�。 {PK 149.2}

早晨ɇ去，中午来到，但依然没有巴力听他Ɋ群ǈˎ之徒呼求的朕兆。没有声音，也没有�允他
�ħ狂的祷告。祭牲仍然没有被焚Ė。 {PK 149.3}

当Ɋ些狡猾的祭司Ťŧ�行ʭ狂的祈求Û，他�不住地想使用某种手段，藉此在b上点火，使�
民相信那火是直接从巴力来的。可是以利�注Ƭ着他�的每一个>作；祭司�在š望中ɉ希冀有机
会可以行使ˎà，所以仍然Ťŧ在ɋ行着他�那些毫无意的礼Ɛ。 {PK 149.4}

“到了正午，以利�嬉笑他�，Ǣ：大声求告吧，因
他是神；

150

他或默想，或走到一Ʉ，或行路，或睡ƭ，你�当叫醒他。他�大声求告，按着他�的ƫ矩用刀
ä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Û候，他�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允
的，也没有理会的。” {PK 149.5}

撒但�愿来帮助那些受他欺ˎ而�心
他服=的人。他�愿L出Ĥ光来点燃他�的祭牲。但耶和
B已划定撒但的界限，!!遏制了他的能力，!!仇Ù用尽所有的Ǔư也不能从巴力的b上L出一星
火花。 {PK 150.1}

最后，他�的声音因尖叫而嘶T了，他�的衣服染Ċ了他�自割自刺所流的˕血，于是祭司�灰
心š望了。ɊÛ他�以毫不减退的ħ狂一面呼求，同Û也夹â着}他�的太阳神所作的可怕地咒
ˈ，而以利�5Ťŧŉ�地注Ƭ着；因
他知道；如果祭司的任何Ǔư得逞，居然能够点起b上的
火，他就要立Û被他�撕成碎片了。 {PK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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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将近。巴力的先知已疲乏、昏迷、混乱了。某一个人建Ʒ一件事，而另一个人5建Ʒ另一件
事，直到他�ř于停止了他�的努力。迦密山上不再听到他�的尖叫和咒ˈ了。他�š望地ȇ退
了。 {PK 150.3}

民�已整天目睹Ɋ些挫ȇ的祭司的表演。他�Ʃ到Ɋ些祭司在b的周[狂ȭ乱跳，好象是要抓住
太阳灼ė的光Ŕ来Ɇ成他�的目的一般。

151

民��着恐惧的心情目睹祭司�自行ò"的可怖景象，也曾有机会思考拜偶像的愚妄。群�当中
有ƽ多人}于邪教的表演已感K倦，ɊÛ他�便以最深切的关注期待以利�的行>。 {PK 150.4}

到了献晚祭的Û候，以利�吩咐�民Ǣ：“你�到我Ɋ里来。”当他�®®兢兢地走近Û，他就ȳ
向那一度�人曾在此敬拜天上的上帝、而Ģ今却已ò坏了的b，并且予以重修。Ɋ个�堆在他看
来，Ⱥ比邪教任何壮�的神b更
宝ȓ。 {PK 151.1}

以利�在重修Ɋ座古b的事上，表明了他尊重昔日以色列民ɇŌ但河ɋ入�ƽ之地Û主与他�所
立的Ō。他“照雅各子v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石i，……
耶和B的名筑一座b。” {PK 151.2}

那班徒?无功而精疲力尽、ɊÛ�已灰心失望的巴力的祭司，等待着要看以利�怎ë行。他�怨
恨Ɋ位先知建Ʒ�行ǎˌ，以致暴露他�神明的ȶ弱无能；然而他�却惧怕他的能力。�民也甚害
怕，当以利�Ťŧ作他的准hÛ，他�都屏息Ż望。先知ɷ定的�度，与巴力信徒无知的ħ狂，6
好成了一个明Ý的}照。 {PK 151.3}

祭b修建完ó，先知便在周[挖÷，他既Ó好了柴，切好牛Ĝ，将祭牲放在b上，就吩咐�民将
水倒在祭牲和祭b上。他指示Ǣ：”你�用四个桶盛Ċ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Ǣ：倒第二次。

152

他�就倒第二次。又Ǣ：倒第三次。他�就倒第三次。水流在b的四[；÷里也Ċ了水。” {PK

151.4}

以利�提醒民�想起那招致耶和B忿怒的ɹ期背道情形，并呼召他�存心Ǽ卑，�向他�列祖的
上帝，Ɋë那降于以色列全地的咒ǆ就可消除了。于是他恭恭敬敬地跪在那看不Ʃ的上帝面前，向
天�起双手，献上一次ŅD的祷告。巴力的祭司已ś从清早直到午后尖声喊叫，口中流沫，狂ȭ乱
跳；但在以利�祷告Û，迦密山上一点也听不Ʃ无ǵ的尖叫。他祷告好象他知道耶和B就在那里，
垂ʟ当Û的情景，*听他的�求。巴力先知的祷告是狂妄而前后矛盾的。以利�的祷告却ŅD而�
切，祈求上帝彰Ý祂超ɇ巴力的权能，使以色列人可以得蒙引ʤ而�向祂。 {PK 152.1}

先知�求Ǣ：“�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耶和B啊，求祢今日使人知道祢是以色列的上
帝，也知道我是祢的仆人，又是奉祢的命行Ɋ一切事。耶和B啊，求祢�允我，�允我，使Ɋ民知
道祢耶和B是上帝，又知道是祢叫Ɋ民的心回ȳ。 {PK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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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沉默的�Ɓ感J在�人心上。巴力的祭司恐惧®兢着。他�自ƭ有罪，等待迅速的»�。 {PK

152.3}

以利�的祷告一完ó，就有火从天降下，象光耀的ɻĤ一般，

153

落在那筑妥的b上，Ė尽燔祭，Ė干÷里的水，并且Ɏb上的石i也Ė尽了。火焰的光芒照亮全
山，使�人目眩不已。山谷下有ƽ多人正焦急不安地注Ƭ着山上那班人的一切�>，他�清楚地看
Ʃ有火从天降下，�人无不因而¤异万状。Ɋ火与从前ɇŋ海Û将以色列民和埃及/兵分开的火炷
相似。 {PK 152.4}

山上的�民敬畏地俯伏在那看不Ʃ的上帝面前。他�不敢Ťŧ再ƪ望那从天而降的火。他�害怕
自己也被ĖĎ；而且他�ƭ悟自己有本分要承Ʋ以利�的上帝乃是他�列祖的上帝，是他�所当效
忠的，于是他�异口同声地呼喊Ǣ：“耶和B是上帝；耶和B是上帝。”他�的呼喊清晰无比地响�全
山，并在山下的平原中引起了回音。以色列ř于ƭ醒起来，不再受ˎ，而悔罪改ɇ了。�民ř于看
出自己是怎ë大大地羞辱了上帝。敬拜巴力的性ȉ，与真神上帝所要的合理侍奉之ʀ的区别，已充
分地Ý明了。�民Ʋ明上帝在不降雨露、直到他�承Ʋ他圣名的Ɋ件事上所Ý的公和怜£。如今
他�愿意承Ʋ以利�的上帝乃是高ɇ一切偶像的了。 {PK 153.1}

巴力的祭司¤惶失措地目睹耶和B能力的奇妙Ý示。然而就是在他�狼ĝ的情形之下，并在上帝
的荣耀之前，他�仍然不肯悔改他�的�行。

154

他�死心塌地要作巴力的先知。Ɋë他�就�ȏĊ盈，Ǘ受òĎ了。
要保º悔改的以色列民不
致再受那些教他�敬拜巴力之人的迷惑起Ʃ，以利�奉主的指示要áĎɊ些假�傅。�民已ś}那
些ʤ�他�犯罪的人激起了ª怒；所以当以利�吩咐“拿住巴力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Û，他�就立
Ûʜ从了。他�拿住Ɋ些假祭司，将他��到基ʜ河Ʉ，就在那里，当Ɋ开始决定性改革的一天尚
未ɇ去之前，巴力的祭司´数被á，一个也没有留下。 {PK 153.2}

155

第十二章从耶斯列到何烈山

本章根据 列王ƹ上18:41-46; 19:1-8 {PK 155.1}

巴力的先知被áɊ一件事，已ś
在北国十个支派中ɋ行巨大的属灵改革ʣh了道路。以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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ś将百姓背道的罪Ó在他�面前；他�已呼召他�存心Ǽ卑�向耶和B。上天的刑Ÿ�已±行；�
民已ś供Ʋ他�的罪ɇ，并已承Ʋ他�列祖的上帝乃是永生的上帝；如今上天的咒ǆ即将撤消，今
生属世的福分即将恢复。全地即将受到雨水的滋Ă了。以利�}�哈Ǣ：“你Ģ在可以上去吃喝；因

有多雨的响声了。”于是先知便上迦密山ʙ去祷告。 {PK 155.2}

以利�之所以能Ɋë有把握地吩咐�哈
雨作准h，并不是因
外表上有什么将要降雨的迹象。
先知并没有看Ʃ天上有云；也没有听Ʃ雷声。

156

他只是Ǣ出主的灵
�答他自己a强的信心而感>他ƺ的Ǒ。他在那一整天当中，已ś无畏地完
成了上帝的旨意，并已表明他š}信任上帝《圣ś》中的ʣ言；如今，他既已尽其所能地行了Ɋ一
切的事，便深知上天必大量*降所ʣ言的福惠。Ɋ位曾ś降下旱灾的同一上帝已ś�ƽ沛降甘霖，
»Ƞ行；如今，以利�便在等待着Ɋ�ƽ中的大雨。他以Ǽ卑的�度“将Ɗ伏在两膝之中，”
悔改
的以色列向上帝代求。 {PK 155.3}

以利�一次又一次地差遣他的仆人上到一个俯瞰地中海的地点去，要ƪ看有没有上帝垂听他祷告
的明Ýƹ号。仆人每一次回来都Ǣ：“没有什么。”先知并没有因此不耐久待或失去信心，依然�切祈
求。仆人六次回来都Ǣ那“M
ɤ”的天没有任何降雨的迹象。以利�毫不灰心地再度差仆人去ƪ看一
次；Ɋ一次仆人回来Ǣ：“我看Ʃ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ɇ如人手那ë大。” {PK 156.1}

Ɋ就够了。以利�并没有等候天空�云密布。他凭着信心在Ɋ一小片云中看出大量的雨水；他也
采取了与信心配合一致的行>，立即差遣仆人去告ǉ�哈Ǣ：“当套ȱ下去，免得被雨阻Å。” {PK

156.2}

上帝之所以能在以色列I史上Ɋ一次�重的危机中使用以利�，乃因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

157

当他祷告的Û候，他伸出了信心的手握住上天的�ƽ；而且恒切祷告，直到他的祈求蒙了�允。
他没有等待那Ǆ明上帝已ś垂听他的充分凭据，却愿根据神恩的最微小表号而大胆相信一切。然而
他在上帝帮助之下所能作的事，乃是人人在他�
上帝服=的范[之内所可能作的；因
《圣ś》
ƿ到那从基列山来的先知ɊëǢ：“以利�与我�是一ë性情的人，他�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
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雅各�5:17 {PK 156.3}

今日的世界所极需的乃是像Ɋë的信心，!!就是把握住上帝圣言中的�ƽ，非到上天垂听而决不
放松的信心。Ɋë的信心将我�与上天ŉ密地ſ系起来，并使我�有力量抗拒黑暗的权@。上帝的
儿女因着信曾“制服了Ù国，行了公，得了�ƽ，堵了Ğ子的口，Ď了烈火的猛@，脱了刀9的ɰ
刃，ȶ弱M
6强，争®Ý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希伯来�11:33-34 而我�今日也要因着信Ɇ
到上帝
我�所定之旨意的高峰。“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ʾ可福音9:23 {PK 157.1}

信心乃是有功效之祈祷的要素。“因
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ʝ信有上帝，且信他Ƞȡ那~求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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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既然知道他听我�一切所求的，

158

就知道我�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希伯来�11:6;Ō翰一�5:14-15 我�也可以本着雅各那ëa
忍不拔的信心，和以利�不屈不Ä的恒心，向天父呈上我�的�求，要求一切祂所�ƽ的。祂宝座
的光荣已作
wĢ祂�ƽ的保Ǆ了。 {PK 157.2}

当�哈准h下山Û，夜幕已śł罩在迦密山上了。“霎Ûʀ天因ʯ云黑暗，降下大雨。�哈就坐
ȱ，往耶斯列去了。”当�哈冒着黑暗和*盆大雨往王城去的Û候，他无法看出前面的道路。上帝的
先知以利�那天虽曾当着�哈的臣民使他屈服，并á了他那拜偶像的祭司，却依然承Ʋ他
以色列
的王；而ɊÛ他有上帝的力量在他身上，就以一种尊敬的行>，奔在御ȱ之前，引ʤ�哈王直到城
門。 {PK 158.1}

上帝的信使向一个�王所行的Ɋ件善�，ş予一切自称
上帝仆人却夜郎自大的人一个教ƶ。有
些人自Ƭɇ高，不屑履行他�Ʋ
似是下ȑ的任=。他�甚至Ɏ必需的服=也ɏ疑不行，惟恐被人
LĢ在作奴仆之工。Ɋ些人都可从以利�的榜ë上学得很多的教ƶ。由于他的Ǒǜ，上天的恩û曾
三年多没有降在地上；他在迦密山上的祷告得蒙�允，有火从天而降Ė尽燔祭Û，他曾明Ý地
上
帝所尊荣；

159

他曾±行上帝的刑Ÿ而á了拜偶像的先知；他求雨的祷告也蒙了�允。然而在他ƙ得Ý著的ƅ
利，就是上帝悦ő并尊荣他的公开服=之后，他ɉ�意履行仆人所作的服=。 {PK 158.2}

以利�在耶斯列城門口与�哈分别了。先知愿意留在城外，拿他的外衣裹身，就Ȱ在空地上睡着
了。王ɋ入城内，不久就到了他的王z内院，于是便将当天所L生的非常大事，以及上帝能力的奇
妙Ý示，如何向以色列Ǆ明耶和B是真神，以利�5是他所¾ɐ的信使等情，都告ǉ了他的妻子。
当�哈向王后述Ǣ拜偶像的先知被á的事Û，Ɋ个心Ƃ6硬、怙�不悛的耶洗别就大
震怒了。她
不肯承Ʋ迦密山上的事都是出于上帝支配一切的美意，却依旧公然反抗，并大胆宣布以利�必ʝ被
g死。 {PK 159.1}

当夜有一个!信的使臣U醒了疲乏的先知，把耶洗别的Ǒ告ǉ他：“明日Ō在ɊÛ候，我若不使你
的性命象那些人的性命一ë，愿神明重重的降Ÿ与我。” {PK 159.2}

在以利�表Ģ那么不屈不Ä的勇敢之后，在他那么完全地得ƅ了国王、祭司、和�民之后，他似
乎决不会再灰心�志或因威吓而怯懦退ŵ了。但是Ɋ个蒙上帝ȡ予那么多慈ę眷ʟ之凭据的人，竟
不能Ó脱血肉之体的弱点，却在Ɋ黑暗的Û刻失去了信心和勇气。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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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慌意乱，从睡梦中醒ɇ来，就开始逃命了。那Û大雨*盆，四面黑暗，先知竟忘ƹ了三年前
上帝如何引ʤ他的路，使他走到一个避ʔ的所在，得以脱离耶洗别的仇恨和�哈的~索，如今却

自己而逃命了。到了别是巴，他“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Ü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PK 159.3}

以利�原不Ǘ擅离他的工作�位。他�当祈求那曾吩咐他ũº耶和B尊荣的主，保佑他�付耶洗
别的威Ƅ。他�当正告那!信的使臣：他所信靠的上帝必定会保佑他抗御王后的毒恨。�在数小Û
之前，他曾眼Ʃ上帝能力的奇妙Ý示，Ɋ�Ǘ是他必不致被撇弃的明Ǆ。如果他仍然留在原g，如
果他以上帝
避ʔ所和力量，而
真理屹立不移，那么他就必得蒙庇º而不致受害了。主必定藉着
降Ÿ在耶洗别身上而ş他另一次Ý著的ƅ利；Ɋ就很可以使王和�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造成一
番 大的改革。 {PK 160.1}

以利�曾期望迦密山上所行的神迹能有极大的成就。他曾希望在上帝Ɋ次彰Ý祂的能力之后，耶
洗别在�哈心上就不致再有什么影响，而以色列全地必迅即兴起一番改革了。他曾在迦密山上忍ʲ
挨ʻ地?碌ř日。可是在他�引�哈的御ȱ到耶斯列城門Û他的身体虽因?ʠ而疲§不堪，但勇气
却是a强的。 {PK 160.2}

161

可是那常随高ȓ的信心与光荣的成功而俱来的反作用，ɊÛ正J在以利�的心上。他惟恐迦密山
上所7始的改革不可能持久；于是他意气ɬ沉了。他曾一度被高�到毗斯迦的山ʙ；而今却落在幽
谷之中了。他在蒙受全能者的灵感之下，曾ś忍受信心上最�重的考ˌ；但在Ɋ灰心的Û候，

162

既有耶洗别威Ƅ的Ǒ在他耳中作响，而撒但藉着Ɋ个�p的毒ư似乎仍占�@，他就放松那握住
上帝的手了。他曾被ɇ分高�，如今反作用也就特别强烈。以利�忘ƹ了上帝，Ťŧ奔逃，直到他
LĢ自己孤g于荒野之中。他精疲力竭地坐在一棵ŷƋê下休息。他坐在那里
自己求死，Ǣ：耶
和B啊，Ź了；求祢取我的性命；因
我不ƅ于我的列祖。”一个Ɍ离人烟的逃亡者，失望的痛苦使
他"心欲š，不愿再Ʃ到世人的面。他在极度疲?之下ř于睡着了。 {PK 161.1}

每一个人的śˌ中，�不免会遇到非常失望和极度灰心的日子，!!在那些日子，世人的分既是�
受�患，就很ʔ相信上帝仍是祂地上儿女的慈悲恩主；在那些日子，有种种困ʔ折磨心灵，以致ƭ
得生不如死。ƽ多人就是在Ɋë的Û候放松了他�}于上帝的把握，而成了�疑的奴隶，不信的仆
役。如果我�能在Ɋë的Û候以属灵的眼光辨明上帝圣旨的美意，我�便可Ʃ到有天使正在ǂ法拯
救我�脱离自我，并努力使我�的脚踏在那比永恒的山岭更
牢靠的根基上；而新的信心，新的生
命，就会从我�里面涌流出来了。 {PK 162.1}

忠心的Ō伯在他痛苦和黑暗的日子悲NǢ：“愿我生的那日……Ď没。“惟愿我的ĕ¡称一称，我
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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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惟愿我得着所求的；愿上帝ȡ我所切望的！就是愿上帝把我J碎；伸手将我剪除！我……就仍以
此
安慰。”“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L出言ǜ；我心苦¡，要吐露哀情。”“我……宁肯死亡，
ƅ似留我Ɋ一身的骨i。我K弃性命，不愿永活；祢任凭我吧；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 Ō伯ƹ3:3;
6:2; 8-10; 7:11; 15-16 {PK 162.2}

但是Ō伯虽然K弃生命，上帝却并不Ƶ他死亡。有将来的可能性向他指明，更有那希望的信息ȡ
ş他：“你也必a固，无所惧怕；你必忘ƹ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ɇ去的水一ë。你在世的日
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象早晨。你因有指望，就必Ĺ固。……你Ȱ卧无人¤吓；且有ƽ
多人向你求恩。但�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无路可逃；他�的指望就是š气。” Ō伯ƹ11:15-20
{PK 163.1}

Ō伯从失望灰心的深渊之中，升到了š}信靠上帝的恩典和他拯救之能的高原上。他ƅ利地声
称：

164

“他虽á我，我仍必信靠他；…… 他也要成
我的拯救。”“我知道我的救ȟ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
地上；我Ɋ皮肉Ďš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Ʃ上帝。我自己要Ʃ他，�眼要看他，并不象外人。”
Ō伯ƹ13:15-16; 英文本19:25-27 {PK 163.2}

“耶和B从旋ʯ中回答Ō伯，” Ō伯ƹ38:1 并向祂的仆人彰Ý祂的大能。当Ō伯瞥Ʃ他的7造主
Û，他就K�自己，在�土和炉灰中懊悔。ɊÛ主才能丰富地ȡ福ş他，使他的晚景成了他一生中
最幸福的年日。 {PK 164.1}

盼望和勇敢乃是在侍奉上帝方面Ɇ到完全地步所不可或缺的。Ɋ都是信心的果子。灰心�志乃是
有罪而不合理的，上帝能够而且愿意“格外” 希伯来�6:17 将祂仆人所需要用以�付考ˌ和ǎĐ的力
量ȡş他�。祂圣工之仇Ù的ưǰ看来似乎周密Ĺ妥；但上帝足能推翻其中最�毒的。Ɋ乃是在祂
看到祂仆人的信心已受充分考ˌ之后，按祂自己所定的Û候和方法而行的。 {PK 164.2}

}于灰心的人有一道可靠的救治之方，!!信靠，祈祷，工作。信心和行>所ş予的保Ǆ和Ċ足必
是与日俱增的。你是否受了ǎ探而致焦Ơ杞�或全然灰心呢？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各种形@似乎
最拂逆的Û候，不要惧怕。当信ȣ上帝。祂知道你的需要。祂具有一切的权柄。祂那无限的慈ę和
怜£是永不困倦的。不要担心祂不能wĢ祂的�ƽ。祂是永恒的真理。祂决不会改M祂与凡ę祂之
人所立的Ō。祂也必按照祂忠心仆人所需要效能的分量ȡş他�。使徒保ŷ曾ƩǄǢ：“他}我Ǣ：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ȶ弱上Ý得完全。……我
基督的ű故，就以ȶ弱、凌
辱、急ʔ、逼迫、困苦、
可喜�的；因我什么Û候ȶ弱，什么Û候就6强了。” 哥林多后�12:9-
10 {PK 164.3}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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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否在以利�受ǎĐ的Û辰�弃了他呢？断乎没有！无ƿ是在以利�ƭ得自己被上帝和世人
ɓ弃的Û候，或是在�允他的祷告，从天上降火照亮山ʙ的Û候，上帝�是一ë的ę祂的仆人。如
今，当以利�沉睡的Û候，有温柔的手拍他，并有悦耳的声音U醒他。他¤醒ɇ来，准h逃跑，惟
恐是仇ÙLĢ了他。但那俯Ƭ着他而充Ċ怜£的Ɗ却不是仇Ù的Ɗ，而是朋友的Ɗ。上帝已从天上
打L一个天使送食物ş祂的仆人。天使Ǣ：“起来吃吧。”“他ƪ看，Ʃi旁有一瓶水，与炭火Ė的
ʺ。” {PK 166.1}

以利�ɋ用了那
他而ʣh的ʵ食之后，又Ȱ下睡着了。天使又第二次来到。他拍醒了Ɋ个疲§
的人，柔声Ǣ：“起来吃吧；因
你当走的路甚Ɍ。”“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ʵ食的力量，他就
能行走“四十昼夜，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在那里找到了一个洞，就ȯ在洞中。 {PK 166.2}

167

第十三章“你在这里作什么？”

本章根据 列王ƹ上19:9-18 {PK 167.1}

以利�在何烈山的ʓ居之g虽然没有人知道，但上帝是知道的；Ɋ个疲§而灰心的先知并没有被
撇下，而D独与那J迫他的黑暗权@争斗。上帝在以利�藏身之所的洞口与他相会，藉着一位大能
的天使去ǔɽ他的需要，并向他Ǣ明他}以色列所存的旨意。 {PK 167.2}

以利�若不先学会完全信靠上帝，那么他
那些迷于敬拜巴力之人所ɋ行的工作，就无法完成
了。那在迦密山上所得Ý著的成功�已开辟道路，以便ƙ致更大的ƅ利；可惜以利�因耶洗别的威
吓，竟失去了他当前š佳的机会。Ɋ位神人必ʝ明白他Ģ在的g境，比起主所要他占据的有利地位
乃是何等的ȶ弱。 {PK 167.3}

168

上帝有ǔɽ	到祂Ɋ个ʷ受磨ʔ的仆人Ǣ：“你在Ɋ里作什么？”我曾差遣你到基立溪旁，后来又
打L你到撒勒法的寡p那里。我已吩咐你回以色列地去，在迦密山上站在那些拜偶像的祭司面前；
我也曾以能力ş你束腰，去�引�哈王的ȱȽ到耶斯列的城門。但是Ǫ差你急急忙忙地逃到ɊÜ野
里来？你在Ɋ里有什么任=呢？ {PK 168.1}

以利�心中愁若地L怨言Ǣ：“我
耶和B万/之上帝大Lė心；因
以色列人背弃了祢的Ō，ò
坏了祢的b，用刀á了祢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ɉ要~索我的命。” {PK 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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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召U先知从洞中出来，吩咐他站在山上，在主的面前，聆听祂的Ǒ。“那Û耶和B从那里ś
ɇ，在他面前有烈ʯ大作，崩山碎石，耶和B却不在ʯ中；ʯ后地震，耶和B却不在其中；地震后
有火，耶和B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听Ʃ，就用外衣蒙上Ɗ，出来站在洞口。”
{PK 168.3}

上帝所用来向祂仆人ÝĢ祂自己的方式，不在乎展示赫赫的神能，而是藉着“微小的声音。”祂要
教ƶ以利�：在完成祂旨意的事上，最有成效的并不一定常是那最Ý赫的工作。

169

当以利�等待主的ÝĢÛ，有狂ʯ大作，Ĥ光ɻ射，烈火燃Ė；但上帝都不在其中。后来有微小
的声音L出，先知就蒙上Ɗ，站在主的面前。他那急躁的情Ŧ便ɷ静下来，他的心灵也柔和ˀ服
了。ɊÛ他才知道：安静的信ȣ，a定的依靠上帝，必能使他在缺乏之Û得到随Û的帮助。 {PK 168.4}

那足以折服并改M人心的，并不一定常是}上帝真理所作的最精辟的ƿ述。那深入人心的，并不
在于口才或理ƿ，而是在于圣灵甘美的感化力，Ɋ种感化力安静而切w地Ɉ行，以从事改M并L展
人的品格。那真有能力改M人心的，乃是上帝圣灵的“微小的声音。” {PK 169.1}

那声音ɽ道：“以利�啊，你在Ɋ里作什么？”先知又回答Ǣ：“我
耶和B万/之上帝大Lė心；
因
以色列人背弃了祢的Ō，ò坏了祢的b，用刀á了祢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ɉ要~索
我的命。” {PK 169.2}

耶和B回答以利�Ǣ：以色列中作�的人都必受Ÿ。必有一班特别¾ɐ的人来¦ŸɊ拜偶像的国
家，以成全神的旨意。有一种�厉的工作必ʝ完成，使人人都有机会可以采取自己的立_，而站在
真神上帝Ɋ一Ʉ。以利�本人必ʝ回到以色列去，与其他的人一同Ȃ起w施改革的重任。 {PK 169.3}

耶和B吩咐以利�Ǣ：“你回去，从Ü野往大ʾ色去；到了那里，就要膏哈薛作�,王，

170

又膏宁示的v子耶¯作以色列王，并膏�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ŧ你。将来ȯ避
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所á；ȯ避耶¯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á。” {PK 169.4}

以利�原以
在以色列中，只有他一个人是敬拜真神上帝的。但那位洞察万人之心的主，却向先
知指明在多年背道之中仍有ƽ多人是忠于祂的。上帝Ǣ：“但我在以色列人中
自己留下七千人，是
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嘴的。” {PK 170.1}

从以利�在那些灰心�志和Ý然失ȇ的日子所有的śˌ中，有ƽ多可以汲取到的教ƶ，!!Ɋ些教
ƶ}于在普遍背离正的Ģ代作上帝仆人的人，乃是非常有价)的。今日流行的背道情形，与那在
先知的日子流行于以色列中的相似。今日ƽ多人在高�世人ɇ于真神，恭ũ世俗的ʤ袖，敬拜Ġ
門，并将科学的知Ǉ置于P示的真理之上等事上，正在随从巴力而行。�疑和不信正在思想和心灵
上LÈ其毒害的影响，而ƽ多人却正以人的理ƿ代替上帝的圣言。如今有人公开教�Ǣ：我�已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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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当高�人的理性ɇ于《圣ś》教ƶ的Û候。又宣称Ǣ：上帝的律法，就是公的神圣è准，
已ś失去效用了。

171

真理的仇Ù正在Ɉ行其欺ˎ的能力，引使男男女女将人的制度放在上帝所�居的地位上，并忘ƹ
那
人类幸福和得救所定的è准。 {PK 170.2}

Ɋ背道的情形虽然相当广泛，但ɉ不是普遍性的。世上的人并不都是无法无天犯罪作�的；也不
都是决定站在仇Ù那一Ʉ的。上帝有成千上万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人，有ƽ多渴望更充分地明白那有
关基督和祂律法之事的人，也有ƽ多眼巴巴地指望耶ĸ快来ŝ束Ɋ罪�与死亡掌权Û期的人。ɉ有
ƽ多由于愚昧无知而敬拜巴力的人，上帝的灵仍要Ȩ取他�。 {PK 171.1}

Ɋ等人需要那些�已ƲǇ上帝和祂圣言能力之人的�自帮助。在Ģ今Ɋë的Û候，上帝的每一个
儿女都当ĵ极从事帮助别人的工作。当那些明白《圣ś》真理的人ǂ法去~找渴慕真光的男女Û，
上帝的天使就必伴随着他�。既有天使同去，任何人就毋需害怕前ɋ。śɇ献身工人忠ǐ的努力，
ŝ果ƽ多人就必ȳ离偶像，而去敬拜永生的上帝。ƽ多人就必不再尊敬人
的制度，却要一无所惧
地采取自己的立_，而站在上帝和祂律法的一Ʉ了。 {PK 171.2}

很多事情都有ȣ乎忠w信徒的恒切努力；
了Ɋ个ű故，撒但要尽其全力来破坏那藉ʜ从之人而
w行的神圣旨意。他要使一些人忘ƹ他�崇高而神圣的使命，并}于今生的享�感到Ċ足。

172

他Ǡ使他�耽于安逸，或因ǰ求更大的属世利益，而离开他�原能成
一股
善力量的地方。他
促使另一些人因遭受反}或逼迫，而灰心�志地逃离工作的�位。但所有Ɋë的人都是上天最慈怜
关�着的。有ɽʪ向每一被�生之Ù成功地止息了声音之上帝的儿女L出Ǣ：“你在Ɋ里作什么？”我
曾吩咐你往普天下去!福音，
上帝的大日ʣh一班合用的百性。你
什么在Ɋ里？是Ǫ差你来
的？ {PK 171.3}

那Ó在基督前面的喜�，那支持祂śɇě牲和痛苦的喜�，就是看到罪人得救所有的喜�。Ɋ也
�当成
每一个跟从祂的人的喜�，以鼓舞他的志向。凡ƲǇ救ȟ之功}于他�和他�的同胞有什
么意的人，Œ然ƲǇ的非常有限，也就必多少明白人类的巨大需要了。当他�看到千万置身于可
怕厄Ɉ的阴影之下的人�、在道德和属灵方面的缺乏!!而肉体的痛苦与之比Ⱥ就算不得什么Û，他
�就必受感而生出 ʓ之心来了。 {PK 172.1}

}于各个家庭，正如}于个人一般，也L出了Ɋ个ɽʪǢ：“你在Ɋ里作什么？”在ƽ多教会里，
有一些受ɇ《圣ś》真理良好教�的家庭，他�若迁移到那需要他�所能ş予服=的地方去，就可
能²大他�影响力的范[了。上帝呼召基督化的家庭到黑暗的地区去，ƀ明而恒切地
那些被ł罩
在属灵幽暗之中的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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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要响�Ɋ个呼召，必ʝw行自我ě牲。可惜正当ƽ多人等待一切障碍尽都消除之Û，ƽ多的生灵
已在没有指望、没有上帝的情形之下死去了。人�
了属世的利益，
了追求科学的知Ǉ，甘愿冒
ʒ到瘟疫流行的地区去，忍受ƍʔ和困乏。Ǥɽ，那些
了将救主!ş他人而�于同ë行的人在哪
里呢？ {PK 172.2}

凡具有属灵能力的人，如果g在ǎĐ的ġ境之下，因J力ɇ重而致灰心�胆；如果他�有Û看不
出人生有何�趣而不想再活，Ɋ并不是一件新奇的事。凡有Ɋ种śI的人=要ƹ得：从前最有能力
的先知之一，尚且在一个盛怒p人的恫吓之下匆忙逃命呢。作
一个仆仆ʯ�、困乏?ʠ的逃亡
者，因痛苦的失望而"心欲š，他竟至祷告求死。但正在希望已告断š，他的一生工作似有失ȇ之
虞的Û候，他学得了生平最宝ȓ的教ƶ。在他最ȶ弱的Û辰，他明白了在极度不利的ġ境之下依然
Ł信上帝的需要与可能。 {PK 173.1}

凡在自我ě牲的工作上Ȗ去一生的精力，而受ǎ探陷于灰心和不信之中的人，都可从以利�的ś
ˌ中汲取勇气。上帝仆人�的ė忱虽然被人Ǟ会或辜Ȃ，他�的;勉和ȅh被人藐Ƭ，以及他�}
于改革所作的努力被人»以仇恨和反}，但上帝�切的眷ʟ，祂的慈ę，祂的能力，却必
他�而
特别地彰Ý。 {PK 173.2}

174

撒但乃是乘人最ȶ弱的Û候用他最猛烈的ǎ探向人ɋƧ。他曾希望藉此制ƅ上帝的儿子；因
他
ɇ去曾用Ɋ种策略在人类身上Ȩ得了ƽ多ƅ利。当意志消沉与信心薄弱的Û候，那些ɹ久而勇敢地
a持正的人也向ǎ探低i了。摩西因śɇ四十年ʰ流与（以色列人的）不信的�月而感到K倦，
以致一Û放松了他}那无限权能的持握。他竟在�ƽ之地的Ʉ境上失ȇ了。以利�也是如此。他曾
在干旱ʲ荒的�月中a持}于耶和B的信ȣ；他曾不屈不Ä地站在�哈面前；他曾在那考ˌ的日
子，整天在迦密山上当着全以色列民D独
真神上帝作ƩǄ，最后竟因一Û的疲乏，而Ƶ怕死的心
理ƅɇ了他}于上帝的信心。 {PK 174.1}

今日也是如此。当我�被疑Ơ所困，
ġ境所逼，或因ĺ乏患ʔ而受苦Û，撒但就ǂ法要>Ô我
�信靠耶和B的心。就在ɊÛ，他要把我�的种种ɇɲÓ在我�面前，引Ǡ我�不信上帝，�疑祂
的慈ę。他指望使我�灰心，并要拆散我�}上帝的持握。 {PK 174.2}

那些站在®斗的前Ŕ，并受圣灵的激励而从事特别工作的人，往往会在重J消除之后感到一种反
作用。沮�的情Ŧ可能会>Ô最英 的信心，消弱最a强的意志。但上帝了解Ɋ一切，祂依然怜£
眷ę。祂洞悉心中的>机和意志。凡作上帝圣工之ʤ袖的人，都需要学�在万事似乎黑暗之ʎ忍耐
等候并Ł信不移的教ƶ。上天决不会在他�遭ʔ的日子�弃他�。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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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ƭ一无所有而完全倚靠上帝的人，再没有Ⱥ之表面上更
ȶ弱，而wʎ上更
6强的了。
{PK 174.3}

以利�重新学会如何在遭ʔÛ依靠上帝之śˌ的教ƶ，并不是Dş任重ȅ之人的。那
以利�的
力量之主足能支持祂每一个在Æ扎中的儿女，不ƿ他是多么的ȶ弱。祂期望每一个人效忠，祂也根
据每一个人的需要而ȡ予力量。人靠自己的力量原是ȶ弱无能的；但他若靠上帝的大能，就有力量
可以得ƅ邪�并帮助别人得ƅ。撒但决不能ƅɇ那以上帝
保障的人。“人ƿ我Ǣ：公，能力，惟
独在乎耶和B。” 以ȥ��45:24 {PK 175.1}

同作基督徒的人啊，撒但熟知你的弱点；所以=要依附耶ĸ。常在上帝的ę里，你就可ś得起每
一次的考ˌ。惟有基督的才能ş予你力量，以抵Å那泛ċ于全世界的罪�潮流。要以信心充w你
的śˌ。信心足以减ȸ一切重担，消解一切疲乏。藉着不断地信靠上帝，你就可解明ƽ多Ģ在似乎
不可思Ʒ的神旨。=要凭着信心行走在祂所指示的路上。考ˌ必然来到；但尽管前ɋ。Ɋ必a固你
的信心，并使你适于服=。神圣I史之所以被ƹȹ下来，不D是供我�ʇǧ并ȦN的，而是要使那
从前在上帝�仆人身上有效的信心，也在我�身上生效。今日何g有相信的心作上帝能力的媒介，
祂也必以同ëÝ著的方式行事。 {PK 175.2}

有Ǒ}我�，犹如从前}彼得一ë地Ǣ：“撒但想要得着你�，

176

好Ń你�，象Ń麦子一ë；但我已ś
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路加福音22:31, 32 基督
决不�弃祂
之受死的人。我�或ƽ会离开祂，而被ǎ探J倒；但基督却决不ȳ离任何一个祂
之
付上自己性命作ȟ价的人。我�属灵的眼光若能敏ɱ起来，就当Ʃ到ƽ多的生灵因愁苦而屈服，被
�"所重J，如同背Ȃ千斤的重担，随Û要在失望之中倒ô了。我�也必Ʃ到天使迅速ʱ来帮助Ɋ
些受ǎ探的人，3退那包[他�的邪�全/，并使他�的脚步置于Ĺ固的根基之上。那在Ɋ两/之
ʀ所ɋ行的®争，正如世上/ʋ}Ù一ë的真w，而永恒的命Ɉ也取决于Ɋ_属灵®争的ŝ果。 {PK

175.3}

在先知以西ŝ所Ʃ的异象中，在基路伯的翅膀之下Ý出有人手的ë式。Ɋ是要教ƶ上帝的仆人：
那ȡ予成功的乃是神圣的能力。凡蒙上帝使用而作祂信使的人，切莫以
祂的工作乃倚ȣ着他�。
有限的人类并未被撇下背ȂɊ重ȅ巨任。那位永不打盹并
成全祂的意旨而不断工作的主，必要推
ɋ祂的工作。祂必挫ȇ�人的意]，并¶乱那些ǂư陷害祂子民之人的阴ǰ。那位身
大君、万/
之耶和B的主，仍然坐在基路伯之ʀ，并在列国®乱œ¶中保º着祂的儿女。当列王的要塞均告瓦
解之Û，当忿怒的利箭射透祂仇Ù的心之Û，祂的子民必在祂手中安全无恙。 {PK 176.1}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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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以利亚的心志能力”

自从以利�的日子以来，在那ɇ去漫ɹ的ƽ多世Ŏ中，他ó生工作地śI已
凡蒙召在背道之中
a持正的人�来了鼓舞和勇气。而}于“我�Ɋ末世的人” 哥林多前�10:11 尤具有特别的意。Ģ
今I史正在重演着。今日的世界也有它的�哈和它的耶洗别。Ģ今的Û代乃是拜偶像的Û代，正如
以利�在世的Û代一ë。虽然表面上没有看得Ʃ的神ˣ；也没有供人瞻仰的偶像；但是千万人却正
在随从今世的ǥ神，!!追随Ȅ富，名誉，享�，和那悦耳的、容人随从未曾重生之心的*向的荒渺
言ǜ。ƽƽ多多的人}于上帝和祂的神性有了ɲǞ的ƪ念，并且正如古Û敬拜巴力的人一ë去侍奉
假神。甚至ƽ多自称
基督徒的人，也竟与完全反抗上帝和祂真理的权@ſ盟。

178

Ɋë，他�就被引Ǡ离弃真神而高�世人了。 {PK 177.1}

我�Ɋ个Û代所流行的ʯ气，乃是一种不信和背道之ʯ，----一种因有真理的知Ǉ而自命
开明的
精神，其wɊ是最盲目的僭越自恃。人的理ƿ被高�，而且被置于上帝和祂的律法所�居的地位。
撒但引Ǡ男女背逆，并�ƽ他�必在不ʜ从中得到解放和自由，使他�可以象神一ë。Ģ今可以Ʃ
到一种反抗上帝明确的圣言，一种有如拜偶像一般抬高人类智慧ɇ于神圣P示的精神。人�因随从
世俗的�©和影响，而使自己的思想昏昧混乱，以致他�似乎失去了一切分辨光明与黑暗、真理与
Ǿƿ的能力。他�已如此Ɍ离正路，以至Ʋ
少数所ǵ哲学家的Ʃ解Ⱥ比《圣ś》的真理更
可
靠。上帝圣言的;勉和�ƽ，以及}于不ʜ从和拜偶像的警告，!!Ɋ一切似乎根本不能感化他�的
心。他�Ʋ
那曾鼓舞保ŷ、彼得、Ō翰的信仰，乃是不合Û宜而神秘莫þ的，根本不)得Ģ代思
想家Ɉ用才智加以考Ơ。 {PK 178.1}

起初上帝曾将祂的律法ȡş人类，作
ƙ致幸福和永生的媒介。撒但破坏上帝旨意的唯一希望，
就是要引Ǡ世人ɍ背Ɋ个律法；他之所以不断地努力，也就是要曲解它的教ƶ，抹煞它的重要性。
撒但的杰作就是企]改M律法，以便引Ǡ人ɍ犯其中的ƶ令，而在名上ɉ算是ʜ从它。 {PK 178.2}

179

有一位著作家将改M上帝律法的企]，比作把两条路相交的重要岔路口上的路èȳ往ɲǞ方向的
古老�作:。Ɋ种行
所Û常引起的困惑和ƍʔ是非常�重的。 {PK 179.1}

上帝已
那些行ś世路之人立了一个路è。Ɋ路è的一端指明�意ʜ从7造主
幸福和生命之
道，另一端5指明悖逆
ĳ患和死亡的路。那通向幸福之道正如犹太人Û代�往逃城之道一ë，乃
是清楚è明的。但正在人类遭遇不幸之Û，�善之大Ù却将Ɋ路è掉ȳ了方向，因此ƽ多人便ǞƲ
了道路。 {PK 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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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藉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Ǣ：“你�=要守我的安息日；因
Ɋ是你我之ʀ世世代代的Ǆ据，使你
�知道我耶和B是叫你�成
圣的。所以你�要守安息日，以
圣日，凡干犯Ɋ日的，必要把他治
死；……凡在安息日作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
永Ɍ的Ō。Ɋ
是我和以色列人永Ɍ的Ǆ据，因
六日之内耶和B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ĥ。” 出埃及ƹ31:13-17
{PK 179.3}

主在Ɋ几句Ǒ中，清楚地Ǣ明了ʜ从乃是通往上帝圣城的道路；但那个“大罪人”竟更改路è，使
它指向ɲǞ的方向。

180

他已ǂ立了一个$安息日，并使男男女女以
在Ɋ日休息就是ʜ从7造主的命令。 {PK 179.4}

上帝已声明第七日乃是耶和B的安息日。当“天地万物都造ˡ了”Û，他高�Ɋ日
他7造之工的
Ŏ念。上帝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上帝ȡ福ş第七日，定
圣日。” 7世Ŏ2:1-3 {PK 180.1}

在出埃及的Û候，安息日的制度曾Ý著地Ó在上帝子民的面前。当他�仍在
奴之Û，他�的督
工曾企]以加添他�每周工作的定ʬ，来勉强他�在安息日作工。

181

后来他�工作的条件越来越困ʔ而苛刻。但以色列人ř于从奴役中被拯救出来，并被ʤ到一个可
不受阻Ä而遵守耶和B一切律例的地方。在西乃山上律法ʡ布了；并且它的副本，就是“上帝用指i
写的”两`石版，（出埃及ƹ31:18）也交ş了摩西。在以色列人将近四十年的ʰ流Û期中，上帝每
逢第七日不降O哪，并神奇地保存ʣh日所降的双份O哪，藉此ś常提醒他�ƹ得祂所命定的安息
日。 {PK 180.2}

在以色列人ɋ入�ƽ之地以前，摩西又;勉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
圣日。”

182

申命ƹ5:12主定意要以色列人藉着忠心遵守安息日的命令，不断地ƹ念自己}于祂
7造主和救
ȟ主所有的ȅ任。只要他�常以正确的精神遵守安息日，拜偶像的邪教就不能存在；但如果他�将
十ǚƶ令的要求置ǥ一旁，Ʋ
不再有遵守的必要，那么，7造主就要被人忘ƹ，世人也就要去敬
拜别神了。上帝宣布Ǣ：“又将我的安息日ȡş他�，好在我与他�中ʀ
Ǆ据，使他�知道我耶和
B是叫他�成
圣的。”然而“他�K弃我的典章，不ʜ从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他�的心随从
自己的偶像。”所以当祂�;他��向祂Û，祂叫他�要重新注意守安息日
圣的重要性。祂Ǣ：“我
是耶和B你�的上帝；你�要ʜ从我的律例，ǽ守遵行我的典章，且以我的安息日
圣；Ɋ日在我
与你�中ʀ
Ǆ据，使你�知道我是耶和B你�的上帝。” 以西ŝ�20:12; 16,19-20 {PK 181.1}

主在呼召犹大国注意那ř于促使他�被Ì到巴比#去的罪Û，宣称Ǣ：“你……干犯了我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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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所以我将¡恨倒在他�身上，用烈怒的火Ď了他�，照他�所行的»�在他�i上。” 以西ŝ
�22:8, 31 {PK 182.1}

在尼希米Û代重建耶路撒冷的Û候，干犯安息日的罪行曾受到�厉的ȅɽ：“从前你�列祖�不是
Ɋë行，以致我�上帝使一切灾ĳ	到我�和Ɋ城么？

183

Ģ在你�ɉ犯安息日，使忿怒越L	到以色列。” 尼希米ƹ13:18 {PK 182.2}

基督在世上!道的Û候，曾强ǫ遵守安息日的=；祂在一切的教ƶ中都表明尊重祂自己所ʡ布
的制度。在祂的日子，安息日已被曲解，以致遵守Ɋ日只反映自私和�横之人的品性，并不反映上
帝的圣德。基督�弃了那些自称ƲǇ上帝之人所用以Ǟ表祂的假道理。祂虽遭受拉比�的无情反
}，但一点也没有Ý出迎合他�的要求的ë子，只知勇往直前，依照上帝的律法遵守安息日。 {PK

183.1}

祂以明白无ƾ的ǑǜǄ明祂重Ƭ耶和B的律法。祂Ǣ：“莫想我来要�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
�掉，乃是要成全。我w在告ǉ你�：就是到天地都�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去，都要成
全。所以无ƿ何人�掉Ɋǚ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ƶ人Ɋë作，他在天国要称
最小的；但无ƿ何
人遵行Ɋǚ命，又教ƶ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
大的。” ʾ太福音5:17-19 {PK 183.2}

在新Ō的Û代，人类幸福的大Ù常以第四ǚ的安息日作
他特别攻3的目è。撒但Ǣ：“我要ǂ法
阻Ä上帝的旨意。我要使跟从我的人有力量去�弃上帝的ƹ念日!!第七日的安息日。Ɋë，我便可
向世人表明上帝所分别
圣并ȡ福的日子已ś改M了。

184

人�的Ɖ海中必不再有Ɋ一天存在。我要叫人忘掉它。我要拿不�上帝任何凭Ǆ的一天，也就是
不能作
上帝和祂子民之ʀ的Ǆ据的一天，来代替它。我要引ʤ那些接受Ɋ日的人，将上帝ȡ予第
七日的神圣性ȳ移到Ɋ一天上。 {PK 183.3}

“我要藉着我的代理人来高抬我自己。七日的第一日必被高�，基督教界必要接受Ɋ个$安息日

真安息日。由于不遵守上帝所ǂ立的安息日，我就可以使祂的律法被藐Ƭ。我要利用‘Ɋ是你我之ʀ
世世代代的Ǆ据’Ɋ句Ǒ来支持我的安息日。 {PK 184.1}

“Ɋë，全世界就必成
我的了。我必作地上的主宰，世界的君王。我必Ɋë控制一切在我权@下
之人的心理，而使上帝的安息日成
人所特别憎K的}象。Ǆ据？!!我要使遵守第七日成
不忠于
地上政权的Ǆ据。世人的律法必M得非常�格，以致男男女女都不敢遵守第七日的安息日。他�因

害怕缺衣乏食，就必与世人一同ɍ犯上帝的律法。Ɋë，全地就必服在我的权下了。” {PK 184.2}

仇Ù藉着ǂ立一个$安息日，想要改MƐ期和律法。但他在改M上帝律法的事上真的成功了么？
出埃及ƹ第三十一章的Ǒ就是一个答覆。那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Ɍ是一ë的主，曾ƿ及第七日的安
息日而宣称：“Ɋ是你我之ʀ世世代代的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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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Ɋ是……永Ɍ的Ǆ据。” 出埃及ƹ31:13, 17 那被改M了的路è虽然指向ɲǞ的方向，但上帝却
没有改M。祂依然是以色列全能的上帝。“看哪，万民都象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他�
起�海�好象极微之物。利巴嫩的ê林不够当柴Ė，其中的走-也不够作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象
虚无；被他看
不及虚无，乃是虚空。” 以ȥ��40:15-17 祂Ģ今仍要ę惜ũº祂的律法，正如在
�哈和以利�的日子一ë。 {PK 184.3}

但是Ɋ律法是何等地被人藐Ƭ啊！且看今日世人竟公然背叛上帝。Ɋ真是一个悖Ǿ的世代，充Ċ
了忘恩Ȃ、形式主、虚$不w、ˉ傲自大、与离道反教等罪�。世人ȸƬ《圣ś》，恨�真
理。耶ĸ看到祂的律法被拒š，祂的慈ę被侮蔑，祂的使Ɛ被ȸƬ。祂曾以慈悲ǢǑ，但Ɋ些Ǒ却
无人感激；祂又以警告L言，但所Ǣ的也无人留意。世人心殿的外院已M成õķ的市_。自私、仇
恨、ˉ傲、�毒，!!ëë俱h。 {PK 185.1}

ƽ多人不假思索地Ƴǁ上帝的圣言。那些相信《圣ś》明文ƹȹ的人，都成了嘲笑的}象。ȸƬ
法律和秩序的情况日益�重，其直接的原因就是ɍ犯耶和B明白的命令。暴乱和罪行乃是离弃ʜ从
之道的ŝ果。且看无数在偶像祠庙敬拜的人那种可怜不幸的景况，他�追求幸福与平安，却都徒?
无功。 {PK 185.2}

186

且看世上几乎普遍ȸƬ安息日的ǚ命。再看那些一面制定律法
ũº七日的第一日假想中的神圣
性，一面却制定准ƽȊ酒的法律之人的狂妄不敬。他�自以
ƀ明ɇ于《圣ś》的ƹȹ，竟企]强
迫人的良心，同Û又Ȧƽ那使照着上帝形像而造的人M
禽-并�于òĎ的�行。那鼓>制定Ɋ种
法律的，乃是撒但自己。他熟知上帝的咒ǆ必	到一切高�人的条例ɇ于神的律法的人；所以他尽
力要Ǡ�人走在那引到Ď亡的大路上。 {PK 186.1}

世人既已如此ɹ久崇拜人的意Ʃ和人的制度，以致几乎全世界都在随从偶像了。那曾ś力]改M
上帝律法的，正在Ɉ用各种欺ˎ的Ǔư引Ǡ男男女女列ʌ反抗上帝，并反抗那用以辨明人的è
ƹ。但主š不会ɹ此Ƶ人破坏并藐Ƭ祂的律法，而不予以ȀŸ。Û候要到，“眼目高傲的必降
卑，
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惟独耶和B被尊崇。” 以ȥ��2:11�疑派可能以嘲笑、Ƴ刺、并否Ʋ来}付
上帝律法的要求。尽管世俗化的精神玷õ多数人而控制少数人；尽管上帝的圣工惟有付上非常的努
力和不断的ě牲才能a守ʌ地；然而真理至ř必光荣地ƙ得ƅ利。 {PK 186.2}

当上帝在地上的工作行将ŝ束之ʎ，祂律法的è准必再度被高�。假的宗教尽管流行，不法的事
尽管增多，

187

ƽ多人的ę心尽管ćć冷淡，髑˒地的十字架尽管被忽Ƭ，黑暗尽管象死亡之幕ł罩全世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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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潮流尽管*其全力反}真理；千方百ư尽管被ǂ想出来要òĎ上帝的子民；但在最危急之Û，
以利�的上帝必要兴起一班人作
助手，来!µ那无法禁J的信息。在地上人烟稠密的城市中，在
人�ƺǢ最狂傲的Ǒ来抵Å至高者的地方，必定可以听到�正ȅh的声音。上帝所指派的人必要大
胆地斥ȅ教会与世俗的ſ合。他�必�切地呼U男男女女ȳ离人
的制度而遵守真安息日。他�必
向万民宣告：“�当敬畏上帝，将荣耀�ş他；因他施行y判的Û候已ś到了：�当敬拜那7造天地
海和�水泉源的。……若有人拜-和-像，在ʬ上、或在手上受了印ƹ，Ɋ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
酒，此酒斟在上帝忿怒的�中ŏ一不â。” P示�14:7-10 {PK 186.3}

上帝决不会ò弃祂的Ō，也不会改M祂口中所出的Ǒ。祂的Ǒ永Ɍa定，如同祂的宝座一ë不能
改M。在y判的Û候，上帝用指i所清楚写出的ɊŌ必Ý示出来；而世人都要被!到无ĺ公平之主
的台前ʤ受判决。 {PK 187.1}

今日，正如以利�的日子一ë，遵守上帝ǚ命之人和敬拜假神之人中ʀ的界Ŕ乃是清楚地划分了
的。

188

从前以利�大声疾呼Ǣ：“你�心持两意要到几Û呢？若耶和B是上帝，就当ʜ从耶和B；若巴力
是上帝，就当ʜ从巴力。” 列王ƹ上18:21 今日的信息5是：“巴比#大城*倒了，*倒了。……我的
民哪，你�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灾殃；因她的罪�滔天，她的不上帝
已ś想起来了。” P示�18:2, 4-5 {PK 187.2}

Û候快到，ǎˌ要	到各人。那Û我�要被强迫遵守$安息日。争点乃在于上帝的ǚ命和人的ǚ
命之ʀ。凡�已逐步屈从世俗的要求以致依附世俗�©的人，必要向Ɋ些权@屈服，而不愿忍受嘲
笑、侮辱、Ĭ禁、或死亡的威Ƅ。那Û，精金和渣滓就必分别开来。真w的敬虔与那徒具外表的虚
ʶ，也必清楚地辨明。我�素来所景仰的ƽ多“明星”必要ʑ落于黑暗之中。那些妄自穿着圣所中的衣
袍，而没有披戴基督之公的人，到那Û必要露出他�赤身的羞耻来。 {PK 188.1}

在地上的居民之中，ɉ有ƽ多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人分散在各g。Ɋ些忠心的人象天上的星一般，
只在夜ʀ出Ģ，必在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Û候才L出光来。在信奉邪教的非洲，在信奉
天主教的欧洲和南美洲，在中国，在印度，在各海�，

189

和地上一切黑暗的角落里，上帝保留着一群ď若星辰的ɐ民，他�要在黑暗中L光，向背道的世
界清楚地Ý明ʜ从祂的律法所有的M化之能。即使在Ģ今，Ɋ些人也已在各国各方各民中出Ģ；在
背道情形最�重的Û候，正当撒但尽他最大的力量，以死刑的威Ƅ“叫�人、无ƿ大小Ȍ富，自主
的、
奴的” P示�13:16 都接受$安息日的印ƹÛ，Ɋ些“无可指摘，ǐw无$，……作上帝无瑕疵
的儿女”的忠心之人必“Ý在Ɋ世代中，好象明光照耀。” 腓立比�2:15 黑夜越深，他�必越Ý光明。
{PK 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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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降Ÿ于背道的�民身上Û，以利�所作数点以色列人的工作，Ǘ是何等的奇特啊！他数出
只有一个人站在主Ɋ一Ʉ。但是当他Ǣ：“只剩下我一个人；他�ɉ要~索我的命”Û，主的回答使他
¤奇万分：“我在以色列人中
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列王ƹ上19:14-18 {PK 189.1}

既然如此，但愿没有人想在今日数点以色列人，惟愿人人=必�有一ʩ“肉心”，一ʩ温柔同情的
心，一ʩ象基督的心一ë的心，切望拯救�亡的世界。 {PK 189.2}

190

第十五章约沙法

Ō沙法在三十五�登基之前，已有善王�撒的榜ëÓ在面前，�撒几乎在每一次危机中都“行耶和
B眼中看
正的事。” 列王ƹ上15:11 所以Ō沙法在作王的二十五年强盛Û期中，致力于“行他父��
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 列王ƹ上22:43 {PK 190.1}

Ō沙法竭力要凭智慧治理国家，ǂ法;�他的臣民a决反}拜偶像的��。那Û邱bɉ没有�
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Ė香。” 列王ƹ上22:43 王没有立Ûò坏Ɋ些邱b；但从开始他就ǂ法保º犹
大，脱离那已成
�哈Ţ治的北国之特征的罪，因
他和�哈曾同Û作王多年。Ō沙法效忠上帝。
他“不~求巴力，只~求他父�的上帝，遵行祂的ǚ命，

191

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
。”由于他行
正直，主就与他同在，并“a定他的国。” I代志下17:3-5
{PK 190.2}

“犹大�人ş他ɋȃ；Ō沙法大有尊荣ȚȄ。他高兴遵行耶和B的道。”I代志下17:5-6 ɇ了一段
Û期，当各ʛ改革工作完成之后，王就“从犹大除掉一切邱b和木偶。”“Ō沙法将他父��撒在世所
剩下的r童，都从国中除去了。”I代志下17:6;列王ƹ上22:46 Ɋë，犹大的居民就ćć脱离了ƽ多
适足以�重地阻碍他�灵性ɹɋ的危害。 {PK 191.1}

ɊÛ全国百姓都很需要ʤ受有关上帝律法的教ƶ。他�的安全乃在乎明了Ɋ律法；他�若在生活
上符合律法的要求，他�就能同Û忠于上帝也忠于同胞了。Ō沙法有ɗ及此，便采取必要的措施，
使他的百姓藉着《圣ś》中的教ƶ得到保障。他指示那些治理国内各区的“臣子”，要安排一些善于教
�的祭司从事忠心的服=。Ɋ些教�既接受王的指派，便在各臣子的督促之下，“往犹大各城去教ƶ
百姓。” I代志下17:7-9 ƽ多人既竭力想明白上帝的要求并除掉罪�，于是就�生了一次m兴。 {PK

191.2}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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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沙法作王Û的兴盛，泰半得自他如此
民�的属灵需要所作Ȇ明的安排。ʜ从上帝的律法便是
大利。由于符合神圣的要求，就有一种改M人心的能力将平安与善意�入人ʀ。如果上帝的圣言能
成
控制每一个男女之人生的感化力，如果心灵与意志都置于其Ō束的能力之下，5Ģ今存在国家
和社会之中的罪�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每个家庭就必LÈ一种足以使男男女女都有a强的属灵ƩǇ
和道德力的影响，Ɋë，不ƿ是国家或个人都必g于有利的地位上了。 {PK 192.1}

Ō沙法安享多年的和平，不受ɔ国的侵犯。“耶和B使犹大四[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Ō沙法争
®。” I代志下17:10 他从非利士人手中收受ȃɨ和礼物；并从阿拉伯人收受大群的Ū羊和山羊。“Ō
沙法日ć强大；在犹大建造ƚ寨和ĵȈ城。……有®士，就是大能的勇士，……Ɋ都是伺候王的，
ɉ有王在犹大全地a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 I代志下17:12-19 他既因厚蒙ȡ福而“大有尊荣Ț
Ȅ，” I代志下18:1 所以能
真理和公LÈ强大的感化力。 {PK 192.2}

Ō沙法登基数年之后，正在他最兴盛的Û候，竟Ƶ他的儿子Ō,与�哈和耶洗别的女儿�他利雅
ŝ婚。

193

194

195

由于Ɋ个ŝ合，犹大国和以色列国之ʀ就成立了一个ſ盟，Ɋ是不合乎上帝命令的，并在危机	
到Û使王和他的ƽ多臣民遭受ĳ患。 {PK 192.3}

有一次，Ō沙法到撒Ġ利�去拜ǃ以色列王。Ɋ位来自耶路撒冷的ȓ|h受特殊的尊敬；在他ŝ
束ǃɽ之前，被Ǣ服与以色列王ſ合而和�,人作®。�哈希望能藉与犹大/力的ſ合，可j回古
Û作
逃城的拉末，因他Ʋ
Ɋ座城照理是属于以色列人的。 {PK 195.1}

Ō沙法虽因一Û的ȶ弱，而ȕ然答�和以色列王同去攻打�,人，但他śɇ深思熟Ơ之后，就想
要知道上帝}于Ɋ一�>有何旨意。他向�哈建ƷǢ：“Ǥ你先求ɽ耶和B。”�哈�其所Ǥ，就招聚
了撒Ġ利�的四百个假先知来，ɽ他�Ǣ：“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末，可以不可以？”他�回答
Ǣ：“可以上去；因
上帝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 I代志下18:4, 5 {PK 195.2}

Ō沙法ɉ不Ċ意，力]确知上帝的旨意。他ɽ道：“Ɋ里不是ɉ有耶和B的先知，我�可以求ɽ他
么？” I代志下18:6 �哈回答Ǣ：“ɉ有一个人，是音拉的儿子米Ǘ雅，我�可以托他求ɽ耶和B；
只是我恨他；因
他指着我所Ǣ的ʣ言，不Ǣ吉ǜ，DǢ凶言。” 列王ƹ上22:8 Ō沙法a持要求把
Ɋ位上帝的仆人叫来；

196

米Ǘ雅既来到他�面前，因�哈王�嘱他“奉耶和B的名……ǢwǑ，”便Ǣ：“我看Ʃ以色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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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BǢ：Ɋ民没有主人，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各家
去。” 列王ƹ上22:16-17 {PK 195.3}

先知的Ǒ本来足以向Ɋ两个王Ý明他�的ư划不蒙上天的Ȧƽ；但Ɋ两个Ţ治者Ǫ都不愿听从警
告。�哈已ś¼定自己的方ɘ，也决心要w行它。Ō沙法已有Ō言在先，Ǣ：我�“必与你同去争
®；” I代志下18:30 他既作了Ɋë的Ǧ言，就不愿再撤回他的/ʋ。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Ō沙法
上基列的拉末去了。” 列王ƹ上22:29 {PK 196.1}

在随后L生的®争中，�哈被箭射中，到晚上就死了。“Ō在日落的Û候，有号令!遍/中Ǣ：各
�本城，各�本地吧！” 列王ƹ上22:36 Ɋë先知的Ǒ就�ˌ了。 {PK 196.2}

Ō沙法śɇɊ次É失惨重的®事回到耶路撒冷。当他	近城門Û，先知耶¯以ȅh的Ǒ迎Ʃ他，
Ǣ：“你�当帮助�人，ę那恨�耶和B的人呢？因此，耶和B的忿怒	到你。然而你ɉ有善行，因
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求上帝。” I代志下19:2-3 {PK 196.3}

Ō沙法作王的晚年，多半用在巩固犹大国防和属灵方面的防御上。

197

他“出巡民ʀ，从别是巴直到以法Ƙ山地，引�民�向耶和B他�列祖的上帝。” I代志下19:4 {PK

196.4}

王所作的另一ʛ重要措施，乃是在各gǂ立并ũ持卓著成效的法庭。他“在犹大国中遍地的a固城
里，ǂ立y判官；”他在委任他�Û嘱咐Ǣ：“你�<事�当ǽ慎；因
你�判断，不是
人，乃是

耶和B；判断的Û候，他必与你�同在。Ģ在你��当敬畏耶和B，ǽ慎<事；因
耶和B我�的
上帝没有不，不偏待人，也不受șț。”I代志下19:5-7 {PK 197.1}

Ɋ种司法制度由于在耶路撒冷ǂ立一个最高法院而更臻完善，Ō沙法在那里“从利未人，和祭司，
并以色列族ɹ中派定人，在耶路撒冷
耶和B判断，听民ʀ的争ǀ。”I代志下19:8 {PK 197.2}

王;ǶɊ些法官=ʝ守正不阿。他嘱咐他�Ǣ：“你�当敬畏耶和B，忠心ǐw<事。住在各城里
你�的弟兄，若有争ǀ的事，来到你�Ɋ里，或
流血，或犯律法、ǚ命、律例、典章，你�要警
戒他�，免得他�得罪耶和B，以致祂的忿怒	到你�和你�的弟兄；Ɋë行，你�就没有罪了。
“凡属耶和B的事，有大祭司�Ġ利雅管理你�；

198

凡属王的事，有犹大支派的族ɹ以wĠ利的儿子西巴第雅管理你�；在你�面前有利未人作官
ɹ。“你��当壮胆<事，愿耶和B与善人同在。” I代志下19:9-11 {PK 197.3}

Ō沙法在ŗ心保障他臣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事上，强ǫ了每一个人从Ţ治万有、公无私的上帝那
里所蒙受的ęʟ。“上帝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ǥ神中行y判。”所以凡被指派在祂之下作y判官的
人，“当
Ȍ寒的人和孤儿伸冤；当
困苦和ĺ乏的人施行公，”并“救他�脱离�人的手。” 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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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3-4 {PK 198.1}

在Ō沙法作王的末期，犹大国被Ù/侵犯，而Ɋ支/ʋ的	到适足以使当地居民
之®栗。“摩押
人和�³人，又有米�尼人，一同来攻3Ō沙法。”有»信的人把Ɋ次Ù/侵犯的消息!ş王Ǣ：“从
海外�,那Ʉ，有大/来攻3你；如今他�在哈洗ɑ他Ġ，就是ʓ基底。” I代志下20:1, 2 {PK 198.2}

Ō沙法是一个勇敢6毅的人。他已多年增强他的兵力，巩固他的要塞防城。他已有很好的准h可
以�付任何仇Ù了；然而他在Ɋ次危机中并没有依靠血肉的膀臂，他不靠有Ŏ律的/ʋ和已ǂ防的
城邑，却希望藉着}以色列的上帝所存活ú的信心，

199

能®ƅɊ些矜夸自己有力量在列国面前屈辱犹大的异邦人。 {PK 198.3}

“Ō沙法便惧怕，定意~求耶和B，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B帮助；犹大
各城都有人出来~求耶和B。” I代志下20:3, 4 {PK 199.1}

Ō沙法当着�民站在圣殿院内*心祈祷，�求上帝履行祂的�ƽ，同Û也承Ʋ以色列的ȶ弱无
力。他呼吁Ǣ：“耶和B我�列祖的上帝啊，祢不是天上的上帝么？祢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么？在祢
手中有大能力，无人能抵Å祢。我�的上帝啊，祢不是曾在祢民以色列人面前ˁ逐Ɋ地的居民，将
Ɋ地ȡş祢朋友�伯拉罕的后裔永Ɍ
�么？他�住在Ɋ地，又
祢的名建造圣所，Ǣ，倘若有ĳ
患	到我�，或刀兵灾殃，或瘟疫ʲ荒，我�在急ʔ的Û候，站在Ɋ殿前向祢呼求，祢必垂听而拯
救；因
你的名在Ɋ殿里。从前以色列要出埃及地的Û候，祢不容以色列人侵犯�³人、摩押人、
和西珥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不Ďš他�；看哪，他�怎ë»复我�，要来ˁ逐我�出离祢
的地，就是祢ȡş我�
�之地。我�的上帝啊，祢不¦Ÿ他�么？因
我�无力抵ÅɊ来攻3我
�的大/；

200

我�也不知道怎ë行；我�的眼目D仰望祢。” I代志下20:6-12 {PK 199.2}

Ō沙法很有把握地向主Ǣ：“我�的眼目D仰望祢。”多年以来，他常教ƶ民�依靠那位在ɇ去各
世代中Û常伸手拯救他ɐ民免于完全òĎ的主；所以Ģ在，当国@垂危的Û候，Ō沙法并非孤独地
站在那里；“犹大�人和他�的t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B面前。” I代志下20:13 他�同心合
意地禁食祈祷；同心合意地求主使仇Ùĉȇ，使耶和B的圣名得到荣耀。“上帝啊，求祢不要静默；
上帝啊，求祢不要ɼ口，也不要不作声。因
祢的仇Ù喧嚷，恨祢的抬起i来。他�同ǰ奸ǈ，要
害祢的百性，彼此商Ʒ，要害祢所ʓ藏的人。他�Ǣ，来吧，我�将他�剪Ď，使他�不再成国；
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ƹ念。他�同心商Ʒ，彼此ŝ盟，要抵Å祢。就是住�棚的以�人，和以
wĠ利人；摩押和夏甲人；迦巴勒，�³，和�Ġ力，……求祢待他�如待米甸；如在基ʜ河待西
西拉和耶|一ë。……愿他�永Ɍ羞愧¤惶；愿他�¨愧Ď亡。使他�知道惟独祢名
耶和B的，
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 Ǐ篇83: {PK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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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当民�与他�的王一同在上帝面前自卑，�求祂帮助的Û候，耶和B的灵	到“利未人�Ɯ的后裔
雅哈悉的身上，他Ǣ：“犹大�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Ō沙法王，你�Ǥ听：耶和B}你�如此
Ǣ：不要因Ɋ大/恐惧、¤惶；因
ƅȇ不在乎你�，乃在乎上帝。明日你�要下去迎Ù；他�是
从洗斯坡上来；你�必在耶˔伊勒Ü野前的谷口遇Ʃ他�。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哪，Ɋ次你�不要争
®，要Óʌ站着，看耶和B
你�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惶；明日当出去迎Ù；因
耶和
B与你�同在。” {PK 201.1}

“Ō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B面前，叩拜耶和B。哥Ɂ族和
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Ȧ美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 {PK 201.2}

次日清早�人起来，往提哥�的Ü野去。当他�向®_行ɋ之Û，Ō沙法Ǣ：“犹大人和耶路撒冷
的居民哪，要听我Ǣ：信耶和B你�的上帝，就必立Ĺ；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Ō沙法既与民商
Ʒ了，就ǂ立歌唱的人ʢȦ耶和B，使他�穿上圣洁的礼服。” I代志下20:14-21 Ɋ些歌唱的人走
在/ʋ前i，因ƅ利的�ƽ而高声Ȧ美上帝。 {PK 201.3}

202

Ɋ真是一种很特殊的抵御Ù/的作®方法!!以歌唱Ȧ美耶和B，称ʢ以色列的上帝。Ɋ是他�的
®歌。他�w在具有圣洁的美。如果Ģ今能从事于更多Ȧ美上帝，那么希望、勇敢、和信心就必不
住地增加。Ɋë�不也使今日捍G真理的勇士之手臂更
a强有力么？ {PK 202.1}

“耶和B就派伏兵3á那来攻3犹大人的�³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他�就被打ȇ了。因
�
³人和摩押人起来，3á住西珥山的人，将他�Ď尽；Ď尽住西珥山的人之后，他�又彼此自相3
á。“犹大人来到Ü野的望楼，向那大/ƪ看，Ʃ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 I代志下20:22-24
{PK 202.2}

Ɋ次危机之中，上帝乃是犹大的力量，今日祂依然是祂子民的力量。我�不可依靠君王，也不可
拿人来代替上帝。我�必ʝƹ住：人类都是有ɲǞ有ɇ失的，而那位有一切能力的主乃是保º我�
的“a固台”。在每次急ʔ之中，我�必ʝƲ
“ƅȇ……乃在乎上帝。”祂所有的Ȝ源是没有ĺ尽的，
而且那些看上去似乎不可能的事也只能使ƅ利更Ý 大而已。 {PK 202.3}

“拯救我�的上帝啊，求祢救我�，聚集我�，使我�脱离外邦，我�好称Ȧ祢的圣名，以Ȧ美祢

夸ƅ。” I代志上16:35 {PK 202.4}

203

犹大的/ʋ�着大批掠物，“ññ喜喜地回耶路撒冷；……因
耶和B使他�®ƅ仇Ù，就ñ喜快
�。他��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ɋ了耶和B的殿。” I代志下20:17-28他�喜�是大有
理由的。在ʜ从“你�……要……站着，看耶和B
你�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惶”的Ɋ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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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上（I代志下20:17），他�全心倚靠上帝，祂也Ý明是他�的保障和拯救者。Ģ在他�能以用悟
性唱出大G在圣灵感>之下所写的Ǐ歌：“上帝是我�的避ʔ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ʔ中随
Û的帮助。……他折弓，断ä，把®ȱ焚Ė在火中。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外邦中
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之耶和B与我�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的避ʔ所。” Ǐ篇46:“上
帝啊，祢受的Ȧ美正与祢的名相称，直到地极；祢的右手Ċ了公。因祢的判断，ɳ安山�当ñ
喜，犹大的城邑�当快�。……“因
Ɋ上帝永永ɌɌ
我�的上帝； 他必作我�引路的，直到死
Û。” Ǐ篇48:10-11; 14 {PK 203.1}

由于犹大国王和他/ʋ的信心，“列邦ǥ国听Ʃ耶和B®ȇ以色列的仇Ù，就甚惧怕。Ɋë，Ō沙
法的国得享太平；因
上帝ȡ他四境平安。” I代志下20:29-30 {PK 203.2}

204

第十六章亚哈家的败亡

本章根据王上21::列王ƹ下1: {PK 204.1}

耶洗别起初在�哈身上所LÈ的�影响，一直到王的晚年仍无改M，以致在可耻和残暴的行
上
所ŝ的�果，竟是圣史上罕有匹Ù的。“从来没有象�哈的，因他自E，行耶和B眼中看
�的事，
受了王后耶洗别的ż>。” {PK 204.2}

�哈天性ȋ得无K，又因耶洗别的�恿及支持他的�行，所以便随从自己�心的唆使而行，直到
完全被自私的精神所控制。他不能容忍人ɍ背他的意愿；凡他所想要的�西，他�ƭ得是分所�得
的。 {PK 204.3}

Ɋ种支配�哈而不幸影响到他以后各Ť承者治下之国Ɉ的特性，可以在以利�ɉ作以色列先知Û
所L生的一件事情上Ý明出来。耶斯列人拿伯有一个葡萄园，靠近�哈的王z。

205

�哈一心想得Ɋ个葡萄园；他建ƷȎ�或用另一片地来交Ë。他}拿伯Ǣ：“你将你的葡萄园ş我
作菜园，因
是靠近我的z；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Ëş你，或是你要ɨ子，我就按着价)ş你。”
{PK 204.4}

拿伯非常重Ƭ自己的葡萄园；因
Ɋ是他祖先所!留下来的，所以他不肯出Ƶ。他}�哈Ǣ：“我
敬畏耶和B，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ş你。”根据利未ƹ所ȹ的律例，任何田地都不得以出E或
交Ë的方式永久Ƶ渡ş人；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必ʝ“各守各祖宗支派的��。” 民数ƹ36:7 {PK 205.1}

拿伯的拒š使Ɋ个自私的国王大
不悦。“�哈因耶斯列人拿伯Ǣ：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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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ʁʁ不�的回z，Ȱ在床上，ȳƊ向内，也不吃ʴ。” {PK 205.2}

耶洗别不久得知ǘŗ情形，她因有人竟敢拒š王的要求而大
ª怒，便告ǉ�哈不必�愁。她
Ǣ：“你Ģ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ĥĥ快快的吃ʴ；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
ş你。” {PK 205.3}

�哈既不管他妻子用什么手段来Ɇ成ʣ期的目的，而耶洗别也就立Ûɋ行她那�毒的ưǰ。

206

她假托�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印上，送ş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ɹ老ȓ胄，Ǣ：“你�当宣告禁
食，叫拿伯坐在民ʀ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面，作ƩǄ告他Ǣ：你ǻĆ上帝和王了。
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i打死。” {PK 205.4}

Ɋ个命令被遵<了。“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ɹ老ȓ胄，得了耶洗别的信，就照信而行。”于是耶
洗别去Ʃ王，叫他起来，去得那葡萄园。�哈不ʟ后果如何，只是盲目地随从王后的ưǰ，下去要
得他所ȋę的��。 {PK 206.1}

王用欺ǈ和流血的手段所得的��，不会被准予享受而不加Ȁȅ。“耶和B的Ǒ	到提斯比人以利
�Ǣ：你起来，去Ʃ住撒Ġ利�的以色列王�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Ģ今正在那园里。你
要}他Ǣ：耶和B如此Ǣ，你á了人，又得他的��么？”主又指示以利�去宣布一ʛ可怕的刑Ÿ降
在�哈身上。 {PK 206.2}

先知急忙去履行神圣的命令。Ɋ个犯罪的君王在葡萄园里面}面遇Ʃ耶和B的�厉信使，就不禁
以恐惧®兢的声音Ǣ：“我仇Ù啊，你找到我么？” {PK 206.3}

主的信使毫不ɏ疑地回答Ǣ：“我找到你了；因
你E了自己，行耶和B眼中看
�的事。耶和B
Ǣ：我必使灾ĳ	到你，将你除尽。”毫无怜£彰Ý。

207

�哈的家必全然除尽。主藉祂仆人宣布Ǣ：我必使你的家象尼八的儿子耶ŷ波安的家，又象�希
雅的儿子巴沙的家，因
你惹我L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PK 206.4}

主又ƿ到耶洗别Ǣ：“狗在耶斯列的外郭，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
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吃。” {PK 207.1}

王听ƩɊ可怕的信息，“就撕裂衣服，禁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ŮŮ而行。 {PK

207.2}

“耶和B的Ǒ	到提斯比人以利�，Ǣ：�哈在我面前Ɋë自卑，你看Ʃ了么？因他在我面前自
卑，他ɉ在世的Û候，我不降Ɋĳ；到他儿子的Û候，我必降Ɋĳ与他的家。” {PK 207.3}

Ɋ事以后不到三年，�哈王死在�,人的手里。承Ť他王位的�哈ǹ“行耶和B眼中看
�的事，
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八的儿子耶ŷ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他“侍奉敬拜巴力，惹耶和B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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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上帝的怒气。” 列王ƹ上22:52-53 象他父��哈所行的一ë。但Ɋ个大逆不道之王所犯的罪随
即受到了刑Ÿ。他与摩押人śɇ一_苦®，然后又遭遇意外，生命垂危，Ǆ明上帝的忿怒已	到他
身上。 {PK 207.4}

�哈ǹ“从楼上的é杆里掉下来，”受了重"，深恐可能因此�命，所以差遣他的使者去ɽ以革#
的神巴力西卜，要知道他能好不能好。

208

当Û人�以
以革#的神能藉着它的祭司，指示有关将来之事的Ƹ息。很多的人都去求ɽ它；但
是它所Ǣ的ʣ言和所ş的指示，都是从黑暗之君那里来的。 {PK 207.5}

�哈ǹ的臣仆遇Ʃ了一位神人，指示他�回到王那里去告ǉ他Ɋ个信息：“你�去ɽ以革#神巴力
西卜，�因以色列中没有上帝么？所以耶和B如此Ǣ：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先知!Ɇ
了Ɋ个信息就离去了。 {PK 208.1}

Ɋ些¤奇的臣仆急忙回到王那里，将神人的Ǒ向王复述一遍。王ɽ道：“（他）是怎ë的人？”他
�回答Ǣ：“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哈ǹ¤呼Ǣ：“Ɋ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他知道如果他仆人
所遇Ʃ的陌生人真是以利�，那么所宣布的厄Ɉ必要�ˌ。他切望尽可能地避免那即将	到的刑
Ÿ，所以决定派人去Ʃ先知。 {PK 208.2}

�哈ǹ两次派兵去恫吓先知，上帝两次用刑Ÿ降怒在他�身上。第三ʋ兵士在上帝面前自卑；当
他�的五十夫ɹ行近主的信使Û，他“双膝跪在以利�面前，哀求他Ǣ：神人哪，

209

愿我的性命和你Ɋ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
宝ȓ。” {PK 208.3}

“耶和B的使者}以利�Ǣ：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就起来，同着他下去Ʃ王。}王
Ǣ：耶和B如此Ǣ，你差人去ɽ以革#神巴力西卜。�因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可以求ɽ么？所以你必
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 {PK 209.1}

�哈ǹ在他父�作王的Û候，已ś�眼Ʃɇ至高者奇妙的作
。他曾看到上帝ȡ予背道的以色列
ƽ多可怕的凭据，Ý明祂如何看待那些�弃祂津法之Ō束要求的人。�哈ǹ所行的竟如以Ɋ些�重
的事w
无稽之Ǯ一般。

210

他不但不在上帝面前Ǽ心自卑，反而随从巴力，最后竟敢作出Ɋ件最大胆的�Ć行
。他Ťŧ悖
逆，不肯悔改，�哈ǹ果然死了，“正如耶和B藉以利�所Ǣ的Ǒ。” {PK 209.2}

在�哈ǹ王犯罪遭»的śI中，含有一个若加以ȸƬ5ʔ免不受¦Ÿ的警告。世人今日也ƽ不敬
拜异教的假神，但千万人却在撒但的神ˣ之前敬拜，正如以色列王所作的一ë。拜偶像的ʯ气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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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世界上甚
流行，虽然在科学与教育的影响之下，但它所采取的形式，却Ⱥ比�哈ǹ求ɽ以革
#神的Û候更
�雅>人。每天都加添了可悲的Ǆ据，Ý明人�}于“先知更确的ʣ言”所存的信心正
逐ć减退，那取而代之的迷信和撒但的邪à却迷惑了ƽ多人的思想。 {PK 210.1}

今日邪教敬拜的秘密祭�已被招魂à灵媒的秘密社Z和降神会，以及所行暗昧与神奇的事所取代
了。千千万万不肯接受从上帝圣言中或藉圣灵而来之亮光的人，却都ė切地接受了Ɋ些灵媒所Ý露
的事。相信招魂à的人可能会Ǣ一些嘲笑古代à士的Ǒ，但当他�屈从那大ˎ子在另一种方式之下
所ɋ行的ǓưÛ，他就L出ƅ利的笑声来了。 {PK 210.2}

有ƽ多人一想到去求ɽ灵媒就¤ˋ而畏ŵ，殊不知他�却被招魂à更悦目的形式所吸引了。其他
的人5被所ǵ“基督科学”（美国的一个宗派）的教、通神学，和其他�方宗教的秘!所引Ǡ而Ǟ入
歧途了。

211

几乎每一种招魂à的倡�者都宣称自己有医治之能。他�把Ɋ种能力�因于Ĥ学、磁学、和所
ǵ“催眠治Ħ”，或人类心中的潜力。甚至在Ģ今基督教的Û代，ƽ多人不但不依靠永生上帝的能力与
有Ȝ格之医�的技à，反而去求助于Ɋ些医病者。作母�的守在孩子的病床旁Ʉ，哀N道：“我再不
能作什么了。有没有什么医�能治愈我的孩子呢？”有人告ǉ她某一具有神Ƭ力或磁力医病者所施行
奇妙的治Ħ，于是她就将她所疼ę的孩子交ş他去治理，而事w上她无异是将孩子交在那如同站在
她旁Ʉ的撒但的手中一ë。在很多w例之中，孩子将来的生活竟
撒但的能力所控制，而Ɋ种能力
似乎是无法Ó脱的。 {PK 210.3}

上帝不喜悦�哈ǹ的�行乃是有原因的。祂
要Ȩ得以色列民的心，鼓舞他�}于祂的信任，ɉ
有什么没有作的事呢？祂曾多年向祂的子民Ý示无比的慈ę。祂从起初就表明自己“喜悦住在世人之
ʀ。” 箴言8:31 祂曾作一切ǐ心~求祂的人“随Û的帮助。”然而ɊÛ以色列王却ȳ离上帝，而去求祂
子民最�劣的仇Ù的帮助，Ɋ无异乎是向异教徒声明：他信任他�的偶像ɇ于天上的上帝。照ë，
当男男女女ȳ离能力和智慧的源i，而去从黑暗的权@求取帮助或指�Û，他�也就是侮辱了祂。

212

如果上帝因�哈ǹ的行
而>了怒，那么，祂将要怎ë}待那些得了更大亮光而仍愿随从相同行
径的人呢？ {PK 211.1}

那些沉迷于撒但邪à之中的人，可能自夸已ś得到很大的裨益；但Ɋ是否就Ǆ明他�的行>乃是
ƀ明而安全的呢？即使生命得以延ɹ，那又算得什么呢？即使得到今生的利益，那又算得什么呢？
到了最后，ɍ犯上帝的旨意究竟是否合算呢？像Ɋ一切表面上的利益，ř必Ǆ明
无可Ʀ+的É
失。我�破坏上帝所建立保G祂子民脱离撒但权@的任何一个保障，决不至不受¦Ÿ的。 {PK 212.1}

�哈ǹ既无子嗣，于是就由他的兄弟Ō,Ťŧ他作十个支派的王十二年。在Ɋ些年ʀ，他的母�
耶洗别仍然在世，她Ťŧ在国事上LÈ她那邪�的影响。ƽ多百姓仍然随从拜偶像的ʯ俗。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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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也“行耶和B眼中看
�的事；但不致象他父母所行的，因
除掉他父所造巴力的柱像。然而他Ȓ
近尼八的儿子耶ŷ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不离开。” 列王ƹ下3:2, 3 {PK 212.2}

在Ō,治理以色列期ʀ，Ō沙法去世了，由Ō沙法的儿子，名字也叫Ō,，接ŧ他作犹大的王。
犹大王Ō,由于与�哈和耶洗别的女儿ŝ婚，因此与以色列王ʥ
�密；他在作王的Û候竟随从巴
力，“与�哈家一ë。”“他又在犹大ǥ山建筑邱b，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

213

Ǡ惑犹大人。” I代志下21:6, 11 {PK 212.3}

主并未听任犹大王Ťŧ他那可怕的背道行
而不予Ȁȅ。那Û先知以利�尚未被接升天，而犹大
国既随从那使北国č于ȇ亡之Ʉű的同ë行径，他就不能保持Ŭ默了。先知写信ş犹大王Ō,，那
�王在信中ǧ到可怕的ǑǢ： {PK 213.1}

“耶和B你祖大G的上帝如此Ǣ：因你不行你父Ō沙法和犹大王�撒的道，乃行以色列ǥ王的道，
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象�哈家一ë，又á了你父家比你好的ǥ兄弟；故此耶和B降
大灾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必患病。” {PK 213.2}


了�ˌɊ段ʣ言，“耶和B激>非利士人和靠近古w的阿拉伯人，来攻3Ō,。他�上来攻3犹
大，侵入境内，Ì掠了王z里所有的ȄȈ，和他的妻子，儿女；除了他小儿子Ō哈斯之外，没有留
下一个儿子。 {PK 213.3}

“Ɋ些事以后，耶和B使Ō,的Ƃ子患不能医治的病。他患此病ųŪ日久，ɇ了二年，……病重而
死。

214

”“他儿子�哈ǹ（即Ō哈斯）接ŧ他作王。” I代志下21:12-19;列王ƹ下8:24 {PK 213.4}

当�哈的儿子Ō,仍在治理以色列国Û，他的外甥�哈ǹ登上了犹大的王位。�哈ǹ作王只有一
年，在Ɋ一年中，他受母��他利雅的影响，“ş他主ǰ，使他行�，”他“效法�哈家行耶和B眼中
看
�的事。” I代志下22:3, 4;列王ƹ下8:27 那Û他的外祖母耶洗别仍然在世，他竟大胆地与他的
舅父以色列王Ō,ŝ盟。 {PK 214.1}

犹大王�哈ǹ不久就遭遇到悲惨的ŝ局。“因他父�死后有�哈家的人ş他主ǰ，以致ȇ坏。” I
代志下22:3, 4 当�哈ǹ去拜望他在耶斯列的舅父Û，先知以利沙蒙神的指示，打L一个先知的門徒
往基列的拉末去膏耶¯作以色列王。当Û犹大和以色列ſ/正在基列的拉末与�,人作®。Ō,因
在ʌ上受了"而回到耶斯列去了，留下耶¯Ţ率王家的/ʋ。 {PK 214.2}

以利沙的使者膏耶¯Û宣称：“我膏你作耶和B民以色列的王。”接着他�Ɓ地将自天而来的一ʛ
特别使命交托耶¯。主藉着祂的信使宣布Ǣ：“你要3á你主人�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伸我
仆人�先知、和耶和B一切仆人流血的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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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哈全家必都Ď亡。” 列王ƹ下9:6-8 {PK 214.3}

耶¯被全/¿戴
王之后，就赶往耶斯列去，开始在那些怙�不悛并引Ǡ他人犯罪的人身上±行
刑Ÿ。以色列王Ō,、犹大王�哈ǹ、和母后耶洗别，“凡�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
臣、密友、祭司，”尽都被á了。“巴力的�先知，和一切拜巴力的人，并巴力的�祭司，”就是住在
撒Ġ利�附近敬拜巴力的中心地�的人，也都被刀所á了。一切偶像都被ò坏焚Ė，巴力庙也被拆
ò了。“Ɋë，耶¯在以色列中Ď了巴力。” 列王ƹ下10:11; 19; 28 {PK 215.1}

当Ɋ大ƫ模行刑的消息!到耶洗别的女儿�他利雅那里，ɊÛ她在犹大国内ɉ居于Ţ�的地位。
她Ʃ她儿子犹大王死了，“就起来剿Ď犹大王室。”在Ɋ一次大屠á中，大G家一切合法Ť承王位的子
v全都被á，只剩下一个名叫Ō阿施的t儿，被大祭司耶何耶大的妻子藏在圣殿里，他藏在那里六
年之久，ɊÛ“�他利雅ņ了国位。” I代志下22:10;12 {PK 215.2}

到了第七年，“利未人和犹大�人，” I代志下23:8 就ſ同大祭司耶何耶大膏王子Ō阿施，并宣布
他
王。“�人就拍掌Ǣ：愿王万�。” 列王ƹ下11:12 {PK 215.3}

216

“�他利雅听Ʃ民奔走，Ȧ美王的声音，就到民那里，ɋ耶和B的殿。”I代志下23:12 她“看Ʃ王
照例站在柱旁，百夫ɹ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中的�民ñ�吹号。” {PK 216.1}

“�他利雅就撕裂衣服，喊叫Ǣ：反了，反了！”但耶何耶大吩咐百夫ɹ拿住�他利雅和一切跟从
她的人，�他�到殿外±行死刑的地方，于是他�都在那里被á了。 {PK 216.2}

Ɋë，�哈家最后剩下的人就Ď尽了。他与耶洗别ŝ合之后所行的可怖�事，一直延ŧ到他最后
一个后裔被á
止。甚至在敬拜真神上帝的礼Ɛ从未正式�除ɇ的犹大国中，�他利雅也成功地迷
惑了ƽ多人。在Ɋ怙�不悛的王后±行死刑之后，国民立Û“都到巴力庙，拆ò了庙，打碎b和像；
又在b前将巴力的祭司Ġ坦á了。” 列王ƹ下11:18 {PK 216.3}

接着就w行改革工作。那些参与立Ō阿施作王的人曾�Ɓ的立Ō，“都要作耶和B的民。”ɊÛ，
耶洗别女儿的�影响已ś从犹大国除Ď，巴力的祭司已ś被á，他�的庙宇已ś被ò，于是“国民都
ñ�，合城都安静”了。I代志下23:16; 21 {PK 216.4}

217

第十七章以利沙蒙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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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曾ś吩咐以利�膏另一个人接替他作先知。祂Ǣ：你要“膏……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ŧ
你；” 列王ƹ上19:16 以利�ʜ从Ɋ个命令，就去找以利沙。当他往北而行的Û候，所Ʃ到的情景与
不久之前Ǘ有何等的M更啊！那Û土地ˤ裂，田地无人种；因
三年半之久没有雨露降下。如今5
周[草木欣欣向荣，仿佛在Ʀ+干旱和ʲ荒之Û的É失似的。 {PK 217.1}

以利沙的父�是一个富有的0夫，在几乎普遍背道的Û期，他一家人仍列于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人
中。他�的家庭是尊敬上帝，又是以忠于以色列的信仰
日常生活之准5的。以利沙的幼年就是在
Ɋë的ġ境中度ɇ的。他在�村的静穆生活中，并在上帝与大自然的教ƶ以及w用工作的ɶĐ之
下，

218

得以在养成Ņ朴�©以及ʜ从父母和上帝的事上接受ƶŕ，帮助他配充任以后所要占有的崇高地
位。 {PK 217.2}

以利沙蒙召作先知，乃是在他与父�的仆人一同在田ʀ耕作的Û候。他一向克尽最切身的本分。
他既具有作ʤ袖的才干，又具有随Û愿意
人服=的Ǽ卑精神。他虽具有安静温和的精神，但仍不
失
6毅a定的人。正直、忠w、和敬畏上帝都是他的�点；他在日常低下的操作中，ƙ得了a强
的意志和高尚的品格，不断地在恩典和知Ǉ上有ɹɋ。当他在家庭生活的本分中与他父�合作Û，
他就是在学�与上帝合作。 {PK 218.1}

以利沙由于在小事上忠心，就是在
担任更重大的委托而作准h。他天天藉着wʎ的śˌƙ得Ȝ
格，可适于从事更广泛更崇高的工作。他学�从事服=；而在作Ɋë的学�Û，他也就学�到怎ë
从事教养与ʤ�了。Ɋ个教ƶ是ş�人的。没有人知道上帝的ƶŕ中究竟含有什么旨意；但尽人皆
可确知；在小事上忠心便是有Ȝ格担Ȃ更大ȅ任的Ǆ据。人生的每一ʛ行
都是品格的表Ģ；惟有
在小事上Ǆ明自己是“无愧的工人”的人，才能蒙上帝所器重而委以更崇高的服=。 {PK 218.2}

凡Ʋ
自己无ƿ怎ë履行Ⱥ小任=都无足ȸ重的人，就Ǆ明他不配担任更尊荣的ž分。他或ƽ以

自己足能Ȃ起更大的ȅ任；但上帝不是�看外貌的。

219

在śɇ考ˌ与ǎĐ之后，}于他就有Ɋ句判ǜ写下：“你被称在天平里Ý出你的�欠。” 但以理�
5:27 他的不忠反�在自己身上。他得不到那藉着毫无保留的献身所ʤ受的恩典、能力、和a强的品
格。 {PK 218.3}

ƽ多人因
没有参加直接的宗教工作，就ƭ得自己的人生没有用g，以
自己在推ɋ上帝的国度
方面并无ȃ献。如果他�能作一些大事，他�就会多么快�地担任啊！但他�既然只能在小事上服
=，就Ʋ
自己可以什么事都不作了。他�Ɋ种看法ɲ了。一个人在ɋ行普通日常的事=!!如砍
ê、ɮ地、犁田Û，也可以ĵ极参加上帝的工作。凡
基督而ƶŕ自己儿女的母�，wʎ上就如牧
�在ƺ台上
上帝工作一ë。 {PK 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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ƽ多人渴望上帝ȡ予特别的才能，以便从事非常的工作，而}于那些Ó在手Ʉ若加以履行就可使
人生L出馨香的本分，却忽Ƭ了。但愿Ɋë的人克尽当前的本分。成功并不全在乎才干；更有ȣ于
努力与�意。那能使我�献上可蒙悦ő之服=的，并不在于我�具有卓越的才能；乃在于ǽ慎履行
日常的本分，知足的精神，以及真ǐ�Ã关心他人的利益。真正的�美可从最卑微的ž位上LĢ。
那最平凡的工作，若本着出于ę的忠ǐ去做，在上帝看来都是佳美的。 {PK 219.2}

当以利�蒙上帝的指示去~找一个Ť承人的Û候，他śɇ以利沙正在耕作的田ʀ，就将自己那件
象征献身的外衣搭在Ɋ个青年人的肩上。

220

沙法的一家已在ʲ荒Û期ƲǇ了以利�的工作和使命；ɊÛ，上帝的灵将先知Ɋ一行>的意印
入以利沙的心中。}他而言，Ɋ就是上帝已ś呼召他作以利�的Ť承人的ƹ号。 {PK 219.3}

“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那里，Ǣ：求你容我先与父母�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回
答Ǣ：“你回去吧，我向你作了什么呢？” 列王ƹ上19:20 Ɋ句Ǒ并不是拒š，却是一个信心的þˌ。
以利沙必ʝư算代价，!!自行决定接受或拒šɊ一呼召。如果他依恋自己的家和它的利益，他尽可
以留在那里。但以利沙明白Ɋ一呼召的意。他知道Ɋ是从上帝而来的，于是就毫不犹豫地ʜ从
了。他没有
任何属世的利益而ɲɇ作上帝信使的机会，或ě牲与上帝仆人同工的特权。他“宰了一
}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ş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服事他。” 列王ƹ上19:21 以利沙毫不ɏ疑
地离开了他那h受其ęʟ的家，而去在先知ʰ泊无定的生活中随侍左右。 {PK 220.1}

如果以利沙ǔɽ以利�所期望于他的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他就必得到回答Ǣ：上帝
知道；祂必指示你。如果你等候耶和B，祂必回答你的每一个ɽʪ。你若有了上帝已ś呼召你的Ǆ
据，你就跟我来吧。

221

你自己=要知道有上帝作我的后盾，而且你所听到的乃是祂的声音。你若能把万事看作ň土，

要得着上帝的恩x，来吧。 {PK 220.2}

基督}那位少年官提出的ɽʪ：“我Ǘ作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所作的答覆，与Ɋ	到以利沙
的呼召ʥ
相似。基督回答Ǣ：“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ME你所有的，分şĺ人，就必有Ȅ宝在
天上；你ɉ要来跟从我。” ʾ太福音19:16; 21 {PK 221.1}

以利沙接受了Ɋ服=的呼召，并没有略一回ʟ他所离开的享�和舒适。但那少年官听Ʃ救主的
Ǒ，“就��愁愁的走了；因
他的��很多。” ʾ太福音19:22 他不愿ě牲。他ęȄ�ɇ于ę上帝。
他既不肯
基督放弃一切，就Ǆ明他不配在主的工作上占有一席地位。 {PK 221.2}

那将一切都献于服=之b上的呼召	到了每一个人。我�并不是都蒙召要象以利沙一ë地服=，
我�也没有受命要ME一切所有的；但是上帝却要我�在自己的生活中以祂的服=居首，切勿任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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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ɇ去而没有作什么推ɋ祂地上工作的事。祂并不希望人人都从事同ë的服=。一个人可能蒙召
到国外去!道；另一个人可能受命要奉献他的金ɠ来支持福音工作。上帝悦ő每一个人的奉献。那
不可或缺的，便是要献上一生和一生的利益。凡如此奉献的人，就必听到并ʜ从上天的呼召。 {PK

221.3}

222

主}每一个分享祂恩典的人，都指派有
别人服=的工作。我�都要个别地站在自己的�位上，
Ǣ：“我在Ɋ里；Ǥ差遣我。”一个人无ƿ是!道人或医�，是商人或0夫，是��人R或技工，都有
ȅ任在身。他的工作就是要将救恩的福音!ş别人。他所参与的每一种事�都�当成
Ɇ到Ɋ个目
的的媒介。 {PK 222.1}

以利沙首先需要作的并不是什么 大的工作；他所受的ƶŕ只是一些普通的事=。《圣ś》ƿ到
他Ǣ：他是倒水在他夫子以利�手上的。他�意作主所指示的任何事情，而且每一步都学得了Ǽ卑
和服=的教ƶ。他作先知个人的侍从，一直在小事上表Ģ忠心，而他的志向既ȩa强，就奉献自己
从事上帝所指派他的使命。 {PK 222.2}

以利沙跟从以利�之后的人生，并不是没有ǎ探的。他的ǎĐ重重；但他在每一次ŉ急事ʛ中都
倚靠上帝。他曾受引Ǡ想念他所离开的家庭，但他并未屈从Ɋ种ǎ探。他既然手扶着犁，就决定不
向后看，并且ś受考ˌ和ǎĐ而Ǆ明仍忠于所托。 {PK 222.3}

!道工作所包括的不�是ƺ道而已。它意味着ƶŕ青年，就象以利�ƶŕ以利沙一ë，从他�的
普通�=上ɐ取他�，ş他�在上帝的工作上担Ȃȅ任，!!起先是一些小ȅ任，及至他�ƙ得力量
和śˌ之后，就ş予比Ⱥ重大的ȅ任。

223

在!道工作中有一些富有信心和勤于祈祷的人，也有人能Ǣ：“ƿ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
我�所听Ʃ，所看Ʃ，�眼看ɇ，�手摸ɇ的；……我�将所看Ʃ，所听Ʃ的，!ş你�。” Ō翰一
�1:1; 3 年ȸ而缺少śˌ的ž工�当与Ɋ些śˌ丰富的上帝的仆人同工，在wʎ的工作上受ƶŕ。
Ɋë，他就必学会怎ë担Ȃ重任了。 {PK 222.4}

凡担任此种ƶŕ青年工作者的人，乃是在从事高尚的服=。主必�自与他�通力合作。而那些听
受献身呼召的青年，既有特权得与ėǐ而敬虔的ž工有�密的ſŠ，就当尽量利用他�的机会。上
帝既然已ś看重他�，¾ɐ他�
祂服=，又将他�安置在能ƙ得更高Ȝ格以从事服=的地位上；
他�就当Ǽ卑，忠心，ʜ从，并且甘愿ě牲。他�如果ʜ从上帝的ƶŕ，遵行祂所指示的，并ɐÂ
祂的仆人
他�的ʟɽ，他�就必培养成
上帝能委以重任的公、高尚、而Ĺ健的人。 {PK 223.1}

当福音在其ŏ洁的�美中被!开的Û候，必有人蒙召从0�和那大部分是?心的普通商界ž�中
出来，与老ŕ的人ſ合而ƙ得造就。当他�学�如何有效地工作Û，他�就必大有能力地!µ真
理。藉着神意最奇妙的Ɉ行，困ʔ的大山必被挪开，投在海里。地上的居民必得听ʅ并且明白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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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有意的信息。人�也必知道何
真理。

224

圣工必一直向前ɋ展不已，直致全地都ƙ得警告；然后末期就必来到。 {PK 223.2}

在以利沙蒙召之后，以利�与以利沙同工好几年，Ɋ个青年人}于他的工作每天都得到更佳的准
h。以利�曾作上帝消除极大邪�的工具。那曾ś�哈和异教徒耶洗别所支持并曾引Ǡ全国的拜偶
像之ʯ，ɊÛ已受了决定性的阻遏。巴力的先知已ś被á。全以色列民已ś深受感>，ƽ多人也已
ȳ回敬拜上帝。以利沙身
以利�的Ť承者，=ʝ藉着ǽ慎而忍耐的教ƶ，努力引�以色列走上安
全之道。他的得与那位自从摩西的日子以来最大的先知以利�同工，使他
不久所要独自Ȃ担的工
作有所准h。 {PK 224.1}

在ſ合!道的Ɋ些年ʀ，以利�ÛÛ奉召以�厉的ȅh�付�重的罪�。当邪�的�哈侵占拿伯
的葡萄园Û，那ʣ言他和他全家之厄Ɉ的乃是以利�的声音。当�哈ǹ在他父��哈死后，ȳ离永
生上帝而去求ɽ以革#的神巴力西卜Û，又一次听到以利�的声音L出ǐ�的抗Ʒ。 {PK 224.2}

撒母耳所7<的先知学校，在以色列人背道年ʀ已陷于停ʠ。以利�恢复了Ɋ些学校：
青年男
子提供一种可以ƙ得�致他�“使律法
大
尊”的教育。《圣ś》ƹȹ中提到三所Ɋë的学校：一所
在吉甲，一所在伯特利，一所在耶利哥。

225

正在以利�被接升天之前，他和以利沙一同ǃɽ了Ɋ几gƶŕ中心。上帝的先知Ģ在又将以前ǃ
ɽÛ所ş予他�的教ƶ重述了一遍。他特别将有关他�保持忠于天上上帝崇高的特权教�他�。他
也将那ʝ在他�的教育各方面都表ĢŅ朴的重要性，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惟有以Ɋë的方
式，他�才能接受上天的陶冶，按着主的方法出去作工。 {PK 224.3}

以利�Ʃ到藉着Ɋ些学校而有的成就，心中甚
欣慰。改革的工作虽然尚未完成，但他在全国中
却能Ʃ到已śǄw了主的Ǒ：“我在以色列中
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列王ƹ上
19:18 {PK 225.1}

当以利沙伴随先知巡Ƭ各校Û，他的信心和决心又再度受了考ˌ。在吉甲，以后又在伯特利和耶
利哥，先知再三Ǥ他回去。以利�}他Ǣ：“耶和B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Ɋ里等候。”但以利沙
在早年扶犁操作上的事上，已ś学会不灰心也不�胆；如今他既已将手扶在另一种本分的犁上，就
不愿改M他的初衷。只要ɉ有机会得到ɋ一步的造就以从事服=，他就不愿与他的夫子分离。以利
�不知道先知学校的門徒，特别是以利沙，已ś得知他将要被接升天的P示。如今Ɋ位神人的受ɇ
考ˌ的仆人ŉŉ地跟着他。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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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每一次ȳ回去的;告L出Û，以利沙�是回答Ǣ：“我指着永生的耶和B，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PK 225.2}

“于是二人一同前往。……二人在Ō但河Ʉ站住。以利�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
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ɇ。ɇ去之后，以利�}以利沙Ǣ：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
你作什
么，只管求我。” {PK 226.1}

以利沙既没有求属世的尊荣，也没有求ȫ身世上大人物之ʀ的崇高地位。他所�求的，乃是上帝
曾ś十分充分地ȡ与Ɋ位即将被接升天之人的大量圣灵。

227

他深知除了那降在以利�身上的圣灵之外，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他有Ȝ格充任上帝呼召他在以色列
中所有的地位；所以他要求Ǣ：“愿感>你的灵加倍的感>我。” {PK 226.2}

以利�回答Ɋ个要求，Ǣ：“你所求的ʔ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Û候，你若看Ʃ我，就
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正走着ǢǑ，忽有火ȱ火ʾ，将二人隔开；以利�就乘旋ʯ升天
去了。” Ʃ列王ƹ下2:1-11 {PK 227.1}

以利�乃是ʣ表基督复	Û仍然活在地上的圣徒，他�“就在一霎Û，眨眼之ʀ，号筒末次吹响的
Û候，”“都要改M，” 哥林多前�15:52; 51 不�死味。当基督在地上的工作行将ŝ束之Û，以利�所
以蒙准在M像的山上与摩西一同站在救主旁Ʉ，乃要作
凡在将来要ɊëM化升天之人的代表。当
Û門徒在Ɋ几位得了荣耀之人的身上，看到了得ȟ之民国度的ŵ影。他�望Ʃ耶ĸ披着天国的光
ȿ，他�听Ʃ“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路加福音9:35 承Ʋ祂
上帝的儿子；他�看Ʃ摩西，代表那
些在基督复	Û从死里复活的人；ɉ有以利�站在那里，代表那些在世界I史ŝ束Û从必死的M成
不死的，并被接升天而不Ʃ死亡的人。 {PK 227.2}

228

以利�置身Ü野之中，在孑然一身与灰心失望Û，曾Ǣ他已ś活够了，并且曾ś求死。主本着祂
的怜£，并没有照他的Ǒ而行。因
ɉ有一ʛ大工要以利�去作；而且在他的工作完成之后，他不
是要在灰心和孤独之中死去。他也不要下到坟墓里，而是要与上帝的天使一同升到他荣耀的面前。
{PK 228.1}

“以利沙看Ʃ，就呼叫Ǣ：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ȱʾ兵啊！以后不再Ʃ他了；于是以利沙
把自己的衣服撕
两片。他拾起以利�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Ō但河Ʉ；他用以利�身上掉
下来的外衣打水，Ǣ：耶和B，以利�的上帝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ɇ来
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門徒从}面看Ʃ他，就Ǣ：感>以利�的灵感>以利沙了。他�就来迎接他，
在他面前俯伏于地。” 列王ƹ下2:12-15 {PK 228.2}

当主照着祂的美意Ʋ
合适将那些祂所Ȟ予智慧的人挪离祂的工作Û，祂就帮助并加强他�的Ť
承人，只要Ɋ些人愿意仰望祂的援助并遵行祂的道路。他�甚至可能Ⱥ比他�的前Ⱦ更有智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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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因前Ⱦ的śˌƙ益，并自前Ⱦ的ɲǞ上学得智慧。 {PK 228.3}

此后以利沙就接替了以利�。那在小事上已ś忠心的人，将要Ǆ明他在大事上也是忠心的。 {PK

228.4}

229

第十八章治好耶利哥的水

在先祖Û代，Ō但河流域“都是滋Ă的，……如同耶和B的园子。”ŷ得所¾ɐ作
安家之g的，
就是Ɋ一片美�的平原；他“ćć挪移�棚，直到所多Ġ。” 7世Ŏ13:10; 12 当Ɋ平原ǥ城遭òĎ的
Û候，周[的区域也M
荒�之地，从此Ɋ一�地方就成了犹大Ü野的一部分。 {PK 229.1}

但Ɋ美�的平原仍有一部分存在，且¿有Ȟ予生命的泉水与河流，悦人心目。以色列大/越ɇŌ
但河之后，曾在Ɋ片充Ċ肥沃的田地和棕îê及其他果木的山谷中扎ƚ，也开始享受了�ƽ之地的
果w。在他�面前有耶利哥的城f矗立着，Ɋ城乃是异教的堡d，是迦南地所有拜偶像方式中最邪
�、最卑劣的敬拜�斯他�的中心。

230

不久以后，Ǘ城的f垣要倒塌，居民尽都被á；而且在耶利哥*覆之Û，曾有如下�Ɓ的宣言当
着全以色列人面前宣告Ǣ：“有兴起重修Ɋ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B面前受咒ǆ；他立根基的Û
候，必�ɹ子；安門的Û候，必�幼子。” Ō��ƹ6:26 {PK 229.2}

五百年ɇ去了。Ɋ个地点受上帝的咒ǆ，仍然荒凉如昔。甚至Ɏ那曾使平原Ɋ一部分作
居所异
常称心的水泉，也受了咒ǆ的É"。但在�哈背道的日子，当�斯他�的敬拜由于耶洗别的影响再
度盛行的Û候，Ɋ作
古Û此种敬拜之中心的耶利哥城也曾重建起来，可是那建造的人却付出了惨
重的代价。伯特利人希伊勒在“立根基的Û候，�了ɹ子�比,；安門的Û候，�了幼子西割，正如
耶和B……所Ǣ的Ǒ。” 列王ƹ上16:34 {PK 230.1}

离耶利哥不Ɍ，在那果w累累的�林中，有一所先知学校；以利沙在以利�升天之后，就往那里
去了。当他寄居在他�中ʀ的Û候，城里的居民来Ʃ先知Ǣ：“Ɋ城的地@美好，我主看Ʃ了；只是
水�劣，土�不熟而落。”往年供�Ǘ城和周[地区大部分食水的清冽而Ȟ予生命的泉水，如今已不
合ʵ用了。 {PK 230.2}

以利沙答�耶利哥人的Ǥ求，Ǣ：“你�拿一个新瓶来装īş我。”他接ɇ来Ɋ新瓶，就“出到水
源，将ī倒在水中，Ǣ：“耶和B如此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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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我治好了Ɋ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 列王ƹ下2:19-21 {PK 230.3}

耶利哥的水从此就治好了，并不是出于人的智慧，而是出于上帝神奇地参与其事。那些重修Ǘ城
的人原不配ʤ受上天的恩惠；但那位“叫日i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ş人，也ş不的人”的主，
（ʾ太福音5:45）看出在Ɋ个_合，适于藉此慈怜的Ǆ据，Ý明祂�愿医治以色列人各种属灵的病
症。 {PK 231.1}

Ɋ种修复是永久性的；“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Ǣ的。” 列王ƹ下2:22 I代以
来，Ɋ水涌流不竭，使平原的Ɋ一部分成了美�的ū洲。 {PK 231.2}

从以利沙治好水源的故事中，可以Ö取ƽ多属灵的教ƶ。新瓶、ī、水泉，!!-都富有象征的价
)。 {PK 231.3}

以利沙在将ī倒在苦泉之中的事上，教�了那与数百年后、救主向門徒宣称“你�是世上的
ī”Û、所授予的同ë属灵的教ƶ。ʾ太福音5:13 ī混和在õý的泉水中，就使水源洁1，将生命与
福惠�ş以前荒Ƒ及死亡之g。上帝将祂的儿女比作ī，祂乃要教ƶ他�：祂使他�作祂恩典之}
象的宗旨，是要他�成
拯救别人的媒介。

232

上帝在所有世人面前¾ɐ一班子民的目的，不但是要收ő他�成
祂的儿女，也是要藉着他�使
世人ʤ受那�来救恩的福惠。主¾ɐ�伯拉罕，不�要他作上帝特别的朋友，也要他作主甚愿ȡ与
万民特权的媒介。 {PK 231.4}

世界需要真正基督教的凭据。罪�的毒素常在社会的心ƈ中L作。ƽ多城ɷ都沉溺于罪�与道德
的ȇ坏之中。世界充斥着疾病、痛苦、和罪孽。Ɍ近各地都有人g于ĺ困苦ʔ之中，因感ƭ有罪而
ʨ�，并因缺乏拯救的感化而ȩ于Ď亡。真理的福音ś常Ó在他�面前，然而他�却Ď亡了，Ɋ是
因
那些原�}他�作活的香气之人的榜ë，竟作了死的香气。他�的心灵所喝的乃是苦水，因

那些原�作直涌到永生的泉源竟然是含有毒素的。 {PK 232.1}

ī必ʝ与所要配合之物ǫ和；它必ʝśī渗透浸ą，方可保存。照ë，皆着个人的接触与交往，
福音的救ȟ之能方可!Ɇ与人。人得救不是集体的，而是个别的。个人的感化乃是一股力量。它要
与基督的感化合作，要提拔基督所提拔的，!授正确的原5，并遏制世界腐化的蔓延。它要!布那
惟有基督才能ȡ予的恩典。它也藉着ŏ洁榜ë的力量ſ同ė切的信心与ę心，提高他人的生活及品
格，使之ȩ于�美。 {PK 232.2}

233

主ƿ到耶利哥以前原
õý的泉水，Ǣ：“我治好了Ɋ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
�。”õý的河流代表那与上帝隔š的心灵。罪�不但使人Ɍ离上帝，也破坏人心中ƲǇ祂的愿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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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由于罪的ű故，整个人体的ŖŘ系Ţ紊乱了，心智腐化了，思想ȇ坏了；人所有的才能都堕
落了。ŏ正的宗教和内心的圣洁付ǥʊ如。上帝的改M之能无从Ɉ行以改M人的品格。心灵ȶ弱，
并且由于缺少道德的力量来加以克制，以致õķ而堕落了。 {PK 233.1}

}于那已洁1的心灵而言，一切都改M了。品格的改M乃是向世人表明有基督住在心内的ƩǄ，
上帝的灵在人心中生L一种新的生命，而使思想和意愿全都ʜ服基督的旨意；于是内在的人就照着
上帝的形象更新了。ȶ弱而犯ɲ的男女便向世人Ý明：那恩典的救ȟ之能，足使有瑕疵的品格L展
到均衡相称而ŝ果累累的地步。 {PK 233.2}

那ʤ受上帝圣言的心既不像干涸的水潭，也不像“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它乃像山ʀ的溪ă，L
自永不枯竭的源i，它那清冽、ɻĒ的泉水从岩石之ʀ涌流出来，使疲乏、干渴、Ȃ重的人得到舒
ĥ。它也像ɹ流不息的江河，愈向前涌流5愈益深广，直到它那Ȟ予生命的水流遍全地。

234

溪ă一路淙淙而流，留下了青翠和肥沃的ȧ礼。它两岸的青草因而更
碧ū，ê木更
茂盛，花
卉也更
繁多了。当大地伏在溽暑炎ė之下而Ý得荒Ƒ焦赤之Û，一系列青葱的草木就Ý明了河水
的行程。 {PK 233.3}

上帝的真w儿女也是如此。基督的宗教Ý明其本身
一种Ȟ予生机、弥漫渗透的原5，一种活
ú、Ɉ行、属灵的能力。当人心向属天的真理与仁ę之感化敞开Û，Ɋ些原5就必如沙漠中的溪ă
一般再度涌流出来，使Ģ在荒Ƒ不毛之地Ý出丰腴的景象来。 {PK 234.1}

当那些因《圣ś》真理的知Ǉ而得以洁1并成圣的人、ėǐ从事救灵工作Û，他�就必真的成

活的香气叫人活了。当他�每日从恩典和知Ǉ之永不枯竭的泉源中ĥʵÛ，他�就必LĢ自己的心
中充Ċ了要涌流出的他�夫子的灵，而且藉着他�无私的服=，ƽ多人就可在灵、智、体三方面ƙ
得裨益。困乏的人得到振m，患病的人恢复健康，Ȃ罪的人也ƙ得解救了。从遥Ɍ的地区也可听到
那些心中离罪�之人所L感ǹ的声音。 {PK 234.2}

“你�要ş人，就必有ş你�的；” 路加福音6:38 因
上帝的圣言乃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
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 雅歌4:15 {PK 234.3}

235

第十九章和平的先知

本章根据 列王ƹ下4: {PK 235.1}

以利沙身
先知所有的工作，在某些方面与以利�的ʥ不相同。那曾ś交ş以利�的乃是Ȁ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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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的信息；他所L表的乃是无畏的斥ȅ，号召君王与民�ȳ离邪�的道路。以利沙的使命却是Ⱥ

和平的；他的任=乃是要建立并巩固以利�所7始的工作；将主的道路教�民�。圣ś描述他�
自与民�ŝ交；被先知的門徒ġŞ着；并藉他所行的神迹与服=ş人�来医治与喜�。 {PK 235.2}

以利沙原是一个性情温和而慈祥的人；但他在往伯特利去的路上被从城里出来不敬虔的少年笑
Û，他所采取的行>Ý明他也可能是很�厉的。Ɋ些少年已ś听Ǣ以利�升天的śɇ，但他�却以
Ɋ件�Ɓ的事作
他�嘲笑的主ʪ，}以利沙Ǣ：“Ĵi的上去吧；

236

Ĵi的上去吧。”先知听到他�笑的Ǒ，便ȳɇ身来，在全能者的灵感之下，向他�宣布了咒
ǆ。随之而来的可怕刑Ÿ乃是出于上帝的。“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中ʀ四十二个”人。
列王ƹ下2:23-24 {PK 235.3}

以利沙若}Ɋ次弄置ǥ不理，他就会一直被一般不法之徒所Ƴ笑辱ˈ，并且当国家遭遇�重危
机之Û，他那教�并救拔同胞的使命就ʔ免因而失ȇ。Ɋ次极�厉¦Ÿ的事例足以使他ó生博得尊
敬了。此后的五十年中，他出入伯特利的城門，并遍Iǥ城，往返各地，也常遇Ʃ成群ɿ¬、粗
˔、而放ƕ的青年；但没有一个敢于笑他，或ȸ看他
至高者先知的Ȝ格。 {PK 236.1}

可ƩɎ仁慈也�有其限度。威信必ʝa定地�予保持，否5ƽ多人就必以嘲笑ȸ侮相待。父母及
Ĭº人}待青少年使用的所ǵ�切温和，甘言哄>与Œ容放任，也是可能	到他�身上的最大ĳ害
之一。a定、果断、而明确的必要条件，在每一个家庭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PK 236.2}

那些弄以利沙的少年所极
缺少的恭敬，乃是必ʝ慎予培育的美德。每一个儿童都�受教而向
上帝表露真正的敬畏。切不可ȸ率或漫不ś心地提述祂的圣名。天使提及Ɋ名Û，都遮掩他�的Ɗ
面。我�Ɋ些堕落有罪的人，在ƺǢɊ名Û，更当�着何等的敬畏啊！ {PK 236.3}

237

向上帝的代表，!!就是奉命替祂ǢǑ行事的!道人、教�、和父母，也当表示尊敬。向他�表示
敬重，也就是尊荣上帝。 {PK 237.1}

礼貌也是圣灵所ŝ的美果之一，人人都当加以培养。它有柔化性情的功能，无此5人的性情就必
M得6硬而粗˔了。那些自称
基督的信徒，而同Û却粗野无礼、不近人情的人，w在并没有学ɇ
耶ĸ的ë式。他�的ǐw也ƽ不容置疑，他�的正直也ƽ毫无ɽʪ；但ǐw和正直并不能弥Ʀ仁慈
和礼貌方面的缺欠。 {PK 237.2}

那使以利沙能在ƽ多以色列人的生活中LÈ有力感化的仁慈作ʯ，可在他与�念城的一个家庭L
生友ǯ的śI中看出来。以利沙常在国内各地往来奔波，“一日以利沙走到�念，在那里有一个大¯
的p人，强留他吃ʴ。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śɇ，就ɋ去吃ʴ。”Ɋ位主p看出以利沙“是圣洁的神
人，”因此就}她的丈夫Ǣ：“我�可以
他在f上盖一ʀ小楼；在其中要放床榻、桌子、椅子、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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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他来到我�Ɋ里，就可以住在其ʀ。”于是以利沙就常到Ɋ个ʓ居之所来，并因那里的恬静安宁
而心存感激。上帝并不是不注意Ɋ个p人所表Ģ的仁ę。她的家庭原是没有子女的；ɊÛ主
嘉n
她的殷勤好客而ȡ予一个儿子。 {PK 237.3}

238

好几年ɇ去了。那孩子已śɹ大，可以出外到田ʀ去和收割的人在一起了。有一天他中暑了，“他
}父�Ǣ：我的i啊，我的i啊。”父�就吩咐仆人把孩子抱到他的母�那里；“仆人抱去，交ş他母
�，孩子坐在母�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他母�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門出
来。” {PK 238.1}

Ɋ�念p人在悲痛之中，决定去向以利沙求助。那Û先知正在迦密山上；于是p人就�着她的仆
人立即出L。“神人ɌɌ的看Ʃ她，}仆人基哈西Ǣ：看哪，�念的p人来了；你跑去迎接她，ɽ她
Ǣ：你平安么？你丈夫平安么？孩子平安么？”仆人照着他的吩咐作了，但Ɋ"心的母�非到以利沙
面前就不肯吐露她愁苦的原因。及至以利沙听到她的孩子死了，就吩咐基哈西Ǣ：“你束上腰，手拿
我的杖前去；若遇Ʃ人，不要向他ɽ安；人若向你ɽ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Ɗ上。”
{PK 238.2}

但Ɋ个母�一定要以利沙�自与她同去，方才心Ċ意足。她Ǣ：“我指着永生的耶和B，又敢在你
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她去了。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Ɗ上；却没
有声音，也没有>静。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告ǉ他Ǣ：孩子ɉ没有醒ɇ来。” {PK 238.3}

239

他�到了家，以利沙就ɋ到那死孩子Ȱ卧的屋子里，“关上門，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
耶和B；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口，眼}眼，手}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ćć温和
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W嚏，就Į开眼睛
了。” {PK 239.1}

以利沙吩咐基哈西去把Ɋ位母�Ǥ来。“于是叫了她来，以利沙Ǣ：将你儿子抱起来。p人就ɋ
来，在以利沙脚前俯伏于地，抱起她儿子出去了。” {PK 239.2}

Ɋp人的信心就Ɋë得到了»Ƞ。那位 大的ȡ生命者基督将她的儿子交ɉş她。将来在祂降	
之Û，死亡必�失它的毒ɟ，坟墓必被j去其得ƅ的权@，而祂的一切忠w信徒都必照ë得到»
Ƞ。那Û，祂必将祂�仆人的被死亡所j去的儿女�ɉ他�。“耶和B如此Ǣ：在拉Ġ听Ʃ号V痛哭
的声音，是拉ŝ哭她儿女不肯受安慰；因
他�都不在了。耶和B如此Ǣ：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
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作之工必有Ƞȡ，他�必从Ù国�回。……耶和BǢ：你末后必有指
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 耶利米�31:15-17 {PK 239.3}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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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ĸ以一ʛ充Ċ无限希望的信息，来安慰我�
死者而哀悼的心情Ǣ：“我必救ȟ他�脱离阴ʀ，
救ȟ他�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ʀ哪，你的òĎ在哪里呢？”我“是那存活的；我
曾死ɇ，Ģ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ɌɌ；并且拿着死亡和阴ʀ的ɝ匙。”“主必�自从天降	，有呼叫
的声音，和天使ɹ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Ɋ活着ɉ
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Ɋë，我�就要和主永Ɍ同在。” 何西阿�
13:14;P示�1:18;帖撒ŷ尼迦前�4:16-17 {PK 240.1}

以利沙乃是全人类救主的ʣ表，所以他也象祂一ë，在人ʀ!道服=Û，常将医病和教ƶ的工作
Ɏŝ起来。以利沙通ɇ多年有效的工作，忠心耿耿、不息不倦地、竭力促成并推ɋ各地先知学校所
w施的重要教育工作。由于上帝的º佑，他}各g集合的ėǐ青年的集Z所施之ƶ勉，常
圣灵深
深的感>所印Ǆ，并且往往ɉ有其他确切的凭据，Ý明他
耶和B之仆人的威权。 {PK 240.2}

有一次他在ǃɽ那所ǂ于吉甲的学校Û，治好了一ɯ有毒的ö。“那地正有ʲ荒；先知門徒坐在他
面前；他吩咐仆人Ǣ：你将大ɯ放在火上，ş先知門徒熬ö。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遇Ʃ一棵野
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Ï在熬ö的ɯ中；因
他�不知道是什么�西。

241

倒出来ş�人吃。吃的Û候，都喊叫Ǣ：神人哪，ɯ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人不能吃了。以利
沙Ǣ：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ɯ中，Ǣ：倒出来，ş�人吃吧。ɯ中就没有毒了。” {PK 240.3}

当吉甲遍地仍陷于ʲ荒中Û，以利沙也曾以一个“从巴力沙利沙来”的人所送ş他的“初熟大麦作的
ʺ二十个，并新穗子，”ş一百个人吃ʷ。那Û，与他在一起的人极其需要食物；所以当Ɋ批礼物送
来Û，他}仆人Ǣ：“把Ɋ些ş�人吃。仆人Ǣ：Ɋ一点�可Óş一百人吃呢？以利沙Ǣ：你只管ş
�人吃吧；因
耶和B如此Ǣ：�人必吃了，ɉ剩下。仆人就Ó在�人面前，他�吃了，果然ɉ剩
下，正如耶和B所Ǣ的。” {PK 241.1}

基督藉着祂的信使施行Ɋ件神迹，使ʲʻ的人得到ʷ足，Ɋ表明祂是何等的垂怜世人啊：自从那
Û以来，主耶ĸ曾ś一再地施行奇事来供�世人的需要，可是祂所用的方式并不常是如此地彰明昭
著。如果我�具有更清晰的属灵辨别力，就必能更容易地Ʋ明上帝}待人类的慈怜作
了。 {PK 241.2}

那使区区之数Ċ足�人需要的，乃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手能使之增多百倍。

242

祂的Ȝ源足供在Ü野Óǂ筵席。祂只要用圣手一摸，就能使极少的食物增多，足供�人的需要。
那使麦ʺ和穗子在先知門徒手中增多的，乃是祂的能力。 {PK 241.3}

基督在地上!道的Û候，也曾行ɇ同ë的神迹ş�人吃ʷ，当Û也有人象昔日先知的仆人那ë表
示�疑。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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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沙的仆人Ǣ：“Ɋ一点�可Óş一百人吃呢？”当耶ĸ吩咐門徒ş�人吃的Û候，他�回答
Ǣ：“我�不ɇ有五个ʺ，两条˓；若不去
Ɋƽ多人�食物就不够。” 路加福音9:13 Ɋ一点分şɊ
ƽ多人ɉ算什么呢？ {PK 242.1}

Ɋ个教ƶ是ş各世代之上帝儿女的。每当主派ş一ʛ工作去从事Û，但愿人不要ǔɽɊ命令是否
合理，或自己努力ʜ从的可能ŝ果如何。那在他�手中的一点食物，看上去似乎与Ċ足需要相差甚
Ɍ；但若在主的手中，就必Ý得充分有余了。“仆人就Ó在�人面前，他�吃了，果然ɉ剩下，正如
耶和B所Ǣ的。” {PK 243.1}

今日教会最大的需要，乃是更充分地体会到上帝与凡是祂曾以恩ȡ祂ę子而�来之人的关系，并
且更深切地相信祂在地上的圣工必向前ɋ展无已。但愿人勿因眼前的Ȝ源不足而徒自悲N，虚耗光
阴。外表的情形也ƽ看来毫无希望；但mL努力与信靠上帝必能开L各种Ȝ源。凡�着感ǹ和祈求
祂ȡ福的心情而奉献ş祂的礼物，祂必使之增多，正如祂使那送ş先知門徒和困乏的群�之食物增
多一ë。 {PK 243.2}

244

第二十章乃缦

本章根据 列王ƹ下5: {PK 244.1}

“�,王的元�乃Ŵ，在他主人面前
尊
大，因耶和B曾藉他使�,人得ƅ；他又是大能的勇
士，只是ɹ了大麻ħ。” {PK 244.2}

�,王便哈Ɇ在一次®争中3ȇ了以色列的/ʋ，ŝ果�哈在Ǘ一®役中ʌ亡了。此后，�,人
ś常侵犯以色列国的Ʉ境；而在某次侵Ƨ中，他�Ì去了一个小女子，她就在被Ì之地“服事乃Ŵ的
妻。”Ɋ个小女子Ɍ离家�，虽ø
奴仆，却成了上帝的一个ƩǄ人，无意之中竟wĢ了上帝¾ɐ以
色列作祂子民的旨意。当她在Ɋ信奉异教的家庭中服=Û，她}于她主人的病患深表同情；她想起
了以利沙所行医病的奇妙神迹，

245

因此就}她主母Ǣ：“巴不得我主人去Ʃ撒Ġ利�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ħ。”她知道有上天
的能力与以利沙同在，她也相信乃Ŵ必能藉Ɋ能力得到痊愈。 {PK 244.3}

Ɋ个被Ì女子的行
，她那在异教家庭中的g己之道，乃是得力于早年家庭ƶŕ的明Ǆ。再没有
什么委托，Ⱥ比那交ş父母照ʟ并教养儿女的ȅ任更
崇高的了。父母}于儿女的�©和品格的基
Ĳʥ有关系。他�儿女的将来，大半取决于他�自己的榜ë和教ƶ。 {PK 245.1}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93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1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凡在生活上真正地反映上帝，使上帝的�ƽ和命令在儿女心中引起感恩和敬畏的父母；凡以温
慈、公正、和忍耐向儿女表Ģ上帝的慈ę、公、与忍耐；而且教�儿女敬ę、信靠、并ʜ从他
�，藉此教�他敬ę、信靠、并ʜ从天父的父母，乃是幸福的。父母将Ɋë的恩物!ş儿女，就是
将那Ⱥ比累代Ȅ富更
可ȓ的宝藏ȧ予他�，!!ɊȄ宝是与永恒同垂不朽的。 {PK 245.2}

我�真不知道自己的儿女将来会蒙召从事何种ž�。他�可能在家庭范[内ř老其身；他�也可
能从事生ư中普通的ž�，或赴异教之地去作福音的教�；但他�都同ë地蒙召
上帝作布道士，
向世人作恩惠的±事。他�都�ʤ受一种足以帮助他�站在基督旁Ʉ作无私服=的教育。 {PK 245.3}

246

当那个希伯来女子的父母将有关上帝的事教�她的Û候，他�并不知道她将来的命Ɉ如何。但他
�忠于所受的委托；后来他�的孩子在�,/ʋ的元�家中，
她所学�尊敬的上帝作了ƩǄ。 {PK

246.1}

乃Ŵ听到了Ɋ个女子向她主母所Ǣ的Ǒ；他便取得了王的准ƽ，�着“ɨ子十他Ɏ得，金子六千舍
客勒，衣裳十套，”去求医治。他也�着�,王ş以色列王的信，信上写着Ǣ：“我打L臣仆乃Ŵ去Ʃ
你；你……要治好他的大麻ħ。”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Ǣ：我�是上帝，能使人死，使人
活呢？Ɋ人竟打L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ħ。你�看一看，Ɋ人何以~隙攻3我呢？” {PK 246.2}

Ɋ个消息!到以利沙的耳中，他就打L人去Ʃ王Ǣ：“你
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Ɋ里
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 {PK 246.3}

“于是乃Ŵ�着ȱʾ、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門前。”先知打L一个使者去吩咐他Ǣ：“你去在Ō但
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1。” {PK 246.4}

乃Ŵ本来希望看到自天而来之能力的奇妙Ý示。他Ǣ：“我想他必定出来Ʃ我，站着求告耶和B他
上帝的名，

247

248

249

在患g以上Ô手，治好Ɋ大麻ħ。”当他听Ǣ要在Ō但河中沐浴的Û候，他的自尊心受了"害，因
此他感到ĕ¡而失望地Ǣ：“大ʾ色的河，�Ź拿和法珥法，�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么？我在那
里沐浴不得洁1么？”于是他就“气忿忿的ȳ身去了。” {PK 246.5}

乃Ŵ因心ˉ气傲而不肯遵照以利沙所指示的<法去行。Ɋ个�,元�所提到的几条河流，因周[
的�林而倍ƭ美�，ƽ多人群集在Ɋ些景色宜人的河岸那里敬拜他�的偶像假神。如果要乃Ŵ下到
Ɋ些河流的任何一条之中去沐浴，他的心中就不会感到有多大屈辱。但是惟有遵循先知的特别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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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他才能得到痊愈。惟在甘心ʜ从，才能得到所期望的效果。 {PK 249.1}

乃Ŵ的仆人�;他遵行以利沙的指示。他�强ǫǢ：“先知若吩咐你作一件大事，你�不作么？何
况Ǣ你去沐浴，而得洁1呢？”ɊÛ乃Ŵ的信心正受着考ˌ，同Ûˉ傲却竭力要争取上ʯ。但信心ř
于得ƅ，Ɋ个傲慢的�,人就放弃了他心中的ˉ念，ʜ服了耶和B明Ý的旨意。他“照着神人的Ǒ，
在Ō但河里沐浴七回。”ŝ果他的信心得到了褒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1了。”
{PK 249.2}

“乃Ŵ�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着感恩的心情承ƲǢ：

250

“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上帝。” {PK 249.3}

乃Ŵ按照当Û的ʯ俗，ɊÛǤ求以利沙收下一批ȓ重的礼物。但先知不肯接受。他并不是要以上
帝本乎怜£而ȡ予的福惠来Ë取»酬。他Ǣ：“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B起誓，我必不受。”Ɋ个�
,人“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 {PK 250.1}

“乃ŴǢ：你若不肯受，Ǥ将两ː子ʿ的土ȡş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
别神，只献ş耶和B。惟有一件事，愿耶和Bʸ恕你仆人：我主人ɋ	門庙叩拜的Û候，我用手Î
他在	門庙，我也屈身；我在	門庙屈身的Ɋ事，愿耶和Bʸ恕我。 {PK 250.2}

“以利沙}他Ǣ：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Ŵ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Ɍ。” {PK 250.3}

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在Ɋ些年ʀ，曾有机会培养那表Ģ他主人ó生工作特征的克己精神。他原有
特权在主的/ʋ中作一个高ȓ的旗手。上天的一切至佳恩ȡ久已是他力所能及的；可惜他竟ȳ而不
ʟɊ些，反倒ȋ求属世Ȅ富中的劣品。如今他那ȋ婪的宿望便�使他屈服于J倒一切的ǎ探之下
了。他自思自量着：“我主人不愿从Ɋ�,人乃Ŵ手里受他�来的礼物；……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
要些。

251

”于是基哈西便Ɋë暗暗地去“追赶乃Ŵ。” {PK 250.4}

“乃Ŵ看Ʃ有人追赶，就急忙下ȱ迎着他，Ǣ：都平安么？Ǣ：都平安。”然后基哈西故意撒Ǳ
Ǣ：“6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門徒，从以法Ƙ山地来Ʃ我；Ǥ你ȡ他�一他Ɏ得ɨ子，两套衣
裳。”乃Ŵ欣然答�了Ɋ个要求，并且不止ş一他Ɏ得，而是勉强基哈西收下二他Ɏ得ɨ子和“两套衣
裳，”并打L仆人抬着送去。 {PK 251.1}

当基哈西走近以利沙的家Û，他就打L仆人回去，随即将ɨ子和衣裳藏起来。藏妥以后，“基哈西
ɋ去，站在他主人面前；”并且
使自己免受Ȁȅ起Ʃ，他又撒了第二次Ǳ。基哈西回答先知所Ǣ“你
从哪里来”的ɽʪ，Ǣ：“仆人没有往哪里去。” {PK 251.2}

于是以利沙L出�厉的ȅh，表明他知道Ɋ一切。他ɽ道：“那人下ȱȳ回迎你的Û候，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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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去呢？Ɋ�是受ɨ子、衣裳，�橄í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Û候呢？因此乃Ŵ的大麻ħ必
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Ɍ。”»�迅即	到Ɋ个犯罪的人。他“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ɹ了大
麻ħ，象雪那ë白。” {PK 251.3}

252

Ɋ个曾蒙Ȟ予崇高而圣洁的特权之人的śI，所PL的教ƶʥ
�Ɓ。乃Ŵ的心中原已PĢ奇妙
的亮光，并已ʥ有好感地决心要侍奉永生的上帝，而基哈西的行
却如在他的路上放下一`Ś脚
石。基哈西所施行的欺ˎ是无可Ƀ解的。他至死仍患着大麻ħ，
上帝所咒ǆ，
同胞所Ɍ避。 {PK

252.1}

“作假ƩǄ的，必不免受Ÿ；吐出Ǳ言的，ř不能逃脱。” 箴言19:5 世人或ƽ以
他�的�行可以
įɇ人的眼目；但是他�无法欺į上帝。“原来万物在那与我�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希伯来�4:13 基哈西想要欺ˎ以利沙，但上帝已将基哈西向乃Ŵ所Ǣ的Ǒ，和他�二人之ʀ的ǘŗ
情形，都指示了祂的先知。 {PK 252.2}

真理是出于上帝的；而各等各式的欺ˎ却都出自撒但；人无ƿ在任何方面偏离ǐw的正路，都是
出E自己，而致落在�者的权@之下。凡学了基督ë式的人必不至与人同行“那暗昧无益的事。” 以
弗所�5:11 他�在言ǜ上，犹如他�在生活上一般，必是坦白、正直、ǐw的；因
他�乃是准h
与那些口中察不出Ǳ言的圣者同行的。ƩP示�14:5 {PK 252.3}

乃Ŵ身体得了医治，心灵有了改M，回到他在�,的家中之后数百年，救主ɉ提到他奇妙的信心
并加以称Ȧ，作
一切自称侍奉上帝之人的w例教ƶ。

253

救主Ǣ：“先知以利沙的Û候，以色列中有ƽ多ɹ大麻ħ的；但内中除了叙利�国的乃Ŵ，没有一
个得洁1的。” 路加福音4:27 上帝}以色列中ƽ多患大麻ħ的人置而不理，因
他�的不信关ɼ了
他�的得福之門。一个信奉异教的ȓ胄，既然一向都忠于自己的正感，并且感到自己的需要帮
助，Ɋ在上帝看来，倒比以色列中那些ȸƬ玩忽上帝所ȡ特权的患者更配承受祂的福惠。上帝常

那些感戴祂恩眷并响�天ȡ亮光的人行事。 {PK 252.4}

今日各国各方都有心灵ǐw的人，而上天的亮光也正照在他�身上。如果他�Ťŧ忠心地履行他
�所明白的本分，就必有更多的亮光ȡş他�，直到他�象古Û的乃Ŵ一ë不得不承Ʋ；除了7造
主永生的上帝之外，“普天下没有上帝。” {PK 253.1}

}于每一个“行在暗中，没有亮光”的ǐw人，都L出了Ɋ个邀Ǥ：“当依靠耶和B的名，仗ȣ自己
的上帝。”因
“从古以来人未曾听Ʃ，未曾耳ʅ，未曾眼Ʃ，在祢以外有什么神
等候他的人行事；
祢迎接那ñ喜行ƹ念祢道的人。”以ȥ��50:10; 64:4-5 {PK 253.2}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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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以利沙晚年的服务

以利沙蒙召作先知，乃是当�哈ɉ在位的Û候，所以他一生得以�眼Ʃ到以色列国中所L生的ƽ
多M故。在哈薛受膏作�,王，成
刑Ÿ那背道的以色列国之杖的期ʀ，¦Ÿ接二Ɏ三地降在以色
列人身上。而耶¯所ɋ行的�厉改革政策，ŝ果使�哈全家被á。接ŧ耶¯作王的Ō哈斯，曾与�
,人不断地作®，ŝ果失去了Ō但河�岸的一些城邑。有一个Û期，�,人似乎要征服全以色列国
了。但那由以利�所倡�而由以利沙所推行的改革工作，已ś引ʤ多人~求上帝。巴力的祭bćć
被人�弃，上帝的旨意便Ů慢而Ĺ当地在那些决定全心全意侍奉祂的人身上wĢ了。 {PK 254.1}

上帝Ƶ�,人来¦Ÿ犯罪的以色列人，乃是出于祂}他�所存的ę。

255

祂兴起耶¯来á戮邪�的耶洗别和�哈全家，也是因
祂怜ę那些道德力薄弱的子民。于是本乎
慈悲的神意，巴力和�斯他�的祭司�又被�除，而其异教的祭b也再度被拆ò了。上帝凭着祂的
智慧ʣ先看出：如能消除Ɋ些ǎ探，就必有人离弃邪教而ȳ向天国；Ɋ便是祂容ƽ灾ĳ接踵而来	
到他�的原因。但祂却恩威并用；及至祂的旨意成全之后，祂就使形@改ƪ，而}于凡学�~求祂
的人有利了。 {PK 254.2}

正当善与�的影响互争上ʯ，而撒但也竭力造成他在�哈和耶洗别掌权Û所ɋ行的破坏Û，以利
沙5ŤŧȂ起作ƩǄ的使命。他虽曾遭遇反}，但没有人能否定他所Ǣ的Ǒ。他在全国各地都受到
尊崇与敬重。ƽ多人来向他求教。当耶洗别ɉ活着的Û候，以色列王Ō,曾来求他指教；ɉ有一
次，当他在大ʾ色的Û候，�,王便哈Ɇ曾派人前来ǃɽ，王极欲知道他当Û所患的病是否足以致
命。正当真理在各方面被人曲解，而大多数的人也都公然背叛上Ɠ的Û候，Ɋ位先知却向�人作了
忠w的ƩǄ。 {PK 255.1}

然而上帝也始ř没有撇弃祂所¾ɐ的信使。有一次，当�,人犯境Û，�,王曾“企]òĎ以利
沙，因
他常将Ù方的ư划通知以色列王。�,王曾和他的臣仆商ƷǢ：我要在某g某g安ƚ。

256

”主便将Ɋư划P示以利沙，他就“打L人去Ʃ以色列王，Ǣ：你要ǽ慎，不要从某gśɇ；因

�,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ľ探神人所告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h未受其害，不止
一两次。 {PK 255.2}

“�,王因Ɋ事心里¤疑，召了臣仆来，}他�Ǣ：我�Ɋ里有Ǫ帮助以色列王，你�不指ş我
么？有一个臣仆Ǣ：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Ǣ的
Ǒ，告ǉ以色列王了。” {PK 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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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a决要除ĎɊ个先知，便下令Ǣ：“你�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L人去捉拿他。”当Û先知
正在多坍城；王既探知Ɋ消息，“就打Lȱʾ和大/，往那里去；夜ʀ到了，[困那城。神人的仆人
清早起来出去，看Ʃȱʾ/兵[困了城。” {PK 256.2}

以利沙的仆人大
¤慌，便�着Ɋ消息来找他，Ǣ：“哀哉，我主啊！我�怎ë行才好呢？” {PK

256.3}

先知的回答是：“不要惧怕；与我�同在的，比与他�同在的更多。”于是
要使仆人�自明白Ɋ
事起Ʃ，“以利沙祷告Ǣ：耶和B啊，求祢开Ɋ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Ʃ。”“耶和B开他的眼目；
他就看ƩĊ山有火ȱ火ʾ[Ş以利沙。

257

”在上帝的仆人与Ù/之ʀ有大ʋ天使ġŞ着。他�在大能中降	，不是要来òĎ，也不是要来强
迫人敬拜，乃是要在主的ȶ弱无助的儿女四[安ƚ，
他�效力。 {PK 256.4}

每当上帝的子民陷于困境，并Ý然毫无出路之Û，他�必ʝ以耶和B
他�唯一的倚靠。 {PK

257.1}

那班�,的/兵既不知有天上不可Ʃ的大/在_，便肆无忌惮地前来ɋƧ，“以利沙祷告耶和B，
Ǣ：求祢使Ɋ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B就照以利沙的Ǒ，使他�眼目昏迷。以利沙}他�Ǣ：Ɋ不
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跟我去，我必ʤ你�到所~找的人那里。于是ʤ他�到了撒Ġ利�。 {PK

257.2}

“他�ɋ了撒Ġ利�，以利沙祷告Ǣ：耶和B啊，求祢开Ɋ些人的眼目，使他�能看Ʃ。耶和B开
他�的眼目，他�就看Ʃ了；不料，是在撒Ġ利�的城中。以色列王Ʃ了他�，就ɽ以利沙Ǣ：我
父啊，我可以3á他�么？回答Ǣ：不可3á他�，就是你用刀用弓Ì来的，�可3á他�么？当
在他�面前ǂÓʵ食，使他�吃喝回到他�的主人那里。王就
他�ʣh了ƽ多食物；

258

他�吃喝完了，打L他�回到他�主人那里。” Ʃ列王ƹ下6: {PK 257.3}

此后，以色列有一段Û期没有再受�,人的侵犯。但后来在一个意志a强的王哈薛有力的ʤ�之
下，�,的/ʋ又来[困撒Ġ利�了。在Ɋ次[困中，以色列国从来没有落到ɇ如此窘迫的地步。
ɊÛ，祖先的罪孽真的»�在子v的身上了。正当ɹ期ʲ荒的恐怖ˁ使以色列王准h采取非常的手
段Û，以利沙却ʣ言他�在一日之内必蒙解救。 {PK 258.1}

次日清晨天将破Þ之ʎ，“主使�,人的/ʋ听Ʃȱʾ的声音，是大/的声音；”于是大
¤
慌，“在黄昏的Û候他�起来逃跑，撇下�棚、ʾ、˃、ƚĭ照旧，”ɉ存有ƽ多食物。他�“只ʟ逃
命，”不敢稍停，直到渡ɇŌ但河
止。 {PK 258.2}

在他�逃亡的那一夜，撒Ġ利�城門口有四个ɹ大麻ħ的人，因ʲʻʔ忍而不ʟ一切，打算到�
,人的ƚĭ去向Ɋ班[攻者投降，希望藉此引起同情而得到食物。及至他�到了Ùƚ，却“不Ʃ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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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便大
¤异。既没有人À阻或禁止他�，他�就“ɋ了�棚，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
ɨ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ɋ了一座�棚，从其中拿出Ȅ物来，去收藏了。

259

那Û他�彼此Ǣ：我�所作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竟不作声。”于是他�迅即�着
好信息回城里去了。 {PK 258.3}

那天的掠j品很多；所ƙ得的物Ȝ非常丰富，甚至“一ŗ�ŗ面Eɨ一舍客勒，二ŗ�大麦也Eɨ
一舍客勒，”正如以利沙前一天所ʣ言的。上帝的名又一次在外邦人面前被高�，正如主藉着他在以
色列中的先知所Ǣ的。Ʃ列王ƹ下7:5-16 {PK 259.1}

“神人”就是Ɋë一年一年的Ťŧ工作下去，藉着忠心的服=与民�接近，而在危急之秋更站在国
王的身旁作Ȇ明的ʟɽ。君王与人民多年来崇拜偶像而冷淡退后的罪已śLÈ了毒害的影响；背道
的阴影依然gg可Ʃ，然而到g也有一些a决不肯向巴力屈膝的人。当以利沙Ťŧ他改革的工作
Û，ƽ多人得从邪教中被拯救出来，并因明白侍奉真神上帝而ñ喜快�。先知Ʃ到Ɋ些神恩所施行
的奇迹就不ƅ欣慰，而且大受感>，渴望能接近每一个心地ǐw的人。他无ƿ在什么地方，�是竭
力要在那里作公的教�。 {PK 259.2}

就世人的ƪ点而言，当Û以色列国的属灵复兴，与Ģ代上帝的仆人在世界各黑暗地区工作的前
途，同ë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但基督的教会乃是上帝用来宣µ真理的机ã；教会已蒙祂Ȟ予能力从
事特殊的工作；只要教会效忠上帝，并ʜ从祂的ǚ命，就必有超卓的神能住在其中。只要教会忠于
ž守，就没有任何@力能与之抗衡。

260

Ù人的@力若想*覆她，ɉ不如糠秕想抗拒旋ʯ呢！ {PK 259.3}

如果教会肯穿上基督的袍，完全放弃世俗，那么在她面前就必出Ģ光明荣耀之日的曙光。 {PK

260.1}

上帝呼召凡信仰祂的忠w分子，向那些不信和š望的人ƺǢ勇敢的Ǒ。你�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
要ȳ向耶和B。要从上帝!!就是永生的上帝那里~求力量。要}祂的能力和祂的�愿拯救表示a定
而Ǽ虚的信心。当我�凭着信心握住祂的能力Û，祂就必改M!!奇妙地改M那最没有希望、最使人
灰心的前途。祂必
祂圣名的荣耀而Ɋë行。 {PK 260.2}

以利沙只要ɉ能在以色列全国各地往来奔走，他就Ťŧĵ极地致力于先知学校的建立。他无ƿ在
什么地方，上帝都与他同在，ȡş他当Ǣ的Ǒ和行神迹的能力。有一次“先知門徒}以利沙Ǣ：看
哪，我�同你所住的地方ɇ于窄小。求你容我�往Ō但河去，各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
住。” 列王ƹ下6:1-2 于是以利沙就和他�一起到了Ō但河，藉着�自与他�同在以鼓励他�，指�
他�，甚至行了一个神迹来C助他�的工作。“有一人砍ê的Û候，斧i掉在水里；他就呼叫Ǣ：哀
哉，我主啊！Ɋ斧子是借的。神人ɽǢ：掉在哪里了？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99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1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261

他将那地方指ş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i，抛在水里，斧i就漂上来了。以利沙Ǣ：拿起
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 列王ƹ下6:5-7 {PK 260.3}

他的工作卓著成效，他的影响也无Ɍ弗届，甚至当他卧病在床而č于死亡的Û候，那位年ȸ的王
Ō阿施虽然是敬拜偶像不很敬重上帝的人，也承ƲɊ位先知
以色列的父老，并且承Ʋ只要有他同
在，在遇Ʃ患ʔ的Û候要比ƽ多ʾ兵和®ȱ更有帮助。《圣ś》ƹ着Ǣ：“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
色列王Ō阿施下来看他，伏在他Ɗ上哭泣，Ǣ：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ȱʾ兵啊。” 列王ƹ下
13:14 {PK 261.1}

}于ƽ多g在困ʔ中而需要帮助的人，先知常作一个有智慧而富于同情的父�。所以Ɋ次他也没
有撇弃Ɋ个在他面前的不敬虔的青年，而Ɋ个青年虽然十分不配居于他Ģ有的重要地位，但他却非
常地需要指�。ɊÛ上帝本其美意正在ȡş王一个机会，可以挽回他ɇ去的失ȇ，藉以使他的国家
g于�越的地位。那当Û占据Ō但河�岸的仇Ù�,人必ʝ予以3退。上帝的能力将
Ɋś常犯ɲ
的以色列再度彰Ý。 {PK 261.2}

垂死的先知吩咐王Ǣ：“你取弓箭来。”Ō阿施就遵命取了来。于是先知Ǣ：“你用手拿弓。”Ō阿
施“就用手拿弓；

262

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Ǣ：你开朝�的窗¯，”!!朝向Ō但河彼岸�,人所占据的城邑。王既
把窗¯打开，以利沙就吩咐他射箭。当箭射出去的Û候，先知受圣灵感>Ǣ：“Ɋ是耶和B的得ƅ
箭，就是®ƅ�,人的箭；因
你必在�弗攻打�,人，直到Ď尽他�。” {PK 261.3}

ɊÛ先知考ˌ了王的信心。他吩咐Ō阿施拿起几枝箭来，并Ǣ：“打地吧。”王打地三次便住手
了。以利沙失望地N息Ǣ：“�当3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人，直到Ď尽；

263

Ģ在只能打ȇ�,人三次。” 列王ƹ下13:15-19 {PK 262.1}

Ɋ个教ƶ是ȡ予一切身居要ž之人的。每当上帝
完成某ʛ工作而开辟門路并保Ǆ成功Û，那蒙
¾ɐ的器皿就必ʝ尽其所能地来促使�ƽ的ŝ果wĢ。所ȡ予的成功，必与推ɋ工作的ėǐ和恒心
成正比。上帝只在祂的子民不息不倦地努力克尽本分以后，才能
他�施行神迹。他呼召献身的
人，就是那些Ʃ勇
，赤ǐę人，并具有永不减退之ė忱的人来参加祂的工作。Ɋë的工作者必
不以任何工作
ɇ于ƍ辛，必不以任何形@
ɇ于š望；他�必再接再厉，勇往直前，直到Ý然的
失ȇM成光荣的ƅ利
止。Œ有Ĭ牢的f壁或殉道的火柱，也不能使他�偏离那
建立上帝的国而
与祂同工的目è。 {PK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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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沙ş予Ō阿施ƶ言和勉励之后，他的工作就ŝ束了。Ɋ位曾蒙充分ȡ予那原在以利�身上之
圣灵的先知，已Ý明他一直忠心到底。他从未>Ôɇ。他也从未�失ɇ他}于全能者之力量的信
心。每当他的前途似乎完全被阻塞Û，他仍凭着信心向前迈ɋ，而上帝也器重他的信心，
他打开
了前面的出路。 {PK 263.2}

以利沙未能象他的夫子一般得蒙ȡ予火ȱ火ʾ。主任凭一_ųŪ的疾病	到他。

264

在那肉体ȶ弱与痛苦的漫ɹÛ日中，他的信心a定地握住了上帝的�ƽ，他也ś常Ʃ到有安慰与
平安的天庭使者在他的周[。从前他怎ë在多坍的高原上看Ʃ天/，就是以色列的火ȱʾ兵ġº
着，Ģ在他照ë确知有同情的天使同在；因此他得到了扶持。他已在一生之中操ŕ了a强的信心；
所以当他在ƲǇ上帝的美意和慈怜的恩眷上有所ɹɋÛ，信心就日臻完全而恒切倚ȣ他的上帝；及
致死亡来	，他已ś准h妥当放下工作安息了。 {PK 263.3}

“在耶和B眼中看圣民之死，极
宝ȓ。”“人	死，有所投靠。” Ǐ篇116:15;箴言14:32 以利沙
能和Ǐ人一同凭完全的信心Ǣ：“上帝必救ȟ我的灵魂，脱离阴ʀ的权柄；因他必收ő我。” Ǐ篇
49:15 他也能ñ然地ƩǄǢ：“我知道我的救ȟ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至于我，我必在中
Ʃ祢的面；我醒了的Û候，得Ʃ祢的形象，就心Ċ意足了。” Ō伯ƹ19:25;Ǐ篇17:15 {PK 264.1}

265

第二十二章“这尼尼微大城”

�述国的首都尼尼微，乃是以色列分国以后古代最大城市之一。在巴别塔人口分散之后不久，Ǘ
城就建立在底格里斯河肥沃的岸Ʉ，śɇƽ多世Ŏ之后，ćć兴旺，直到成了“极大的城，有三日的
路程。” Ō拿�3:3 {PK 265.1}

尼尼微在其短ß的极盛Û期，乃是一个罪�的渊薮。《圣ś》形容它是“流人血的城，充ĊǱǈ和
强暴。” 那˛�3:1 先知那˛用比X的Ǒ把尼尼微人比作残酷、凶猛的Ğ子。他ɽ道：“你所行的�，
Ǫ没有Û常遭遇呢？” 那˛�3:19 {PK 265.2}

尼尼微已M
邪�，但ɉ没有完全沉溺于罪�之中。那位“看Ʃ一切的世人，”并且“看Ʃ各ë宝
物”的主，（Ǐ篇33:13;Ō伯ƹ28:10）洞察到那城中也有ƽ多人渴望更佳美、更高尚的事物，

266

只要予以ƲǇ永生上帝的机会，他�就必放弃�行来敬拜祂了。因此上帝就本乎祂的智慧，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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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无Ǟ的方式向他�Ý示自己，尽可能地引ʤ他�悔改。 {PK 265.3}

那蒙¾ɐ来ɋ行Ɋ番工作的器皿，就是�米太的儿子先知Ō拿。主的Ǒ	到他Ǣ：“你起来往尼尼
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
他�的�Ɇ到我面前。” Ō拿�1:1-2 {PK 266.1}

当先知考Ơ到Ɋʛ使命所有的困ʔ和Ý然无法Ɇ成Û，他就受ǎ探而�疑Ɋ个呼召的是否明智
了。从世人的ƪ点看来，到那个ˉ奢的城市中去宣布Ɋë的一ʛ信息，似乎不可能有所收ƙ。他一
Û竟忘ƹ自己所侍奉的上帝乃是全智全能的。因此当他ɉ在ɏ疑不决的Û候，撒但就以灰心�志将
他制服了。先知起了极大的恐惧，于是就“起来，逃往他施去。”他下到Ō帕去，在那里找到一只正准
h开航的船，“他就ş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 Ō拿�1:3 {PK 266.2}

Ō拿在所ʤ受的使命中，已蒙Ȟ予一ʛ重大的ȅ任；然而那位吩咐他去的主，足能支持祂的仆人
并使他成功。先知若毫不ɏ疑地加以ʜ从，就必免去ƽ多痛苦的śˌ，并得蒙丰厚的福惠。但是在
Ō拿š望的Û刻，主也没有撇弃他。

267

由于一Ɏ串的考ˌ和神奇的安排，先知}于上帝和祂无ĺ能力的信心就得以复兴了。 {PK 266.3}

Ō拿在Ɋ呼召最初	到他Û，若能冷静地思考一下，他可能会看出自己竭力想逃避那加于他的ȅ
任，乃是何等的愚蠢。但他在ħ狂的逃遁中，没有多久就遇到阻碍了。“耶和B使海中起大ʯ，海就
狂ʯ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各人哀求自己的神；他�将船上的Ȉ物抛在海中，
要
使船ȸ些。Ō拿已下到底ƌ，Ȱ卧、沉睡。” Ō拿�1:4-5 {PK 267.1}

当船上的水手都在哀求他�异教的神祗施予帮助Û，船主¤惶失措地找到了Ō拿，}他Ǣ：“你Ɋ
沉睡的人哪，
何Ɋë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ʟ念我�，使我�不至Ď亡。” Ō拿�1:6 {PK

267.2}

但Ɋ个ƫ避ȅ任之人所献的祷告并没有什么帮助。水手�ƭ得Ɋ次奇特而猛烈的ʯ暴，乃是他�
神明L怒的朕兆，所以最后提Ʒ掣ń的方法，他�Ǣ：“看看Ɋ灾	到我�是因Ǫ的ű故。”“于是他
�掣ń，掣出Ō拿来。�人}他Ǣ：Ǥ你告ǉ我�，Ɋ灾到我�是因Ǫ的ű故；你以何事
�？你
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 {PK 267.3}

268

“他Ǣ：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B，那7造ù海旱地之天上的上帝。 {PK 268.1}

“他�就大大惧怕，}他Ǣ：你作的是什么事呢？他�已ś知道他ȯ避耶和B，因
他告ǉ了他
�。 {PK 268.2}

“他�ɽ他Ǣ：我�当向你怎ë行，使海浪平静呢？ɊǑ是因海浪越L翻Ƌ。他}他�Ǣ：你�将
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遭Ɋ大ʯ，是因我的ű故。 {PK 268.3}

“然而那些人竭力ƕì，要把船½岸，却是不能；因
海浪越L向他�翻Ƌ。他�便求告耶和B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02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Ǣ：耶和B啊，我��求祢，不要因Ɋ人的性命使我�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与我�；因

祢耶和B是随自己的意旨行事。他�遂将Ō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
畏耶和B，向耶和B献祭，并且ƽ愿。 {PK 268.4}

“耶和B安排一条大˓吞了Ō拿。他在˓腹中三日三夜。 {PK 268.5}

“Ō拿在˓腹中祷告耶和B他的上帝，Ǣ：“我遭遇患ʔ求告耶和B，祢就�允我；从阴ʀ的深g
呼求，祢就俯听我的声音。

269

“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g；大水ġŞ我；祢的波浪洪涛都漫ɇ我身。“我Ǣ：我从祢眼前
虽被ˁ逐，我仍要仰望祢的圣殿。ǥ水ġŞ我，几乎淹没我。“深渊[住我，海草ųŞ我的i。我下
到山根；地的門将我永Ɍ关住。“耶和B我的上帝啊，祢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
L昏的Û候，我就想念耶和B；我的祷告ɋ入祢的圣殿，Ɇ到祢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
怜ę他�的主。但我必用感ǹ的声音献祭与祢；我所ƽ的愿，我必+ɉ。救恩出于耶和B。” Ō拿�
1:7-Ō拿�2:9 {PK 268.6}

Ō拿ř于明白了“救恩属乎耶和B。” Ǐ篇3:8 那随悔改与承Ʋ上帝救恩以俱来的乃是拯救。于是
Ō拿就脱离了深渊的危ʒ，而被抛在旱地上了。 {PK 269.1}

上帝的仆人又再度受命去警告尼尼微。“耶和B的Ǒ二次	到Ō拿，Ǣ：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
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Ǒ。”他Ɋ次并没有ɏ疑ɽʔ，却毫不犹豫地听从了。

270

他“便照耶和B的Ǒ起来，往尼尼微去。” Ō拿�3:1-3 {PK 269.2}

Ō拿ɋ了城，便立Û＂宣告＂Ɋ信息Ǣ：“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覆了。” Ō拿�3:4 他从Ɋ条
街走到那条街，大声宣布警告。 {PK 270.1}

Ɋ信息并没有�于徒然。在Ɋ不敬上帝之城的街道上所µ起的呼声，�口交!，直到全城的居民
都听到了Ɋ¤人的宣告。上帝的灵使Ɋ信息打>了�人的心，以致成群的人因自己的罪孽而恐惧®
兢，虚心痛悔。 {PK 270.2}

“尼尼微人信服上帝，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Ɋ信息!到尼尼微王的耳中，
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遍告尼尼微通城Ǣ：王和大臣有令，人
不可�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上帝；各
人回i离开所行的�道，�弃手中的强暴。或者上帝ȳ意后悔，不L烈怒，使我�不至Ď亡，也未
可知。” Ō拿�3:5-9 {PK 270.3}

当国王、臣宰、和大小庶民“听了Ō拿所!的，就悔改”并一致向天上的上帝呼吁Û，（ʾ太福音
12:41）祂就ȡ恩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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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察看他�的行
，Ʃ他�离开�道；祂就后悔，不把所Ǣ的灾ĳ降与他�了。” Ō拿�3:10 他
�的厄Ɉ得以避免；而以色列的上帝就在外邦世界中到g被高�、得尊荣，祂的律法也受敬重了。
此后，尼尼微ɇ了ƽ多年，才因忘ƹ上帝和夸大狂傲而被四[列国所攻陷。关于�述国的衰落与覆
亡śɇ，Ǥ参ʇ本�第三十章 {PK 270.4}

Ō拿既得悉上帝并不追究尼尼微人的邪�，却因他�的受;披麻蒙灰而悔改，便定意ʸ恕他�，
他理�最先因上帝奇妙的恩典而欣喜；但他反倒一心想着自己可能会被Ƭ
假先知的事。他只ʟ自
己的名誉，而没有想到在那可怜的城市中ƽ多Ⱥ比ȓ重得多的生灵。上帝向悔改的尼尼微人所Ý示
的怜£，竟使“Ō拿大大不悦，且甚L怒。”他ȉɽ主Ǣ：“我在本国的Û候，�不是ɊëǢ么？我知
道祢是有恩典、有怜£的上帝，不ȸ易L怒，有丰盛的慈ę，并且后悔不降所Ǣ的灾；所以我急速
逃往他施去。” Ō拿�4:1, 2 {PK 271.1}

Ō拿再度屈从自己�疑ɽʔ的癖性，于是就再度被灰心失望所J倒了。他忽略了他人的幸福，只
ƭ得自己宁可死去，也不愿活着Ʃ到Ɋ城得蒙{恕，他便非常不Ċ地呼求Ǣ：“耶和B啊，Ģ在求祢
取我的命吧；因
我死了比活着ɉ好。” {PK 271.2}

272

耶和Bɽ道：“你ɊëL怒合乎理么？”“于是Ō拿出城，坐在城的�Ʉ，在那里
自己搭了一座
棚，坐在棚的Ɩ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B上帝安排一棵蓖麻，使其L生高ɇŌ拿，影儿遮
盖他的i，救他脱离苦楚。Ō拿因Ɋ棵蓖麻大大喜�。”Ō拿�4:3-6 {PK 272.1}

于是上帝就ȡşŌ拿一ʛw例的教ƶ。“次日黎明，上帝却安排一条虫子。咬Ɋ蓖麻，以致枯槁。
日i出来的Û候，上帝安排炎ė的�ʯ；日i暴晒Ō拿的i使他L昏，他就
自己求死，Ǣ：我死
了比活着ɉ好。” {PK 272.2}

上帝又}祂的先知Ǣ：“你因Ɋ棵蓖麻L怒合乎理么？”他就Ǣ：“我L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
{PK 272.3}

“耶和BǢ：Ɋ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L生，一夜干死，你尚且ę惜；何况Ɋ
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ƽ多牲畜；我�能不ę惜呢？” Ō拿�
4:7-11 {PK 272.4}

Ō拿虽然Ċ心困惑，自ƭ羞愧，不能了解上帝
什么{恕尼尼微，但�算是完成了所交付与他警
告那大城的使命；虽然所ʣ言的事并未wĢ，但Ɋ警告的信息仍然是从上帝而来的。

273

而且Ɋ信息也成就了上帝定意要它成就的事。祂恩典的荣耀得以在外邦人中彰Ý。那些ɹ久“坐在
黑暗中死Ɩ里的人，被困苦和ɢɫ捆ɭ，”“他�在苦ʔ中哀求耶和B，祂从他�的ĳ患中拯救他�。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04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祂从黑暗中和死Ɩ里ʤ他�出来，折断他�的Ŝ索。”“祂L命医治他�，救他�脱离死亡。” Ǐ篇
107:10; 13-14,20 {PK 272.5}

基督在地上!道服=Û，曾提到Ō拿在尼尼微!道所有的好ŝ果，并将那邪教中心的居民，与祂
当Û那些自称
上帝子民的人相Ⱥ。

274

祂宣称Ǣ：“当y判的Û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Ɋ世代的罪；因
尼尼微人听了Ō拿所!的，就悔
改了；看哪，在Ɋ里有一人比Ō拿更大。” ʾ太福音12:41 基督曾来到Ɋ个征逐Ȅ利而喧Y¶攘的繁
忙世界，就是世人企]尽力
自己攫取一切的地方；但祂却在œ¶之上µ起有如上帝号筒般的声
音，Ǣ：“人就是Ȥ得全世界，Ȣ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g呢？人ɉ能拿什么Ë生命呢？” ʾ可福
音8:36, 37 {PK 273.1}

正如Ō拿!道}于尼尼微人成了一个兆i，照ë基督的!道}于祂的世代也成了一个兆i。但在
ʤ受所!之道的事上却是何等的¢殊啊！虽然如此，救主仍冒着冷漠与侮蔑而Ťŧ工作，直到祂完
成了自己的使命。 {PK 274.1}

Ɋ教ƶ是ş今日
上帝信使之人的，Ģ在各国的大城市确w都象古代的尼尼微人一ë，亟需ƲǇ
真神上帝的品德和旨意。基督的使Ɛ�指点人仰望那已
大多数人所忽Ƭ的更高尚的世界。根据
《圣ś》的教ƶ，那唯一永存的城邑乃是“上帝所śƚ所建造的。”世人可以凭着信心的眼睛看到天国
的門限，那里充Ċ了上帝永生的荣耀。Ģ在主耶ĸ正藉着祂服=的仆人，呼召人要�着圣洁的大志
努力去ƙ取永不衰残的基�。祂�;他�要将Ȅ宝ĵ存在上帝的宝座旁。 {PK 274.2}

275

由于故意犯罪的情形有增无已，各城市的居民很快就必
几乎普遍的罪�所波及。各g充斥的ȇ
坏情形，ǐ非世人笔墨所能形容。每一天都�来了œ争、șț、和欺ǈ的新LĢ；每一天都�来了
横行不法、不ʟ世人痛苦、惨无人道而草菅人命的"心ƹ�。每一天也Ǆw了ħ狂、ǰ害、与自á
事件的增多。 {PK 275.1}

撒但世世代代都ǂ法抑制人，使人}于耶和B仁慈的旨意茫无所知。他致力于从他�的眼中挪除
上帝律法中的 大要素，!!就是所揭ð的公、怜£、和慈ę的原5。世人自夸我�所gĢÛ代新
奇的ɋ步与文明；但上帝却看到全地充Ċ了罪�与强暴。世人声称上帝的律法已ś作�，《圣ś》
也不可靠；ŝ果，全世界都被那自挪�和背道的以色列的日子以来所未曾Ʃɇ的罪�洪潮所´ƕ
了。心灵的高ȓ、温柔、和敬虔，竟都被Ë成
Ċ足那放Œ禁制之事的情欲了。人�
求ƙ得而犯
的罪行的黑ƹ�，w在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PK 275.2}

我�的上帝乃是有怜£的上帝。祂以恒久的忍耐和温柔的慈ę}待一切ɍ反祂律法的人。然而在
Ģ今的Û代，人�既有很多机会可以明悉《圣ś》中所Ý示的神圣律法，宇宙的大Ţ治者眼看着Ɋ
些邪�城市充斥着强暴和罪行，决ʔ感到Ċ意。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05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276

上帝}于那些怙�不悛之人的容忍很快就要到Ɇ尽i了。 {PK 275.3}

至高的Ţ治者在}待Ɋ堕落世界之居民的事上，若有突然出乎意外的改M，世人又何必感到¤
愕？当刑Ÿ随着犯法和有增无已的罪行以俱来之Û，他�又何必感到¤愕？当上帝使òĎ与死亡	
到那些以欺ˎ和ƾǈ的手段ƙ取非法得利的人，他�又何必感到¤愕？ƽ多人虽有逐ć增加的亮光
照在他�的路上，Ý明上帝的要求，但他�依然不肯承Ʋ耶和B的权柄，而宁愿留在那L>一切叛
乱以抗逆天国政权之魁首的黑旗之下。 {PK 276.1}

上帝的容忍w在是够 大了，!!以致当我�想到祂圣洁的ǚ命不断地受到侮辱，也不禁大
Ǚ
异。全能者}于祂自己的Ȟ性一直施用抑制的力量。但祂ř必兴起，¦Ÿ那大胆抗拒十条ǚ命之公
要求的�人。 {PK 276.2}

上帝ȡ予人一段{容Û期；但ɇ了一定的限度，神的忍耐就要到Ɇ尽i，而上帝的刑Ÿ便接踵而
来。主ɹ期容忍世人，容忍城市，并慈怜地!出警告以拯救他�脱离神的忿怒；但ř有一天再也听
不到恩典的代求，而一直拒š真理之光的叛逆分子都将被´Ď1尽，Ɋ也是出于上帝}他�自己、
以及}那些若不如此就必受他�榜ë所影响之人的慈怜。 {PK 276.3}

277

Û候已近，世界将L生�患，是人的膏油所无法医治的。上帝的灵ćć地收回了。海上和ʏ地的
灾ĳ接踵而至。我�}于地震、ʯ暴、火灾、水灾等事件，以及所引致生命Ȅ�的巨大É失，真是
屡ʅ不˕了啊！Ɋ些灾ĳ看上去似乎是自然能力偶尔失常的突L事件，是人力所完全无法控制的；
但从Ɋ一切当中，可以看出上帝的旨意。Ɋ都是上帝所采用的方法，藉以U醒世人ƭ悟自己的危
ʒ。 {PK 277.1}

各大都市中的上帝的信使，切莫因他�蒙召而尽力宣µ救恩喜ƸÛ所遭遇的邪�、不、和腐ȇ
而感到灰心。主必以祂ȡ予住在邪�的哥林多的使徒保ŷ的同一信息，安慰每一个Ɋë的工作者
Ǣ：“不要怕，只管ƺ，不要ɼ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
在Ɋ城里我有ƽ多的百
姓。” 使徒行!18:9-10 但愿凡参与救灵工作的人都ƹ得：虽有ƽ多人不肯听从上帝在祂圣言中所ȡ
的教ƶ，但全世界的人决不会都ȳ离真光和真理，而不接受Ɋ位忍耐{容之救主的邀Ǥ。在每一个
城市中，尽管它充Ċ强暴与罪行，�有很多人由于正确的指�而可能学�作耶ĸ的信徒。如此，成
千上万的人都可被救恩的真理所感>，并且受引ʤ而接受基督
个人的救主。 {PK 277.2}

278

上帝ȡ予今日世上居民的信息乃是：“你�也要ʣh；因
你�想不到的Û候，人子就来了。” ʾ
太福音24:44 Ģ在社会上!!尤其是各国大城市中普遍的情形，都在大声宣告上帝施行y判的Û候已
ś来到，而地上万物的ŝ局也已	近了。我�正站在I代以来最大危机的門口。上帝的刑Ÿ将接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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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至，!!就是火灾、水灾、地震、以及®争流血的事。我�}于Ģ今所L生的重大而有决定性的事
不�感到¤奇；因
上帝慈悲的天使不能再停留多久来º庇怙�不悛的人了。 {PK 278.1}

“因
耶和B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Ÿ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á的
人。” 以ȥ��26:21 上帝忿怒的ʯ云已ś密布；惟有那些像尼尼微的居民一般，在Ō拿的!道之下
响�恩典的邀Ǥ，并因ʜ从神圣Ţ治者的律法而成圣的人才能站立得住。惟有人必与基督一同藏
在上帝里面，直到òĎɇ去。但愿我�的心声乃是： {PK 278.2}

“无助心灵来就主，此外别无避ʔ所；求主切莫撇下我，常施扶持ȡ帮助。求主容我深藏ȯ，ʤ我
ɋ入平安所；直至ʯ暴全ɇ去，接我永在天国住。” {PK 278.3}

279

第二十三章亚述的掳掠

在不幸的以色列国末后的几年，特别充Ċ了暴行和流血的事，Ɋ种情形甚至在�哈Ţ治之下最œ
乱不安的期ʀ也未曾Ʃɇ。二百余年以来，十个支派的ǥŢ治者“所种的是ʯ；”故此他�“所收的是
暴ʯ。” 何西阿�8:7 君王相Ť被弑，而
其他具有Ţ治野心者所取代。主ƿ到Ɋ些不敬虔的ņ位者
Ǣ：“他�立君王却不由我；他�立首ʤ我却不Ʋ。” 何西阿�8:4 每一ʛ公的原5都被弃置一旁；
那些�在世上万国面前作神恩之保管者的人，却“向耶和B行事Ǔǈ，” 何西阿�5:7 彼此之ʀ也是如
此。 {PK 279.1}

上帝ǂ法用最�厉的ȅh，使Ɋ个怙�不悛的国度、ƭ悟它即将遭受全然òĎ的危ʒ。

280

祂藉何西阿与阿摩司屡次!信息şɊ十个支派，;勉他��底悔改，并声言如果Ťŧ犯罪，ŝ果
必罹大ĳ。何西阿Ǣ：“你�耕种的是奸�，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ǱǑ的果子；因你倚靠自己的行

，仰ȣ勇士�多。所以在Ɋ民中必有哄嚷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ò。……到了黎明，以色列
的王必全然Ďš。” 何西阿�10:13-15 {PK 279.2}

先知ƿ到以法Ƙ（先知何西阿常用以法Ƙ作
背道的以色列国的代表，因
他在各支派背道的事
上居于ʤ�的地位。）Ǣ：“外邦人吞吃他?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iL斑白，他也不ƭ得。”“以
色列�弃良善。”Ɋ十个支派既“被y判J碎，”就不能Ʋ明自己�行所有的不幸ŝ果，所以不久就“ʰ
流在列国中”了。Ʃ何西阿�7:9; 8:3; 5:11; 9:17 {PK 280.1}

以色列的某些首ʤ深深感ƭ到他�的声望已ś低落，所以很想加以恢复。但他�不但不肯ȳ离那
些使国家衰落的行
，反而Ťŧ沉溺于罪�之中，并自欺自慰地以
：他�在机会来到Û，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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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异教国家ůŝ盟Ō，藉此ƙ得政治上的权@。“以法ƘƩ自己有病，犹大Ʃ自己有"，他�就打L
人往�述去。”“以法Ƙ好象˚子愚蠢无知；他�求告埃及，投奔�述。”“与�述立Ō。” 何西阿�
5:13; 7:11; 12:1 {PK 280.2}

281

主曾藉着那出Ģ在伯特利祭b前的神人，藉着以利�与以利沙，藉着阿摩司与何西阿等，屡次向
以色列的十个支派Ǣ明不ʜ从的�果。可惜以色列竟不ʟȅh和;告，而在离道反教之中越陷越
深。主Ǣ：“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 何西阿�4:16; 11:7 {PK 281.1}

有Û上天的刑Ÿ重重地降在Ɋ悖逆的子民身上。上帝Ǣ：“因此，我藉先知砍伐他�，以我口中的
Ǒá戮他�；我施行的y判如光L出。我喜ę良善，不喜ę祭祀；喜ęƲǇ上帝，ƅ于燔祭。他�
却如�当背Ō，在境内向我行事Ǔǈ。” 何西阿�6:5-7 {PK 281.2}

最后所!ş他�的信息乃是：“以色列人哪，你�当听耶和B的Ǒ：……你既忘了你上帝的律法，
我也必忘ƹ你的儿女。祭司越L增多，就越L得罪我；我必使他�的荣耀M
羞辱。……我必因他
�所行的¦Ÿ他�，照他�所作的»�他�。” 何西阿�4:1; 6-9 {PK 281.3}

以色列在被Ì到�述之前五十年中的罪�，与挪�的日子中的一ë，也与世人在拒š上帝并任意
作�的其他各Û代中的一ë。世人高�自然ɇ于自然界的上帝。敬拜被造之物代替7造主，ŝ果往
往造成最�重的罪�。

282

因此当以色列民敬拜巴力和�斯他�，将最高的崇敬献与自然界的能力Û，他�就与一切具有提
拔超升之性ȉ的事物šű，而ȸ易地成
ǎ探的掠物了。Ɋ些迷途的敬拜者心灵的屏障既被破坏，
他�就没有抵御罪�的防壁，因而完全屈从于人心的邪情�欲了。 {PK 281.4}

�先知ɘ}当Û所流行公开的欺J、凶暴的不公、罕有的奢侈浪Ȗ、无耻的宴�醉酒、和极度的
荒淫Œ欲而大声疾呼；但他�的抗Ʒ都�于徒然，他�}罪�的ȅʔ也不起作用。阿摩司Ǣ：他
�“怨恨那在城門口ȅh人的，憎�那Ǣ正直Ǒ的。”他�“苦待人，收受șț，在城門口屈枉ĺ乏
人。” 阿摩司�5:10, 12 {PK 282.1}

Ɋ就是耶ŷ波安ǂ置两只金牛Ĝ的一些后果。Ɋ种偏离�已确立之敬拜�式的初步�致了拜偶像
的更�劣的�式，直到最后全地居民几乎都沉溺于敬拜自然的Ǡ人行
中了。以色列既忘ƹ自己的
7造主，就“深深的ȇ坏”了。何西阿�9:9 {PK 282.2}

�先知不断地向Ɋ些罪�提出抗Ʒ，并�;�人行。何西阿;告Ǣ：“你�要
自己栽种公，
就能收割慈ę；……你�要开�荒地，等他	到，使公如雨降在你�身上。”“你当�向你的上帝，
ǽ守仁ę、公平，常常等候你的上帝。”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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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啊，你要�向耶和B你的上帝；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用言ǜ祷告他Ǣ：“求你
除尽罪孽，悦ő善行。” 何西阿�10:12; 12:6; 14:1, 2 {PK 282.3}

那些犯罪的人曾蒙ȡ予多次悔改的机会。在他�背道情形最�重而最需要也最迫切的Û候，上帝
所!ş他�的却是ʸ恕和希望的信息。他Ǣ：“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就是反}帮助你的，自取ȇ
坏。……Ģ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Ƶ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 何西阿�
13:9, 10 {PK 283.1}

先知;告Ǣ：“来吧，我��向耶和B；他撕裂我�，也必医治；他打"我�，也必ų裹。ɇ两天
他必使我�Ɣ醒，第三天他必使我�兴起，我�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要ƲǇ耶和B ，竭力
追求ƲǇ他；他出Ģ确如晨光；他必	到我�象甘雨，象滋Ă田地的春雨。” 何西阿�6:1-3 {PK 283.2}

主向那些曾ś忽略他I代以来用以拯救陷于撒但权@下罪人之ư划的人，提供了复兴与平安。祂
Ǣ：我必医治他�背道的病，甘心ę他�；因
我的怒气向他�ȳ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
如百合花开放，如利巴嫩的ê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ɹ，他的荣B如橄íê，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
香柏ê。曾住在他Ɩ下的必�回，L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ê；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酒。以法Ƙ必
Ǣ：我与偶像ɉ有什么关涉呢？

284

我耶和B回答他，也必ʟ念他；我如青翠的松ê。你的果子从我而得。 {PK 283.3}

“Ǫ是智慧人，可以明白Ɋ些事？Ǫ是通Ɇ人，可以知道Ɋ一切？因
耶和B的道是正直的，人
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 何西阿�14:4-9 {PK 284.1}

~求上帝所有的利益，曾被有力地加以强ǫ。主邀ǤǢ：“你�要~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
利~求，不要ɋ入吉甲，不要ɇ到别是巴；因
吉甲必被Ì掠，伯特利也必�于无有。” {PK 284.2}

“你�要求善，不要求�，就必存活；Ɋë，耶和B万/之上帝必照你�所Ǣ的，与你�同在。要
��好善，在城門口秉公行；或者耶和B万/之上帝，向Ō瑟的余民施恩。” 阿摩司�5:4, 5, 14,
15 {PK 284.3}

听到Ɋ些邀Ǥ的人多数不肯加以接受而藉此得益。上帝的信使所ƺ的Ǒ，与怙�不悛之人的邪情
私欲是完全相反的，甚至在伯特利拜偶像的祭司也打L人到以色列王那里去，Ǣ：“阿摩司在以色列
家中]ǰ背叛你；他所Ǣ的一切Ǒ，Ɋ国担当不起。” 阿摩司�7:10 {PK 284.4}

主藉着何西阿Ǣ：“我想医治以色列的Û候，以法Ƙ的罪孽和撒Ġ利�的罪�，就Ý露出来。”“以
色列的ˉ傲当面ƩǄ自己；虽遭遇Ɋ一切，他�仍不�向耶和B他�的上帝，也不~求他。” 何西阿
�7:1, 10 {PK 284.5}

285

主世世代代都曾容忍祂悖逆的儿女；就是Ģ在，正当他�大胆背叛的Û候，祂仍然切望向他�Ý
示自己
�意拯救的主。祂呼喊Ǣ：“以法Ƙ哪，我可向你怎ë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ë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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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你�的善良如同早晨的云ʗ，又如速散的甘露。” 何西阿�6:4 {PK 285.1}

蔓延全地的罪�，ř于到了不可救Ɨ的地步；于是就有可怕的判决向以色列宣布，Ǣ：“以法Ƙ�
近偶像；任凭他吧。”“以色列人必知道降Ÿ的日子	近，»�的Û候来到。” 何西阿�4:17; 9:7 {PK

285.2}

Ģ在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就要收ƙ那因在伯特利和但ǂ立外邦祭b而形成的背道后果了。上帝!ş
他�的信息乃是：“撒Ġ利�啊，耶和B已ś�弃你的牛Ĝ；我的怒气向拜牛Ĝ的人L作；他�到几
Û方能无罪呢？Ɋ牛Ĝ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Ġ利�的牛Ĝ，必被打碎。”“撒Ġ
利�的居民，必因伯�文的牛Ĝ¤恐；崇拜牛Ĝ的民，和喜ę牛Ĝ的祭司，都必……
它悲哀。人
必将牛Ĝ�到�述，当作礼物，献ş耶雷布王。” 何西阿�8:5, 6; 10:5, 6 {PK 285.3}

“主耶和B的眼目，察看Ɋ有罪的国，必将Ɋ国从地上Ďš；却不将雅各家Ďš1尽，Ɋ是耶和B
Ǣ的。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象用Ń子Ń谷，Ɏ一粒也不落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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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民中的一切罪人Ǣ：灾ĳ必追不上我�，也迎不着我�；他�必死在刀下。”“象牙的房屋，也
必òĎ；高大的房屋，都�无有；Ɋ是耶和BǢ的。”“主万/之耶和B摸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
的，都必悲哀。”% 7F‘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Ũ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õķ之
地，以色列民定被Ì去离开本地。” “以色列啊，我既Ɋë行，你当ʣh迎Ʃ你的上帝。” 阿摩司�
9:8-10; 3:15; 9:5; 7:17; 4:12 {PK 285.4}

Ɋ些ʣ言的刑Ÿɏ延了一段Û期，而且在耶ŷ波安第二的ɹ久Ţ治之下，以色列的/ʋɉ得ɇ几
次Ý著的ƅ利；但Ɋ段外表昌盛的Û期在怙�不悛之人的心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于是最后便宣
判：“耶ŷ波安必被刀á，以色列民定被Ì去离开本地。” 阿摩司�7:11 {PK 286.1}

Ɋ句勇敢率直的Ǒ，}于ɹ期怙�不悛以至于极的国王与民�并无效用。那在伯特利拜偶像的祭
司中
首ʤ的�Ġǹ，因先知Ȁȅ全国和国王的直言而激怒，便}阿摩司Ǣ：“你Ɋ先Ʃ哪，要逃往
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Ǣʣ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Ǣʣ言；因
Ɋ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
z殿。” 阿摩司�7:12, 13 {PK 286.2}

先知}于Ɋ番Ǒ却a定地回答Ǣ：“耶和B如此Ǣ：……以色列民定被Ì去离开本地。” 阿摩司�
7:17 {PK 286.3}

287

}于背道的那些支派所宣布的Ǒ果然句句�ˌ了；但国家的òĎ是逐步	到的。主在L怒的Û候
ɉ“以怜£
念，” 哈巴谷�3:2 所以最先当“�述王普勒来攻3以色列国”的Û候，以色列王米拿Ģɉ
没有被Ì，仍被容ƽ保留王位，作�述国的臣仆。“米拿Ģş他一千他Ɏ得ɨ子，Ǥ普勒帮助他a定
国位。米拿Ģ向以色列一切大富¯索要ɨ子，使他�各出五十舍客勒，就ş了�述王。” 列王ƹ下
15:19, 20 �述人既将Ɋ十个支派ȍ降，便ßÛ回到本国去了。 {PK 2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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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拿Ģ非但没有悔改那令他国度ȇ坏的邪�，反而“ř身不离开尼八的儿子耶ŷ波安使以色列人陷
在罪里的那罪。”他的Ť承人比加Ɂ和比加，也“行耶和B眼中看
�的事。” 列王ƹ下15:18, 24, 28
在比加作以色列王的二十年ʀ，�述王提革拉毗列色侵犯以色列，并从位在加利利和Ō但河�岸的
支派中Ì去了一大群俘Ɵ。“流便人、迦得人、Ġ拿西半支派的人、”以及其他住在“基列、加利利、
和拿弗他利全地”的人，（I代志上5:26;列王ƹ下15:29）都分散到Ɍ离巴勒斯坦的外邦地方去了。
{PK 287.2}

自从Ɋ次可怕的打3之后，北方的以色列国始ř没有复兴起来。那剩下衰弱的“余数”虽然仍保持
着政府的形式，但已不再¿有权柄。在比加之后，只有一个王何ŗ�即位。

288

不久Ɋ个国度便永Ɍ覆亡了。但在那�"和患ʔ的Û期，上帝仍“以怜£
念，”ş予�民另一次
ȳ离偶像的机会。何ŗ�在位的第三年，善良的希西家王开始在犹大作王，迅即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崇事上ɋ行重要的改革。他ư划守一次逾越Ɛ，不但邀Ǥ他所治理的犹大和便雅£支派，并且邀Ǥ
了北方的各支派来参加。有布告L出，“!遍以色列，从别是巴直到但，使他�都来，在耶路撒冷向
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守逾越Ɛ；因
民ƽ久没有照所写的例守Ɛ了。 {PK 287.3}

“ˇ卒就把王和�首ʤ的信，遵着王命!遍以色列和犹大，”信内L出ŉ急的邀ǤǢ：“以色列人
哪，你�当ȳ向耶和B，�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好叫他ȳ向你�Ɋ脱离�述王手的余
民。……Ģ在不要象你�列祖硬着ʦʛ，只要�ʜ耶和B，ɋ入他的圣所，就是永Ɍ成圣的居所；
又要侍奉耶和B你�的上帝，好使他的烈怒ȳ离你�。你�若ȳ向耶和B，你�的弟兄和儿女必在
Ì掠他�的人面前蒙怜恤，得以�回Ɋ地；因
耶和B你�的上帝有恩典；施怜£、你�若ȳ向
他，他必不ȳƊ不ʟ你�。” I代志下30:5-9 {PK 288.1}

289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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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西家所差遣的ˇ卒将信息“由Ɋ城跑到那城，!遍了以法Ƙ、Ġ拿西，直到西布#。”以色列人
�当Ʋ清Ɋ是一个�;他�悔改�向上帝的邀Ǥ。但那些居留在Ɋ一度极其昌盛的北国疆域之内十
个支派的余民，却以冷漠，甚至以侮辱来}待那些来自犹大的王家使者。“那里的人却笑他�，Ƴ
ǝ他�。”但也有少数的人欣然�邀前往。“�ǂ、Ġ拿西、西布#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
……要守除酵Ɛ。”I代志下30:10-13 {PK 291.1}

Ō二年之后，撒Ġ利�又被撒Ŵ以色王率ʤ的�述/所侵犯；在随后的[困之中，成群的人都惨
死于ʲʻ、瘟疫、和刀9之下。撒Ġ利�城和以色列国同Ûø陷了，而十个支派所余下的人全数被
Ì，并分散在�述国的各省中。 {PK 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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Ɋ北国所遭受的òĎ，乃是上天的直接刑Ÿ。�述人不ɇ是上帝用来wĢ祂旨意的工具而已。在
撒Ġ利�陷落之前不久，主曾藉以ȥ�开始Ǣʣ言，提到�述/ʋ
“我怒气的棍”祂Ǣ：他�“手中
拿我¡恨的杖。” 以ȥ��10:5 {PK 291.3}

以色列民已ś�重地“得罪……耶和B他�的上帝，……又行�事。”“他�……不听从，竟……K
弃祂的律例，和祂与他�列祖所立的Ō，并;戒他�的Ǒ。

292

”因
他�已ś“离弃耶和B他�上帝的一切ǚ命，
自己ɩ了两个牛Ĝ的像，立了�舍拉，敬拜
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力，”并定意不肯悔改，所以主照祂“藉祂仆人�先知”所!ş他�明确的警
告，“使他�受苦，把他�交在¹j他�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离开自己面前。”“Ɋë，以色列人
从本地被Ì到�述，”“都因他�不听从耶和B他�上帝的Ǒ，ɍ背祂的Ō，就是耶和B仆人摩西吩咐
他�所当守的。” 列王ƹ下17:7, 11, 14-16, 20, 23; 18:12 {PK 291.4}

主在降可怕的刑Ÿ于十个支派的事上，定有智慧和慈悲的旨意。祂藉着他�在他�列祖之地所不
能ɋ行的工作，ɉǂ法要藉着使他�分散在异邦人之ʀ来完成。祂原来拯救一切自愿靠ȣ人类的救
主而蒙赦罪之人的ư划，ř必付ǥwĢ；所以在祂加于以色列人身上的ǥ般苦ʔ中，祂正是在ʣh
道路，使祂的荣耀得以向地上的万国彰Ý。被Ì的人并不都是怙�不悛的。其中有一些是始ř效忠
上帝的，ɉ有一些是在祂面前自卑的。祂将要藉Ɋ些“永生上帝的儿子，”（何西阿�1:10）使�述国
内的ƽ多人得以ƲǇ祂圣德的特征和祂律法的仁慈。 {PK 292.1}

293

第二十四章“因无知识而灭亡”

上帝}于以色列的恩x一向是以他�ʜ从
条件的。他�曾在西乃山下与祂立Ō，要在万民中作
属祂的子民。他�曾�Ɓ地ƽ愿要循行ʜ命的道路。他�曾Ǣ：“凡耶和B所Ǣ的，我�都要遵行。”
出埃及ƹ19:8 数日以后，当上帝从西乃山宣布律法，并藉摩西将律例和典章!ş他�作
更ɋ一步
的指示Û，以色列人又异口同声地ƽ愿Ǣ：“耶和B所吩咐的，我�都必遵行。”在a定ǗŌÛ，�民
又再度一致地声称：“耶和B所吩咐的，我�都必遵行。” 出埃及ƹ24:3, 7 上帝已ś¾ɐ以色列
祂
的民，而他�已¾ɐ祂
他�的王。 {PK 293.1}

在Ü野的ʰ流将近ŝ束之Û，ɊŌ所附�的条件又被重述了一次。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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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ƽ之地Ʉ境上的巴力毗珥!!就是ƽ多人陷于阴ʒǎ探中的地方，凡向上帝保持忠ʜ的人5重
申效忠的誓愿。他�藉着摩西曾受警告，得悉将来必要攻3他�的ǎ探；并且也被�;，=要与四
周的列国分开，而D只敬拜上帝。 {PK 293.2}

摩西曾教�以色列Ǣ：“Ģ在我所教ƶ你�的律例、典章，你�要听从遵行，好叫你�存活，得以
ɋ入耶和B你�列祖之上帝所ȡş你�的地，承受
�。所吩咐你�的Ǒ，你�不可加添，也不可
8减，好叫你�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B你�上帝的命令。……所以你�要ǽ守遵行，Ɋ就是
你�在万民眼前的智慧、ƀ明；他�听ƩɊ一切律例，必Ǣ：Ɋ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ƀ明。” 申
命ƹ4:1-6 {PK 294.1}

以色列人曾特别地蒙吩咐不可忽略上帝的ǚ命，他�ʜ从Ɋ些ǚ命就必得到能力与福惠。主曾藉
摩西!Ǒş他�Ǣ：“你只要ǽ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ƹ你�眼所看Ʃ的事，又免得你一生
Ɋ事离开你的心；�要!ş你的子子vv。” 申命ƹ4:9 当永志勿忘那在西乃山ʡ布律法Û令人生畏
的种种景象。那ş予以色列有关四[列国中所流行拜偶像之�俗的警告，也是清楚而确定的。

295

所ȡş他�的ƶ言乃是：“你�要分外ǽ慎，……惟恐你�ȇ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
女像，”“又恐怕你向天�目ƪ看，Ʃ耶和B你的上帝
天下万民所Ó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
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它。”“你�要ǽ慎，免得忘ƹ耶和B你�上帝与你�所立的Ō，
自己雕刻偶
像，就是耶和B你上帝所禁止你作的偶像。” 申命ƹ4:15-16, 19, 23 {PK 294.2}

摩西追述那偏离耶和B典章所招致的各种�行。他呼天U地作ƩǄ，宣称以色列民在�ƽ之地久
住以后，如果他�提倡腐ȇ的敬拜�式，并跪拜雕刻的偶像，而不肯ȳ回敬拜真神上帝，主的忿怒
就必L作，他�就必被Ì而分散在外邦人中。他警告他�：“你�必在ɇŌ但河得
�的地上速速Ď
尽；你�不能在那地上ɹ久，必尽行除Ď。耶和B必使你�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ʤ你�到的万国
里，你�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
不能ʅ的神 。” 申命ƹ4:26-28 {PK 295.1}

296

Ɋ段ʣ言在士�Û代已ś局部地�ˌ，后来在以色列被Ì到�述、以及犹大被Ì到巴比#Û，就
更加完全照所Ǣ的�ˌ了。 {PK 296.1}

以色列的背道是逐ćL展的。撒但曾ś世世代代屡次ǂ法引ǠɊ蒙ɐ的国度，忘ƹ他�曾ƽ愿要
永Ɍ遵守的“ǚ命、律例、典章。” 申命ƹ6:1 他知道只要能引Ǡ以色列忘ƹ上帝，并“随从别神，侍
奉敬拜，”他�就“必定Ď亡。” 申命ƹ8:19 {PK 296.2}

但上帝在地上教会的仇Ù，却没有充分考Ơ到祂那慈悲的本性。祂固然“不以有罪的
无罪，”但
祂的荣耀却是“有怜£、有恩典，……不ȸ易L怒，并有丰盛的慈ę和ǐw，
千万人存留慈ę，赦
免罪孽、ɇ犯、和罪�。” 申命ƹ34:6-7 尽管撒但曾尽力破坏上帝}于以色列所有的旨意，但即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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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I史上最黑暗的ʍ段，正当邪�的@力似乎要得ƅ之Û，主仍然仁慈地彰Ý了祂自己。祂将那些
有关国家福利的事Ó在以色列面前。祂藉着何西阿宣称：“我
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
与他毫无
关涉。”“我原教�以法Ƙ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他�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 何西阿�8:12;
11:3。主曾慈柔地}待他�，藉着祂的先知“律上加律，例上加例”地教�他�。 {PK 296.3}

297

以色列如果听从�先知的信息，他�就不致遭受后来的羞辱了。上帝之所以不得不Ƶ他�被Ì，
乃是因
他�固±地偏离了祂的律法。祂藉着何西阿所!ş他�的信息，乃是：“我的民因无知Ǉ而
Ď亡。你弃掉知Ǉ，我也必弃掉你；你……忘了你上帝的律法。” 何西阿�4:6 {PK 297.1}

在每一个世代，ɍ犯上帝的律法�必招致相同的ŝ果。在挪�的日子，当每一ʛ正的原5都被
ɍ犯，罪孽愈来愈深重而普遍，以致上帝忍无可忍Û，就有判决宣布：“我要将所造的人……都从地
上除Ď。” 7世Ŏ6:7 在�伯拉罕的日子，所多Ġ的居民公然抗逆上帝和祂的律法；ŝ果�生了与洪
水之前世人所有的同ë罪�、同ë腐ȇ、与同ë不加抑制的放Œ。所多Ġ的居民越ɇ了神圣{容的
限度，ŝ果上帝»�的火就向他�燃起来了。 {PK 297.2}

在以色列十个支派被Ì之前的Û代，也是一个充Ċ了同ë悖逆与同ë罪�的Û代。上帝的律法被
Ƭ若无物，因此就向以色列打开了罪�洪流的水ʂ。何西阿Ǣ：“耶和B与Ɋ地的居民争Ƀ，因Ɋ地
上无ǐw、无良善、无人ƲǇ上帝。但起假誓、不践前言、á害、偷盗、奸淫、行强暴、á人流血
接Ɏ不断。” 何西阿�4:1-2 {PK 297.3}

298

阿摩司与何西阿所L出的刑Ÿ的ʣ言，都附�着有关将来荣耀的ʣ言。但Ɋɹ久悖逆而怙�不悛
的十个支派，并没有得到�ƽ可以完全恢复他�先前在巴勒斯坦所有的权@。他�要“ʰ流在列国
中，”直到末Û。但藉着何西阿却有ʣ言L出，将那在最后复兴中有分的特权Ó在他�面前，而Ɋʛ
特权乃是在世界I史ŝ束，当基督ÝĢ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Û所要ȡ与上帝子民的。先知宣称：
那十个支派“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ʤ，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先知Ťŧ
又Ǣ：“后来以色列人必�回，~求他�的上帝耶和B，和他�的王大G；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
的心�向耶和B，ʤ受他的恩惠。” 何西阿�3:4-5 {PK 298.1}

何西阿采用表号向十个支派Ǣ明上帝复兴的ư划，就是要使凡愿参加祂地上教会的悔改的人，享
受以色列人在忠于上帝Û在�ƽ之地所蒙受的福惠。主提到以色列
祂所渴欲向之Ý示怜£的}
象，Ǣ：“后来我必;�他，ʤ他到Ü野，}他Ǣ安慰的Ǒ。他从那里出来，我必ȡ他葡萄园，又ȡ
他�割谷作
指望的門；他必在那里�声，与幼年的日子一ë，与从埃及地上来的Û候相同。耶和
BǢ：那日你必称呼我伊施（就是我夫的意思）；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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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称呼我巴力（就是我主的意思）。因
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ǥ巴力的名号，Ɋ名号不再ʪ
起。” 何西阿�2:14-17 {PK 298.2}

在Ɋ世界I史的末叶，上帝和祂遵守ǚ命的子民之Ō将重新Ʊ立。“当那日我必
我的民与田野的
走-、和空中的ʱ˖、并地上的昆虫立Ō；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争®，使他�安然Ȱ卧。我
必聘你永Ɍ�我
妻，以仁、慈ę、怜£、聘你�我，也以ǐw聘你�我；你就必ƲǇ我耶和
B。 {PK 299.1}

“耶和BǢ：那日我必�允，我必�允天，天必�允地；地必�允五谷、新酒、和油；Ɋ些必�允
耶斯列民。我必将他种在Ɋ地；素不蒙怜£的，我必怜£；本非我民的我必}他Ǣ：你是我的民；
他必Ǣ：你是我的上帝。” 何西阿�2:18-23 “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却
要ǐw依靠耶和B以色列的圣者。” 以ȥ��10:20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中，必有一些人欣然响�
Ɋ个信息：“�当敬畏上帝，将荣耀�ş祂；因祂施行y判的Û候已ś到了。”他�必ȳ离每一将他�
捆Ŝ于地上的偶像，而“敬拜那7造天地海和�水泉源的。

300

”他�必Ó脱一切的ų累，而站在世人面前作
上帝恩典的Ŏ念。他�既ʜ从神圣的要求，就必被
天使和世人公Ʋ
“守上帝ǚ命，和耶ĸ真道的。” P示�14:6-7, 12 “耶和BǢ：日子将到，耕种的
必接ŧ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ŧ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Ì
的�回，他�必重修荒�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
子。我要将他�栽于本地，他�不再从我所ȡş他�的地上拔出来；Ɋ是耶和B你的上帝Ǣ的。” 阿
摩司�9:13-15 {PK 299.2}

301

第三Ű“!道的”
302

“勇士¹去的�能j回？ǗÌ掠的�能解救么？但耶和B如此Ǣ：就是勇士所Ì掠的，也可以j
回；强暴人所¹的，也可以解救。” {PK 302.1}

“依靠雕刻的偶像，}ɩ造的偶像Ǣ：你是我�的神；Ɋ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 以ȥ��
49:24-25; 42:17 {PK 302.2}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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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以赛亚蒙召

在�西雅（又名�撒利雅）作犹大和便雅£地的王的ɹÛ期ʀ，国@昌隆，ƅɇ自所ŷ門去世之
后Ō二百年来任何其他的Ţ治者。他多年励精]治。在上天ȡ福之下，他的/ʋ收复了往年所�失
的一部分土地。ƽ多城邑均ś重修并巩固了，国ʎ地位大
提高。商�也复兴了，列国的Ȅ宝涌流
到耶路撒冷来。“�西雅的名声!到Ɍ方；因
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 I代志下26:15 {PK

303.1}

虽然如此，但Ɋ种外表的强盛，并没有伴随着相称的属灵力量的m兴。圣殿中的崇事固然象往年
一ë的Ťŧ奉行，ƽ多人也聚集敬拜永生的上帝；但ˉ傲和形式却逐ć取代了Ǽ卑和真ǐ。

304

《圣ś》ƿ到�西雅Ǣ：“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B他的上帝。” I代
志下26:16 {PK 303.2}

那使�西雅遭受十分悲惨ŝ果的，乃是僭越的罪。王ɍ犯了耶和B明确的命令!!就是除了�#的
子v以外Ǫ都不可±行祭司的ž分，竟擅入圣所“要在香b上Ė香。”大祭司�撒利雅和他的同人阻止
他，;他不要随意而行。他�ǖǲǢ：“你犯了罪；你行Ɋ事耶和B上帝必不使你得荣耀。” I代志
下26:16, 18 {PK 304.1}

�西雅想到自己身
国王，竟遭受Ɋë的ȅh，便不禁Ċ心¡怒。但他却未蒙允ƽ反}那些有权
威之人的ſ合抗Ʒ而�Ć圣所。正当他站在那里，ª然抗命Û，突然被神圣的刑Ÿ所3打了。他的
ʬ上L出大麻ħ。于是他狼ĝ地逃出去，再也不能ɋ入圣殿的院子了。�西雅直到几年之后死的日
子，仍然是一个ɹ大麻ħ的人━━成了一个活的殷ɗ，表明背离“耶和B如此Ǣ”的明令是何等的愚
妄。他崇高的地位或生平的?ť，都不能作
他Ɋʛ僭越自恃之罪的藉口，而由于Ɋ罪òÉ了自己
Ţ治的末叶，并招致了上天的¦Ÿ。 {PK 304.2}

上帝原是不偏待人的。“那擅敢行事的，无ƿ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Ć了耶和B，必从民中剪
除。” 民数ƹ15:30 {PK 304.3}

305

那降在�西雅身上的刑Ÿ，似乎在他儿子的身上L生了抑制的影响。Ō坦在他父�作王的晚年肩
Ȃ了重大的ȅ任，并在�西雅死后接ŧ登位作王。《圣ś》ƿ到Ō坦Ǣ：“Ō坦行耶和B眼中看
正
的事，效法他的父��西雅一切所行的。只是邱bɉ没有�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Ė香。” 列王ƹ下
15:34, 35 {PK 305.1}

当�西雅作王将近ŝ束而Ō坦已肩荷国家ƽ多重ȅ的Û候，以ȥ�便蒙召Ȃ起先知的使命，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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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的苗裔，当Û年事尚ȸ。以ȥ�开始作工Û，适逢上帝的子民遭遇特别的危ʒ。先知将要目3
北国以色列和�,的ſ/来侵犯犹大；他也要眼Ʃ�述的大/来[攻本国的主要城邑。在他的一生
当中，撒Ġ利�要ø陷，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要分散到列国去。犹大要一再遭受�述/ʋ的侵犯，耶
路撒冷要遭受[困，若非上帝神奇地干ʣ，Ǘ城可能陷落了。那Û南国的安全已遭受各种�重的危
机所威Ƅ。神圣的保º将要撤回，而�述的兵力将要散布于犹大全地了。 {PK 305.2}

但外来的危ʒ虽然似乎ʔ以抵Å，却ɉ没有像内在的危ʒ那么�重。那最使主的仆人感到困¶和
气ʼ的，乃是他本国之民的6愎ʞ梗。

306

那些�在列国之中作擎光者的人，竟因背道和叛逆而招致上帝的刑Ÿ。那促使北国遭受迅速Ď亡
的ƽ多罪�，就是不久之前
先知何西阿和阿摩司以确切的Ǒǜ所斥ȅ的罪�，也很快地ȇ坏了犹
大国。 {PK 305.3}

至于当Û的社会状况尤其令人灰心。人�由于ȋ得无K，以房接房，以地Ɏ地。Ʃ以ȥ��5:8
正已被曲解；ĺ人也得不到ʟ恤。上帝ƿ到Ɋ些罪�Ǣ：“向Ȍĺ人所j的，都在你�家中。”“你
�……J制我的百姓，搓磨Ȍĺ人的Ɗ。” 以ȥ��3:14, 15 甚至Ɏ那些身Ȃ保º无助之人žȅ的官
ɹ，竟也塞耳不听ĺ乏困苦之人和孤儿寡p的呼求。Ʃ以ȥ��10:1, 2 {PK 306.1}

随着欺J和富足而来的，乃是ˉ傲与ȋ慕虚荣，（Ʃ以ȥ��2:11, 12; 3:16; 18-23）醉酒和荒
宴。Ʃ以ȥ��5:22, 11, 12 在以ȥ�的日子，敬拜偶像乃是司空Ʃ©的事。Ʃ以ȥ��2:8, 9 罪孽
的行
流行于各ʍ�之中，以致少数仍然效忠上帝的人常受ǎ探而被迷惑，落到沮�和š望的地
步。看来上帝}于以色列的旨意似将失ȇ，而Ɋ悖逆的国度@将遭受所多Ġ和蛾摩拉的相同厄Ɉ
了。 {PK 306.2}

以ȥ�面	Ɋë的情况，无怪乎他在�西雅作王的末年，蒙召向犹大!Ɇ上帝的警告和ȅh的信
息Û，便畏ŵ而想逃避ȅ任了。

307

他深知自己必遭遇ʞ强的反抗。当他感ƭ到自己无力�付当Û的情况，并想到他要
之操?的人
的6愎和不信Û，他的任=似乎Ý得毫无希望。他�否在š望之中放弃他的使命，任凭犹大国沉迷
于拜偶像之中而不加阻遏？ʔ道尼尼微的神祗竟要管理全地而公然反抗天上的上帝么？ {PK 306.3}

当以ȥ�站在圣殿的廊下Û，他的心中充Ċ了Ɋ一类的思想。忽然殿門和内幔似乎都揭起或除去
了，他得蒙准ƽƩ到里面的至圣所，而Ɋ里是Ɏ先知的脚也不可踏入的。那Û在他面前Ý出异象：
耶和B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祂荣耀的衣裳遮Ċ圣殿。在宝座的两旁有撒拉弗ʱ翔，他�恭敬地遮着
Ɗ，而当他�在7造主面前侍奉之Û，便同声庄重地ʢµ：“圣哉，圣哉，圣哉，万/之耶和B；他
的荣光充Ċ全地，”（以ȥ��6:3）直到圣殿的柱杆和香柏木的門都似乎因Ɋ声音震>，整个殿宇也
洋溢着他�的ʢȦ之辞。 {PK 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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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ȥ�Ʃ到他的主的荣耀和威�Ý示Û，他便因上帝的ŏ洁和圣善而感到无地自容。他的7造
主的无比完全，与那些久已列于以色列和犹大ɐ民中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罪�行
}比，
Ǘ有着何等明Ý的差别啊！他呼喊Ǣ：“ĳ哉！我Ď亡了；因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
的民中；又因我眼Ʃ大君王万/之耶和B。”

308

以ȥ��6:5 他站在充Ċ上帝	格之荣光的内殿前，感到如果凭他自己的Ɋ种多有缺点与ȶ弱无
能，他就根本不可能完成他所蒙召担Ȃ的使命。但是有一位撒拉弗奉命来解除他的困ʔ，使他有Ȝ
格Ȃ起他的 大使命。有从b上拿来的一`ŋ炭沾他的口，并有ǑǢ：“看哪，Ɋ炭沾了你的嘴；你
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就赦免了。”当Û以ȥ�又听Ʃ上帝的声音Ǣ：“我可以差遣Ǫ呢？Ǫ肯
我
�去呢？”他回答Ǣ：“我在Ɋ里，Ǥ差遣我。” 以ȥ��6:7, 8 {PK 307.2}

天来的ǃ客吩咐Ɋ个等候命令的信使Ǣ：“你去告ǉɊ百姓Ǣ：“你�听是要听Ʃ，却不明白；要
使Ɋ百姓心蒙脂油，看是要看Ʃ，却不Þ得。耳朵L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Ʃ，耳朵听Ʃ，心
里明白，回ȳɇ来，便得医治。” 以ȥ��6:9-10 {PK 308.1}

先知的本分是明Ý的；他必ʝµ声斥ȅ那流行的各种罪�。但他如果没有希望的保Ǆ，就不敢担
任Ɋʛ工作。他ɽ道：“主啊，Ɋ到几Û
止呢？”ʔ道祢的ɐ民中永Ɍ没有人明白、悔改、而得蒙医
治么？ {PK 308.2}

他
犯ɲ的犹大人所背Ȃ的心灵重担并不至�于徒然。他的使命并不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309

然而那ƽ多世代所累ĵ的罪�ɉ不能在他的Û日里被清除。他必ʝř生作忍耐勇敢的教�，!!一
个宣布厄Ɉ而又L出希望的先知。神的旨意ř于成全了，他的努力和上帝一切忠心信使辛?工作的
丰Ċ果效必要ÝĢ。必有“余数”要得救。
了使此事wĢ起Ʃ，Ɋ个警告和�;的信息必要!ş悖逆
的国家，主宣告Ǣ：“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ɿ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B将人迁
到Ɍ方，在Ɋ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以ȥ��6:11-12 {PK 308.3}

那将降于怙�不悛之人身上的沉重刑Ÿ，!!®争、流亡、J迫、在列国中�失@力和威望，!!
Ɋ一切都必	到，
要使凡从其中看出一位被冒犯之上帝的手段的人，都可因此受引ʤ而悔改。再
ɇ不久，北国的十个支派将要分散在列国之中，他�的城邑要�于荒�；Ù国行ò坏的/ʋ必一再
´ƕ他�的地土；甚至Ɏ耶路撒冷也ř必*覆，犹大要被Ì
奴；然而�ƽ之地却不致永Ɍ被弃。
天来的ǃ客}以ȥ�的�ƽ是：“境内剩下的人若ɉ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Ď；

310

象栗ê、橡ê，虽被砍伐，ê墩子却仍存留；Ɋ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 以ȥ��6:13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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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1}

Ɋ个提到上帝旨意最后ř必wĢ的保Ǆ，ş以ȥ�的心中�来了勇气。Œ使世上一切权@都ſ合
起来反}犹大，那又算得什么？Œ使主的信使遭遇反}和抗拒，那又算得什么？以ȥ�已śƩɇ大
君!!万/之耶和B；他已ś听ɇ撒拉弗的Ǐ歌：“他的荣光充Ċ全地；”（以ȥ��6:3）他已ś得了
�ƽ，知道耶和B!ş背道之犹大的信息，必伴随着圣灵感化人的能力；于是先知得着鼓舞而去从
事当前的工作。他在一生漫ɹ而ƍ苦的使命中，始řƹ着Ɋ一次的异象。六十多年以来，他都站在
犹大子民面前作“希望的先知，”越来越勇敢地ʣ言教会将来的ƅ利。 {PK 310.1}

311

第二十六章“看哪，你们的上帝”

在以ȥ�的Û代，人类的属灵悟性因Ǟ解上帝而致昏昧。撒但久已ǂ法使人Ƭ7造主
罪�、痛
苦、和死亡的7始者。那些受撒但如此迷惑的人，就想象上帝是�酷而苛刻的。他�以
祂常在ľ
伺着要指斥并Ȁȅ罪人，只要有一点合法的藉口，就不愿收ő或帮助他。那狡猾的迷惑者曾把那用
以治理天庭的ę的律法，曲解
加于人类幸福的限制，是他�所��于Ó脱的重ȴ。他声称Ɋ律法
的条例乃是无法ʜ从的，而ɍ命的刑Ÿ5是任意施降的。 {PK 311.1}

以色列人在忘ƹ耶和B的真w品德上，w在是无可推ǩ的。上帝曾ś多次向他�Ý示：祂是“有怜
£、有恩典的上帝，不ȸ易L怒，并有丰盛的慈ę和ǐw。”

312

Ǐ篇86:15 祂宣称：“以色列年幼的Û候我ę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何西阿�11:1 {PK

311.2}

主在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奴役，并在他�往�ƽ之地的行程中，曾温柔地}待他�。“他�在一
切苦ʔ中，他也同受苦ʔ，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他以慈ę和怜£救ȟ他�；在古Û的日
子，常保抱他�，�Ñ他�。” 以ȥ��63:9 {PK 312.1}

那在śɇÜ野的行程中所ş予的�ƽ乃是：“我必�自和你同去。” 出埃及ƹ33:14 摩西既ʤ受了
Ɋ一个保Ǆ，同Û也得到有关耶和B品德的奇妙Ý示，就使他能以向全以色列宣布上帝的良善，并
将关于他�看不Ʃ的“王” 所有的特性，透�地教�他�。“耶和B在他面前宣告Ǣ：耶和B，耶和
B，是有怜£、有恩典的上帝；不ȸ易L怒，并有丰盛的慈ę和ǐw，
千万人存留慈ę，赦免罪
孽、ɇ犯、和罪�；万不以有罪的
无罪，必追ƴ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出埃及ƹ
34:6, 7 {PK 312.2}

当以色列人来到�ƽ之地的Ʉ界，而又不肯ʜ从上帝的命令前ɋÛ，摩西就根据他}于耶和B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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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ȸ易L怒和无ĺ慈ę与怜£的ƲǇ，
以色列的生存作了有力的�求。正在他�叛逆的高潮，主
已ś宣布：“我要用瘟疫3á他�，使他�不得承受那地；”同Û他也已提Ʒ要使摩西的后裔“成
大
国，比他�强ƅ。” 民数ƹ14:12 但先知却提出上帝的奇妙º佑和ǥ般�ƽ而
ɐ民Ƀº。

313

最后，摩西更提出上帝}堕落人类所有的大ę作
最有力的�求。Ʃ民数ƹ14:17-19 {PK 312.3}

于是主大大开恩回答Ǣ：“我照着你的Ǒ赦免了他�。”然后他用一句ʣ言，使摩西Ʋ清祂}于以
色列最后ƅ利所有的旨意。祂Ǣ“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Ċ。” 民数ƹ14:20, 21
上帝的荣耀，祂的圣德，祂怜£的恩典和温柔的慈ę，!!摩西
以色列代求Û所提出的理由，!!
将要Ý示ş全人类。而且耶和B的Ɋ一�ƽ更得到了加倍的保Ǆ；是用誓Ō来确定的。正如上帝永
Ɍ存在和±掌王权一般地确定，必要“在列邦中述Ǣ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Ǣ他的奇事。” Ǐ篇96:3
{PK 313.1}

以ȥ�所听到的那光明的撒拉弗在宝座前所歌唱的：“他的荣光充Ċ全地，” 以ȥ��6:3 乃是关
于Ɋ一ʣ言将来wĢÛ的情景。先知确信ɊǑ，因此后来他便勇敢地向那些跪拜木偶石像的人
Ǣ：“人必看Ʃ耶和B的荣耀，我�上帝的B美。” 以ȥ��35:2 {PK 313.2}

今日Ɋ段ʣ言正在迅速地�ˌ。上帝在地上的教会所ɋ行的布道工作，已śŝ出丰盛的果w；再
ɇ不久，Ɋ福音的信息将要!遍各国。Ģ在从各国各方各民中都有人“在ę子里”得蒙悦ő，“使他荣
耀的恩典得着称Ȧ，”“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ĸ里向我�所施的恩慈，Ý明ş后来的
世代看。”

314

以弗所�1:6; 2:7“独行奇事的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是�当称ʢ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ʢ，直到
永Ɍ；愿他的荣耀充Ċ全地。” Ǐ篇72:18, 19 {PK 313.3}

以ȥ�在圣殿院子内所Ʃ到的异象，使他ƙ得了有关以色列的上帝之圣德的清楚ƲǇ。“那至高至
上，永Ɍɹ存，名
圣者的”主虽在大威�中向他ÝĢ；但先知也得以明了了他主的慈悲本性。那
位“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的主，“也与心灵痛悔Ǽ卑的人同居，要使Ǽ卑人的灵Ɣ醒，也使痛悔人的
心Ɣ醒。” 以ȥ��57:15 那奉命来沾以ȥ�的嘴的天使曾将Ɋ信息�ş他Ǣ：“你的罪孽便除掉，你
的罪�就赦免了。” 以ȥ��6:7 {PK 314.1}

先知正象大数的´ŷ在大ʾ色的城門口一ë，在Ʃ到他的上帝的Û候，非但已看出了自己的不
配；同Û他Ǽ卑的心也得到了上帝广行赦免的保Ǆ；他起身以后，就M成新的人了。他已看到他的
主。他已瞥Ʃ上帝圣德的完美。他可以
那因仰望无限之ę而�生的M化作ƩǄ。从此以后，他常
渴望要看到犯罪的以色列Æ脱罪�的重担与刑Ÿ。先知ǔɽ道：“你�
什么屡次悖逆，ɉ要受ȅ打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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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耶和BǢ：你�来，我�彼此Ƀƿ；你�的罪虽象朱ŋ，必M成雪白；虽ŋ如丹ʫ，必白如羊
毛。”“你�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的�行，要止住作�，学�行善。” 以ȥ��1:5, 18,
16, 17 {PK 314.2}

Ɋ位曾ś
他�所自称侍奉、而w在却Ǟ解了祂圣德的上帝，Ģ在在他�面前被指明
医治属灵
疾病的大医�了。Œ然Ċi疼痛，全心L昏，又有什么关系呢，Œ然从脚掌到iʙ，没有一g完全
的，尽是"口、青ƃ、与新打的"痕，又有什么关系呢？Ʃ以ȥ��1:5, 6 那6愎地随心而行的人
仍可ȳ向主而得蒙医治。主Ǣ：“我看Ʃ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他，使他……再得安
慰。……愿平安康泰�于Ɍg的人，也�于近g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Ɋ是耶和BǢ的。” 以ȥ�
�57:18, 19 {PK 315.1}

先知高�上帝
万有的7造主。他}犹大ǥ城所L的信息乃是：“看哪，你�的上帝！” 以ȥ��
40:9 “7造ǥ天，ɪ�穹Ɠ，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ɪ开……的上帝耶和B，他如此Ǣ：”“我耶和B是
7造万物的；”“我造光，又造暗；”“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手ɪ�ǥ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
定的。”以ȥ��42:5; 44:24; 45:7, 12 “那圣者Ǣ：你�将Ǫ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向上�
目，

316

看Ǫ7造Ɋ万象，按数目ʤ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权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Ɏ一个都不
缺。” 以ȥ��40:25, 26 {PK 315.2}

先知}那些惟恐自己�向上帝却不蒙悦ő的人Ǣ：“雅各啊，你
何Ǣ，我的道路向耶和Bʓ藏？
以色列啊，你
何言，我的冤屈上帝并不çɽ？你�不曾知道么？你�不曾听Ʃ么？永在的上帝耶
和B，7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þ度。疲乏的，他ȡ能力；ȶ弱的，他
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B的，必从新得力；他�
必如˟展翅上Ƌ；他�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ȥ��40:27-31 {PK 316.1}

那具有“无限慈ę”者的心眷念着凡自ƭ无力Æ脱撒但网ŷ的人；祂仁慈地�ƽ要加强他�的力量
来
祂而活。祂嘱咐他�Ǣ：“你不要害怕，因
我与你同在；不要¤惶，因
我是你的上帝；我必
a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的右手扶持你。”“因
我耶和B你的上帝，必Î扶你的右手，}
你Ǣ：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Ɋ虫雅各，和你�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BǢ：我必帮助
你；你的救ȟ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以ȥ��41:10, 13, 14 {PK 316.2}

317

318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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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的居民都是不配的，然而上帝却不肯放弃他�。他的圣名一定要藉着他�而在外邦被高�。
ƽ多完全不ƲǇ祂特性的人，ř必看到上帝圣德的荣耀。他既定意要Ý明祂慈悲的ư划，因此Û常
差遣祂的仆人�先知宣!Ɋë的信息Ǣ：“你�各人当回i离开�道。” 耶利米�25:5 祂藉着以ȥ�
Ǣ：“我
我的名，ß且忍怒，
我的ʢȦ，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
自己的ű故必行Ɋ事；
我焉能使我的名被�Ć？我必不将我的荣耀�ş假神。” 以ȥ��48:9-11 {PK 319.1}

Ɋ悔改的呼召是以清楚确切的口吻L出的，邀Ǥ人人ȳ回。先知�;Ǣ：“当趁耶和B可~找的Û
候~找他，相近的Û候求告他；�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向耶和
B；耶和B就必怜恤他；当�向我�的上帝，因
上帝必广行赦免。” 以ȥ��55:6, 7 {PK 319.2}

ǧ者啊，你是否已¾ɐ了你自己的道路？你是否已Ɍ离了上帝？你是否企]享受犯罪的果w，而
ŝ果LĢɊ些果w在唇Ʉ都化
灰烬了呢？Ģ在你一生的ư划既已失ȇ，希望既已幻Ď，你就孤独
苦ʁ、日坐愁城么？那久已向你的心灵ƺǑ，而你一直不肯听从的声音，Ģ在更清楚嘹亮地}你
Ǣ：“你�起来去吧；Ɋ不是你�安息之所；

320

因
õķ使人òĎ，而且大大òĎ。” 弥迦�2:10 =要ȳ回你的父家。他邀Ǥ你Ǣ：“你当�向
我；因我救ȟ了你。”“你�当就近我来；%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立永Ō，就是�ƽ大G那
可靠的恩典。” 以ȥ��44:22; 55:3 {PK 319.3}

不要听从仇Ù的暗示，以
你必ʝ等到使自己M好；等到自己有足够的Ȝ格来到上帝面前之后，
才敢来就基督。如果你想等到那个Û候的Ǒ，你就永Ɍ不会来了。当撒但指出你õķ的衣服Û，=
要重述救主的�ƽǢ：“到我Ɋ里来的，我�不�弃他。” Ō翰福音6:37 要正告那仇ÙǢ：耶ĸ基督
的宝血能洗1一切的罪�。要以大G以下的祈祷
你的祈祷：“求祢用牛膝草洁1我，我就干1；求
祢洗ā我，我就比雪更白。” Ǐ篇51:7 {PK 320.1}

先知;告犹大仰望永生上帝并接受祂恩典的Ǒ，并没有�于徒然。�有一些人Ʋ真听从，并ȳ离
了偶像去敬拜耶和B。他�学会在7造主的身上看明祂的慈ę、怜£、与柔和的体恤。及至犹大I
史中的黑暗日子来到，而全地只留下一班“余数”，先知的Ǒ将要在�底的改革中Ťŧŝ出果子来。以
ȥ�Ǣ：“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他�必不仰望祭b，就是自己手
所筑的，也不重看自己指i所作的，无ƿ是木偶，是日像。” 以ȥ��17:7, 8 {PK 320.2}

321

ƽ多人将要仰望那位“全然可ę，”“超乎万人之上”的主。那ȡş他�的慈ę�ƽ乃是：“你的眼必
Ʃ王的荣美。” 以ȥ��33:17 他�的罪将蒙赦免，而他�要D以上帝夸口。在他�得蒙救ȟ、脱离
偶像的快�日子，他�将要ñ呼：“耶和B必Ý威�与我�同在，当作江河{ʉ之地。……耶和B是
y判我�的，耶和B是ş我�ǂ律法的，耶和B是我�的王；他必拯救我�。” 以ȥ��33:21, 22
{PK 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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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ȥ�向凡决意ȳ离�道的人所!的信息，乃是充Ċ安慰与鼓励的。且听主藉着他的先知所ƺ的
Ǒ： {PK 321.2}

“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
要ƹ念Ɋ些事：
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
我造就你，必不忘ƹ你。
我涂抹了你的ɇ犯，像厚云消散；
我涂抹了你的罪�，如薄云Ď没；
你当�向我，因我救ȟ了你。” 以ȥ��44:21, 22 {PK 321.3}

“到那日，你必Ǣ：
耶和B啊，我要称ǹ你；
因
祢虽然向我L怒，
祢的怒气却已ȳ消，祢又安慰了我。 {PK 321.4}

“看哪，上帝是我的拯救；
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
因
主耶和B是我的力量，是我的Ǐ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PK 321.5}

“你�要向耶和B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
但愿Ɋ事普!天下。
ɳ安的居民哪，当µ声ñ呼；
因
在你�中ʀ的以色列圣者，乃
至大。” 以ȥ��12: {PK 321.6}

322

第二十七章亚哈斯

�哈斯即位之后，以ȥ�和他的同伴面	到犹大国从来没有Ʃɇ的可怕形@。ƽ多ɇ去一直抗拒
拜偶像�行之迷人影响的人，Ģ在都被;Ǡ而参与敬拜异邦的神明。以色列的ƽ多首ʤ都不忠于自
己的ž守，又有假先知兴起，宣ƺǠ惑人的信息；甚至有些祭司也是
Ȅ利而施教的。然而，那些
ʤ�背道的人ɉ保持着敬拜真神的�式，并自称是上帝子民的一分子。 {PK 322.1}

在Ɋˏ乱不安的Û期中作ƩǄ的先知弥迦声称：ɳ安的罪人一面Ǣ自己“倚ȣ耶和B，”以�慢的
口气夸耀Ǣ：“耶和B不是在我�中ʀ么？灾ĳ必不	到我�，”一面却Ťŧ“以人血建立ɳ安，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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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建造耶路撒冷。”

323

弥迦�3:10, 11 先知以ȥ�}于Ɋë的罪�µ声作�正的ȅh，Ǣ“你�Ɋ所多Ġ的官ɹ啊，要听
耶和B的Ǒ；你�Ɋ蛾摩拉的百姓啊，要%耳听我�上帝的ƶǡ。耶和BǢ：你�所献的ƽ多祭
物，与我何益呢？……你�来朝Ʃ我，Ǫ向你�ƴɊ些，使你�践踏我的院宇呢？” 以ȥ��1:10-
12 {PK 322.2}

《圣ś》宣称：“�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意来献呢？” 箴言21:27 天上的上帝“眼目清洁
不看邪僻，不看奸�。” 哈巴谷�1:13 上帝之所以ȳ离罪人，并不是因
他不愿赦免；而是因
他
�不肯享用他所供h的丰富恩典，故此他也就不能救他�脱离罪�了。“耶和B的膀臂并非ŵ短不能
拯救；耳朵并非L沉不能听Ʃ；但你�的罪孽使你�与上帝隔š，你�的罪�使他掩面不听你�。”
以ȥ��59:1, 2 {PK 323.1}

所ŷ門王曾ś写道：“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就有ĳ了！” !道�10:16 犹大全地的情
形就是如此。由于不住地犯罪，治理国家的人都M成象孩童一ë的了。以ȥ�U起民�注意他�在
地上列国中地位的衰落；他也Ǣ明Ɋ是因
居高位者的罪�所致。他Ǣ：“主万/之耶和B，从耶路
撒冷和犹大，除掉�人所倚靠的，所仗ȣ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仗ȣ的水；除掉勇士和®士、y
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ɹ老、五十夫ɹ和尊ȓ人、ǰ士和有巧Ə的，以及妙行法à的。

324

主Ǣ：我必使孩童作他�的首ʤ，使t孩Ɂ管他�。”“耶路撒冷ȇ落，犹大*倒；因
他�的舌
i和行
，与耶和B反}。”以ȥ��3:1-4, 8 {PK 323.2}

先知ŤŧǢ：“引�你的，使你走ɲ，并ò坏你所行的道路。” 以ȥ��3:12在�哈斯作王的Û
候，ɊǑ句句都是真w的；因
ś上有Ǒƿ到他Ǣ：他“行以色列ǥ王的道，又ɩ造巴力的像，并且
在欣嫩子谷Ė香；”“又照着耶和B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ś火。”
I代志下28:2, 3;列王ƹ下16:3 {PK 324.1}

Ɋw在是Ɋ个蒙¾ɐ的国家极度危ʒ的Û期。再ɇ短短几年，以色列国的十个支派将要被分散在
外邦各国之中。而犹大国的前途也非常黑暗。
善的力量很快地减退，而作�的力量5有增无已。
先知弥迦看到Ɋ种情形，不得不感NǢ：“地上虔敬人Ď尽；世ʀ没有正直人。”“他�最好的，不ɇ
是蒺藜；最正直的，不ɇ是荆棘Ň笆。” 弥迦�7:2, 4 以ȥ�声称：“若不是万/之耶和Bş我�稍留
余种，我�早已象所多Ġ、蛾摩拉的ë子了。” 以ȥ��1:9 {PK 324.2}

在每一个世代，上帝常
那些保持忠ȁ之人的ű故，又因祂}于行ɲ之人�有无限的慈ę，ɹ久
容忍悖逆之徒，并;勉他�离弃�道而�向祂。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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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藉着祂所指派的人，“命上加命，令上加令，……Ɋ里一点，那里一点，” 以ȥ��28:10 教�
那些犯罪的人行走路。 {PK 324.3}

在�哈斯作王的Û候就是如此。屡次有邀ǤL出，要犯ɲ的以色列人ȳ回效忠耶和B。先知�的
ƫ;是�切的；当他�站在民�面前，苦口婆心地;勉�人悔罪改ɇÛ，他�的Ǒǜř于ŝ出果子
来荣耀上帝了。 {PK 325.1}

有奇妙的;告藉着弥迦!出Ǣ：“以色列人哪，当听耶和B的Ǒ；要起来向山岭争Ƀ，使�陵听你
的Ǒ。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B争Ƀ的Ǒ；因
耶和B要与他的百姓争Ƀ，与以色列争
ƿ。 {PK 325.2}

“我的百姓啊，我向你作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Kĕ？你可以}我Ǆ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
ʤ出来，从作奴仆之家救ȟ你；我也差遣摩西、�#、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 {PK 325.3}

“我的百姓啊，你�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ǂ的ǰ，和比珥的儿子巴,回答他的Ǒ，并你�从什亭到
吉甲所遇Ʃ的事；好使你�知道耶和B公的作
。” 弥迦�6:1-5 {PK 325.4}

我�所侍奉的上帝是恒久忍耐的；“他的怜£不至断š。” 耶利米哀歌3:22 在Ɋ整个的{容Û期
中，祂的灵一直;人接受生命的恩ȡ。

326

“主耶和BǢ：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人死亡；惟喜悦�人ȳ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
列家阿，你�ȳ回，ȳ回吧，离开�道；何必死亡呢？” 以西ŝ�33:11 撒但的特别Ǔư就是先引Ǡ
人陷入罪中，然后将他撇弃在那里，毫无帮助，毫无希望，而又不敢祈求赦免。但上帝却邀Ǥ
Ǣ：“Ƶ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 以ȥ��27:5 在基督里已作了一切的安
排，并提供了一切的鼓励。 {PK 325.5}

在犹大和以色列背道的Û期中，有ƽ多人ǔɽǢ：“我朝Ʃ耶和B，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
什么呢？�可献一�的牛Ĝ
燔祭么？耶和B�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么？”回答是清楚
而肯定的：“世人哪，耶和B已指示你何
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好怜£，存
Ǽ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弥迦�6:6-8 {PK 326.1}

先知在Ɋ里强ǫwʎ敬虔的价)，无非是重申数百年前所ȡ予以色列的ƶ勉而已。当他�行将ɋ
入�ƽ之地Û，主曾藉着摩西向他�Ǣ：“以色列啊，Ģ在耶和B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
你敬畏耶和B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ę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ǚ命、律例，就是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
要叫你得福。” 申命ƹ10:12, 13 世世代代都有耶和B的仆人，

327

向那些有陷入形式主、而忘ƹ表露怜£之虞的人，再三提述Ɋë的教ƶ。当基督�自在地上!
道Û，曾有一个律法�来ɽ他Ǣ：“夫子，律法上的ǚ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ĸ}他Ǣ：“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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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尽性、尽意、ę主你的上帝。Ɋ是ǚ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ę人如
己。Ɋ两条ǚ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Ő。” ʾ太福音22:36-40 {PK 326.2}

我��Ǘʤ受�先知以及主所�口ƺ的Ɋ些明确Ǒǜ，Ƭ
上帝}每一个人所L的言辞。我�不
�ɲɇ向身Ȃ重担与遭受J迫之人行善，或表露�切关�和基督化礼貌的机会。如果我�不能作什
么别的事，�可以向那些不ƲǇ上帝的人ƺ些鼓舞而有希望的Ǒ，因
藉着同情与仁ę的門路，Ɋ
等人就能极容易地接近了。 {PK 327.1}

那ȡş凡~找机会
他人生活ǰ福�之人的�ƽ，乃是丰Ċ的。“你心若向ʲʻ的人L怜£，使困
惑的人得Ċ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LĢ，你的幽暗必M如正午；耶和B也必Û常引�你，在干旱
之地，使你心Ċ意足，骨i强壮；你必象ü灌的园子，又象水流不š的泉源。” 以ȥ��58:10, 11
{PK 327.2}

�哈斯不ʟ�先知ǐ�的;告而依然敬拜偶像的作ʯ，只可能有一个ŝ果。

328

“耶和B的忿怒	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令人¤ˋ、嗤笑。” I代志下29:8 国
@每下愈况，不久Ɏ它的存在也因来侵的Ù/而陷于危殆了。“�,王利汛、和以色列王利Ġ利的儿
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困�哈斯。” 列王ƹ下16:5 {PK 327.3}

如果�哈斯和国内的主要人物都是至高者的忠仆，他�就不必惧怕Ɋ种攻3他�的十分不近人情
的ſ盟了。但屡次的犯罪已ś削弱了他�的力量。由于}触犯上帝所降»�的刑Ÿ生出莫可名状的
恐惧，

329

以致“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好象林中的ê被ʯ吹>一ë。” 以ȥ��7:2 正在Ɋ次危机之
中，主的Ǒ	到以ȥ�，吩咐他去Ʃ那胆®心¤的王，Ǣ： {PK 328.1}

“你要ǽ慎安静；……也不要心里胆怯。因
�,、和以法Ƙ、并利Ġ利的儿子、ǂ�ǰ害你，
Ǣ：我�可以上去，攻3犹大，¶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王；所以主耶和B如此Ǣ：Ɋ所ǰ
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先知宣称以色列和�,国不久都必Ď亡。他最后Ǣ：“你�若是不信，定
然不得立Ĺ。” 以ȥ��7:4-7, 9 {PK 329.1}

如果�哈斯ƬɊ信息
自天而来的而加以ʤ受，那么犹大国就必安Ĺ无虞了。但他宁愿倚靠血肉
的膀臂，竟去~求外邦人的帮助。他在š望之中送信ş�述王提革拉毗列色，Ǣ：“我是你的仆人，
你的儿子；Ģ在�,王和以色列王攻3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的手。” 列王ƹ下16:7 此外ɉ从王
的ɨ�和圣殿的府�内取出丰富的ȃ物，Ɏ同Ɋ个Ǥ求一并送去。 {PK 329.2}

所Ǥ求的帮助果然来了，�哈斯王果然也得到了一Û的解救，但犹大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重大
呀！所送去的ȃ物引起了�述的ȋ心，ŝ果那狡ǈ善M的国家很快就想来蹂Ȯ并掠j犹大了。�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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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和他不幸的臣民Ģ在却心慌意乱，惟恐完全落在残酷的�述人手中。 {PK 329.3}

330

由于不住地犯罪，“所以耶和B使犹大卑微。”�哈斯在Ɋ受管教的Û期中，非但没有悔改，反
而“越L得罪耶和B。他祭祀……大ʾ色之神，Ǣ：因
�,王的神帮助他�，我也献祭与他，他好
帮助我。” I代志下28:19, 22, 23 {PK 330.1}

在Ɋ背道之王Ţ治的末叶，他竟封ɭ了圣殿的門。神圣的崇事因而中止了。香b之前的灯台也熄
Ď了。再没有祭物
�民的罪而献上了。也再没有馨香的烟云在早晚献祭Û升上高天了。Ɋ不敬虔
城邑中的居民，竟�弃上帝圣殿的院宇，封ɭ院門，而大胆地在耶路撒冷各路口上建立ƽ多祭b来
敬拜异邦的神明。邪教似乎已ś得ƅ了；黑暗的权@几乎已占尽�@了。 {PK 330.2}

但在犹大ɉ住着一些始ř效忠耶和B，屹然不肯受Ǡ而敬拜偶像的人。当以ȥ�、弥迦、和他�
的同人看到�哈斯晚年所施的òÉÛ，他�就把希望寄托在Ɋ些人身上。他�的圣所固然被封ɼ
了，但Ɋ班忠心的人却得到保ǄǢ：“上帝与我�同在。”“但要尊万/之耶和B
圣；以他
你�所
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
圣所。” 以ȥ��8:10; 13,14 {PK 330.3}

331

第二十八章希西家

�哈斯当年F莽的Ţ治与他的儿子在强盛Û期中所施行的改革，适成˕明的}照。希西家一登基
就决意竭尽己力，拯救犹大脱离那正迫	北国的厄Ɉ。�先知所L的信息决不Ȧƽ半途而�的努
力。惟有最切w的改革才能避免那迫近的刑Ÿ。 {PK 331.1}

希西家在Ɋ危急之秋，Ǆ明了自己是一个善用机会的人。他一登基作王就开始ư划并付ǥw施。
他最先注意到恢复那久被忽Ƭ的圣殿崇事；在Ɋʛ工作上，他ǐ�地Ǥ求一班仍忠于其神圣žȅ之
祭司及利未人的合作。他既相信他�的忠ǐ支持，因此就毫无ʟ忌地向他�述Ǣ他意]ɋ行的迅速
而广泛的改革。他承ƲǢ：“我�列祖犯了罪，行耶和B我�上帝眼中看
�的事，离弃他，ȳƊ背
向他的居所。

332

”“Ģ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立Ō，好使他的烈怒ȳ离我�。” I代志下29:6, 10 {PK

331.2}

王ɐ用了几句恰当的Ǒ重提他�所面	的景况，!!圣殿的封ɼ和殿院内一切崇事的停ʠ；城内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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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以及全国所ʯ行的罪�昭彰的拜偶像之事；ƽ多人的背道（而犹大的ʤ袖如果ê立正当的榜
ë，Ɋ些人原可能仍然效忠上帝）；以及国家的衰弱与在四[列国中声望的�失。北方的以色列国
很快就要土崩瓦解；多人要死于刀下；大批群�已ś被Ì；以色列不久必将完全落于�述人手中，
全然ȇ亡；而除非上帝藉着他所¾ɐ的代表施行大能，5Ɋ种厄Ɉ也必定照ë	到犹大。 {PK 332.1}

希西家直接Ǥ求祭司与他ſ合w施必要的改革。他;告他�Ǣ：“Ģ在不要懈怠；因
耶和B¾ɐ
你�站在他面前侍奉他，与他Ė香。”“Ģ在你�要洁1自己，又洁1耶和B你�列祖上帝的殿。” I
代志下29:11, 5 {PK 332.2}

Ɋ是采取迅速行>的Û候。祭司�立即着手。他�征得其他没有参加Ɋ次会Ʒ之同人的合作，全
心全意从事洁1圣殿并使之成圣的工作。

333

由于多年的�Ć和疏忽，Ɋʛ工作遭遇到很多困ʔ；但是祭司和利未人不息不倦地工作，因此他
�能在很短的Û期内奏明他�的任=已śɆ成了。殿門�已修妥，大大敞开；神圣的器皿都已收集
½来并安置在指定的地方；一切均准h就Ŧ，只等重新�行圣所的崇事了。 {PK 332.3}

在�行第一次崇事之Û，城中的官ɹ与希西家王，以及祭司和利未人都一同祈求上帝赦免通国的
罪�。他�将ȟ罪祭献在b上，“
以色列�人ȟ罪。”“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俯伏敬拜。
”圣殿的院内再度响起了ʢȦ和崇拜的声音。敬拜的人都ñ然歌唱大G和�Ɯ的ǏǊ，因
他�感悟
到自己已从罪�和背道的奴役中被拯救出来了。“Ɋ事<的甚速；希西家和�民都喜�，是因上帝

�民所ʣh的。” I代志下29:24, 29, 36 {PK 333.1}

上帝确已ʣh好犹大主要人物的心，使他�ʤ�推行一ʛ切w的改革Ɉ>，以便遏止背道的潮
流。祂已藉着祂的先知再三向祂ɐ民!出�;的信息，!!Ɋ些信息曾被以色列国十个支派所ȸƬ并
加以拒š，故此他�被交在仇Ù的手中。但在犹大ɉ有不少善良的“余数”，所以先知Ťŧ}Ɋ些人L
出�;。且听以ȥ�的;勉：“以色列人哪，你�深深的悖逆耶和B，Ģ今要�向他。”

334

以ȥ��31:6 再听弥迦充Ċ信心的宣告：“我要仰望耶和B。要等候那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必
�允我。我的仇Ù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B却作我的
光。我要忍受耶和B的¡怒，因我得罪了他，直等他
我辨屈，
我伸冤；他必ʤ我到光明中，我
必得Ʃ他的公。” 弥迦�7:7-9 {PK 333.2}

Ɋ些Ǒǜ以及其他Ý明上帝�于ʸ恕、并悦ő全心�向祂之人的类似信息，曾在殿門一直封ɼ的
黑暗�月中使ƽ多灰心的人得到希望；如今，当首ʤ�开始ɋ行改革Û，ƽ多在罪�奴役之下感到
K倦的民�都准h响�了。 {PK 334.1}

那些ɋ入圣殿院宇来祈求赦免并重新立Ō效忠耶和B的人，从《圣ś》的ʣ言部分中得到了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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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鼓励。从前上帝藉摩西当着全以色列民、L出不可敬拜偶像的�Ɓ警告Û，也曾随而ȡ予祂�于
垂听并赦免那些在背道期ʀ全心~求祂之人的ʣ言。摩西曾Ǣ：你若“�回耶和B你的上帝，听从他
的Ǒ；耶和B你上帝原是有怜£的上帝，他�不撇下你，不Ďš你，也不忘ƹ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
的Ō。” 申命ƹ4:30, 31 {PK 334.2}

335

希西家和他的僚属ɊÛ所恢复的礼Ɛ，原是从前圣殿中所奉行的，当初所ŷ門在奉献圣殿Û，曾
L出ʣ言性的祷告Ǣ：“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ȇ在仇Ù面前，又�向你，承Ʋ你的名，在Ɋ殿里
祈求祷告；求祢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 列王ƹ上8:33, 34 Ɋ个祷告当Û曾得到真神悦
ő的印Ǆ；因
祈祷完óÛ，有火从天上降下来，Ė尽了燔祭和别的祭物，并且有主的荣光充Ċ了
那殿。ƩI代志下7:1 当夜主向所ŷ門ÝĢ，告ǉ他Ǣ他的祷告已蒙垂听，并Ǣ凡在此敬拜的人必蒙
施恩怜£。有慈ę的保ǄL出Ǣ：“Ɋ称
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求我的面，ȳ离他�
的�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的罪，医治他�的地。” I代志下7:14 {PK 335.1}

Ɋ些�ƽ在希西家从事改革的Û候一一�ˌ了。 {PK 335.2}

在洁1圣殿的事上既作了美好的开端，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Ť而共同ɋ行了更广泛的Ɉ>。希西
家ė切地要使圣殿的崇事真能
民造福，所以决意恢复古Û的�尚，聚集以色列人来�行逾越Ɛ。
{PK 335.3}

逾越Ɛ已ś多年未被遵守
一个全国性的Ɛ期了。所ŷ門王朝ŝ束后国家的分裂，已使Ɋ事似乎
ʔ以w行了。

336

但那降在十个支派身上的可怕刑Ÿ，已在某些人的心中激起了~求更美事物的愿望；同Û�先知
所ƺ>人的信息已有了相当的效果、那参赴耶路撒冷逾越Ɛ的邀Ǥ，由王家的ˇ卒!遍了Ɍ近各
地，他�“由Ɋ城跑到那城，!遍了以法Ƙ、Ġ拿西、直到西布#。”Ɋ些!Ɇ慈ę邀Ǥ的人通常是被
拒š了。

337

ƽ多怙�不悛的人ȸ蔑地置ǥ不理；虽然如此，但仍有一些人�切地~求上帝，俾更清楚地明白
他的旨意，便“自卑，来到耶路撒冷。” I代志下30:10, 11 {PK 335.4}

在犹大地，更引起了普遍的响�；因
“上帝也感>”他�，“使他�一心遵行王与�首ʤ……所L
的命令。” I代志下30:12 !!Ɋ命令是与上帝藉着�先知所Ý示的意旨相符的。 {PK 337.1}

ɊƐ期}于ƽ多前来聚集的人大有裨益。从前�哈斯作王Û在城内街道上所ǂ置的偶像神ˣ�已
清除。逾越Ɛ在指定的日期遵守；民�用了一周的Ûʀ奉献平安祭，并学�上帝所要他�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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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人每天将“善于侍奉耶和B”的知Ǉ教��人；而那些ʣh好自己的心以~求上帝的人，都得了赦
免。聚集敬拜的�人大大喜�；“利未人和祭司，用响亮的�器，日日ʢȦ耶和B；” I代志下30:22,
21 �人都同心一致地Ȧ美那彰Ý如此慈悲怜£的主。 {PK 337.2}

按照©例ƫ定遵守逾越Ɛ的那七天ɇ的太快了，敬拜的人就决定再守Ɛ七天，以便更充分地学�
主的道。Ȃȅ教�的祭司�Ťŧ着用律法�施教的工作；民�每天聚集在殿中献上Ȧ美和感恩

祭；当大会将近ŝ束的Û候，很明Ý地可以看出上帝已ś神奇地改M了背道的犹大人，

338

遏止了那几乎要´Ď其当前一切的拜偶像潮流。�先知所L�Ɓ的警告并未全�徒然。“在耶路撒
冷大有喜�；自从以色列王大G儿子所ŷ門的Û候，在耶路撒冷没有Ɋë的喜�。” I代志下30:26
{PK 337.3}

Û候已到，敬拜的人要各回各家去了。“祭司利未人起来，
民祝福；他�的声音蒙上帝垂听；他
�的祷告Ɇ到天上的圣所。” I代志下30:27 上帝已ś悦ő那些以痛悔的心承Ʋ己罪、并以a决的意
志ȳ向他祈求赦免和帮助的人。 {PK 338.1}

ɊÛ，ɉ有一ʛ重要的工作，乃是那些回家的人所必ʝĵ极从事的；等到Ɋʛ工作完成，才可以
Ǆ明他�所作的改革是真ǐ的。ś上ƹȹǢ：“Ɋ事既都完ó，在那里的以色列�人，就都到犹大的
城邑，打碎柱像，砍断木偶，又在犹大、便雅£、以法Ƙ、Ġ拿西遍地，将邱b和祭b拆ò1尽；
于是以色列�人各回各城，各�各地。” I代志下31:1 {PK 338.2}

希西家和他的僚属ɋ行了各ë的改革，
要增ɋ�国灵性和物ȉ方面的利益。王“在犹大遍地Ɋë
<理，行耶和B他上帝眼中看
善
正
忠的事。凡他所行的，……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

339

”他“倚靠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他�靠耶和B，�不离开，ǽ守耶和B所吩咐摩西的ǚ命。
耶和B与他同在；他无ƿ往何g去，尽都亨通。” I代志下31:20-21;列王ƹ下18:5-7 {PK 338.3}

希西家的Ţ治有一Ɏ串非常的事迹
特征，向周[的列国Ý明以色列的上帝确w与祂的子民同
在。在他作王的初期，�述人在Ì掠撒Ġ利�、并将十个支派所剩下的“余数”分散到列国去的事上得
手，致使ƽ多人}于希伯来人上帝的能力L生了�疑。尼尼微人因他�的成功而胆大妄
，久已将
Ō拿的信息置ǥƉ后，并公然反抗上天的旨意。撒Ġ利�*覆之后不多几年，�述人的ƅ利/ʋ又
在巴勒斯坦出Ģ，Ɋ次他�ȳɰ直迫犹大的a城，并有了相当的ɋ展；但因他�国内其他区域L生
困ʔ，他�就不得不ßÛ撤退。直等几年以后，接近希西家王朝的末叶，才要在世上的列国面前Ý
明究竟异教的神明是否ř于得ƅ。 {PK 339.1}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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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来自巴比伦的使节

希西家王在兴盛的Ţ治中期，忽然患了不治之症。他“病得要死，”已非人力所能救助。及至先知
以ȥ��着以下的信息去Ʃ他Û，他最后的一Ŕ希望也似乎消Ď了：“耶和B如此Ǣ：你当留ɓ命与
你的家；因
你必死不能活了。” 以ȥ��38:1 {PK 340.1}

当Û的情况似乎是全然黑暗的；然而王仍能向那位素来作他 “避ʔ所”、“力量”和“患ʔ中随Û的帮
助”的主祈祷。Ǐ篇46:1 因此他“ȳƊ朝f，祷告耶和B，Ǣ：耶和B啊，求祢ƹ念我在祢面前怎ë
存完全的心，按ǐw行事，又作祢眼中所看
善的。希西家就痛哭了。” 列王ƹ下20:2, 3 {PK 340.2}

自从大G的日子以来，没有一个王象希西家那ë，在背道与灰心的Û期中
建立上帝的国而励精
]治。

341

Ɋ个垂死的君王曾ś忠心地侍奉他的上帝，并曾加强民�Ƭ耶和B
他�的至高Ţ治者。所以他
Ģ在能象大G一ë的�求： {PK 340.3}

“愿我的祷告Ɇ到祢面前；
求祢%耳听我的呼求；
因
我心里Ċ了患ʔ，
我的性命	近阴ʀ。” Ǐ篇88:2-3 {PK 341.1}

“主耶和B啊，祢是我所盼望的；
从我年幼祢是我所倚靠的。
我从出母胎被祢扶持。” {PK 341.2}

“我力气衰弱的Û候，求祢不要离弃我。” {PK 341.3}

“上帝啊，求祢不要Ɍ离我；我的上帝啊，求祢速速帮助我。” {PK 341.4}

“上帝啊，……求祢不要离弃我；等我将祢的能力指示下代，
将祢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Ǐ篇71:5, 6, 9, 12, 18 {PK 341.5}

那位“怜£不致断š”的主垂听了祂仆人的祈祷。耶利米哀歌3:22 “以ȥ�出来，ɉ没有到中院，耶
和B的Ǒ就	到他，Ǣ：你回去，告ǉ我民的君希西家，Ǣ：你祖大G的上帝，如此Ǣ：我听Ʃ了
你的祷告，看Ʃ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B的殿。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
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Ɋ城脱离�述王的手；我
自己和我仆人大G的ű故，必保ºɊ城。” 列王ƹ
下20:4-6 {PK 341.6}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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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欣然�着Ɋ些含有保Ǆ和希望的Ǒ再回来。以ȥ�一面吩咐取一`无花果ʺȒ在患g，一面
将上帝怜£和眷ʟ的信息!Ɇş王。 {PK 342.1}

希西家象摩西在米甸地，象基甸在天使面前，也象以利沙在他夫子升天之前一ë，要求看到一个
兆i，Ǆ明Ɋ信息是从天上来的。他ɽ先知Ǣ：“耶和B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B的殿，
有什么兆i呢？” {PK 342.2}

先知回答Ǣ：“耶和B必成就祂所Ǣ的，Ɋ是祂ş你的兆i；你要日影向前ɋ十度呢？是要往后退
十度呢？”希西家回答Ǣ：“日影向前ɋ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 {PK 342.3}

惟有在上帝的直接干ʣ之下，日晷上的影子才能往后退十度；Ɋ就是ş希西家的兆i，表明主已
垂听他的祈祷。于是“先知以ȥ�求告耶和B；耶和B就使�哈斯的日晷向前ɋ的日影，往后退了十
度。” 列王ƹ下20:8-11 {PK 342.4}

犹大王既然恢复了原有的体力，于是就用Ǐ歌来承Ʋ耶和B的怜£，并ƽ愿要在余下的�月中甘
心侍奉万王之王。他承Ʋ上帝恩待他而Ǣ的感恩的Ǒ，足以鼓舞一切愿意奉献一生来荣耀他�7造
主的人： {PK 342.5}

343

“我Ǣ：!!
正在我中年之日，
必ɋ入阴ʀ的門；
我余剩的年�不得享受。 {PK 343.1}

“我Ǣ：!!
我必不得Ʃ耶和B，就是在活人之地不Ʃ耶和B。
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Ʃ面。 {PK 343.2}

“我的住g被迁去离开我，
好像牧人的�棚一ë； {PK 343.3}

“我将性命卷起，像Ř布的卷布一ë；
耶和B必将我从机i剪断； {PK 343.4}

“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ŝ。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
他像Ğ子折断我一切的骨i； {PK 343.5}

“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ŝ。
我像燕子呢喃；像白˞˘叫，
又像˚子哀˘；
我因仰ƪ，眼睛困倦；
耶和B啊，我受欺J，求祢
我作保。 {PK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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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Ǣ什么呢？
他�ƽ我的，也ş我成就了；
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 {PK 343.7}

“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
我灵存活，也全在此；
所以求祢使我痊愈，仍然存活。 {PK 343.8}

“看哪，我受大苦，本
使我得平安；
祢因ę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ȇ坏的坑；
因
祢将我一切的罪°在祢的背后。 {PK 343.9}

“原来阴ʀ不能称ǹ祢，
死亡不能ʢµ祢；
下坑的人不能盼望祢的ǐw。 {PK 343.10}

344

“只有活人，活人必称ǹ祢，
像我今日称ǹ祢一ë；

父的，必使儿女知道祢的ǐw。 {PK 344.1}

“耶和B肯救我；
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B殿中，
用�弦的�器唱我的Ǐ歌。” 以ȥ��38:10-20 {PK 344.2}

在底格里斯和幼L拉底河的肥沃流域住有一个古老的民族，虽然当Û隶属于�述，但后来却要治
理天下。在Ɋ一族人当中有些�心研究天文的哲士；当他�看到日晷上的影子退后十度Û，就大

¤奇。他�的王米ŷɆ巴拉旦既听ǢɊ个神迹是因天上的上帝延ɹ了犹大王的寿命，而ȡş他的一
个兆i，就差遣使Ɛ去祝ȗ希西家ƙ得痊愈，并想在可能范[内，多知道一些有关那位能施行如此
 大奇迹之上帝的事。 {PK 344.3}

Ɋ自Ɍ方君王所差来之使Ɛ的ǃɽ，ş予希西家一个高�永生上帝的好机会。他若趁此向他�述
Ǣ那托住万有，并在一切其他希望都告断š之Û施恩延ɹ他寿命的上帝，Ǘ是多么容易的事啊！如
果Ɋ些来自迦勒底平原的~找真理的人，被引ʤ而承Ʋ了永生上帝的至高Ţ治权，5所能�生的M
化Ǘ是多么重大啊！ {PK 344.4}

但ɊÛˉ傲与虚荣占据了希西家的心，以致他在自夸之余，竟将上帝
使他子民富足的Ȅ宝，都
展露于那些ȋ婪的眼目之下。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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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将“自己宝�的金子、ɨ子、香料、ȓ重的膏油，和他武�的一切/器，并所有的Ȅ宝都ş他�
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希西家没有一ë不ş他�看的。” 以ȥ��39:2 他Ɋë行，并不是
荣耀
上帝，而是要在外国的使臣眼前夸耀自己。他没有考Ơ到Ɋ些人乃是一个强国的代表，他�的心中
}于上帝既不畏惧，更不敬ę，所以他将他�当作知己，

346

而暴露国家物ȉ方面的Ȅ富，乃是ȸ率F莽之�。 {PK 344.5}

使臣Ɋ一次ǃɽ希西家，乃是他感恩与忠ǐ的考ˌ。《圣ś》ƹ着Ǣ：“惟有一件事，就是巴比#
王差遣使者来Ʃ希西家，ǃɽ国中所Ʃ的奇事，Ɋ件事上帝离开他，要ǎ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
何。” I代志下32:31 希西家倘若利用Ɋ次所ȡş他的机会，
以色列上帝的能力、良善、和慈悲作
ƩǄ，那么使臣�回去的»告就必象穿透黑暗的光ȿ。但他却Ýµ自己ɇ于万/之耶和B。他“没有
照他所蒙的恩»答耶和B；因他心里ˉ傲。” I代志下32:25 {PK 346.1}

那随之而来的后果Ǘ是多么悲惨啊！以ȥ�得蒙P示：那些返回其本国的使臣要将他�所Ʃ之Ȅ
富�回去，而巴比#的王和他的ǰ士必]ǰ以耶路撒冷的珍宝来增ɋ他�本国的Ȅ富。希西家犯了
相当�重的罪；“所以忿怒要	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 I代志下32:25 {PK 346.2}

“于是先知以ȥ�来Ʃ希西家王，ɽ他Ǣ：Ɋ些人Ǣ什么？他�从哪里来Ʃ你？希西家Ǣ：他�从
Ɍ方的巴比#来Ʃ我。以ȥ�Ǣ：他�在你家里看Ʃ了什么？希西家Ǣ：凡我家中所有的，他�都
看Ʃ了；我Ȅ宝中没有一ë不ş他�看的。

347

“以ȥ�}希西家Ǣ：你要听万/之耶和B的Ǒ：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ĵ蓄到如
今的，都要被Ì到巴比#去，不留下一ë，Ɋ是耶和BǢ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子，其中必有
被Ì去，在巴比#王z里当太Ĭ的。 {PK 346.3}

“希西家}以ȥ�Ǣ：你所Ǣ耶和B的Ǒ甚好。” 以ȥ��39:3-8 {PK 347.1}

希西家Ċ心懊�；他“和耶路撒冷的居民ƭ得心里ˉ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B的忿怒在希西家
的日子，没有	到他�。” I代志下32:26 但�种已ś撒出去了，Û候一到，就必L芽生ɹ，ŝ出蹂
Ȯ与ĳ患的果子来。犹大王在他余下的年月中ɉ可以因定意弥Ʀɇ去，并将尊荣�于他所侍奉之上
帝的圣名，而大得兴盛；然而他的信心必ʝś受�格的考ˌ，而且他必ʝ学�惟有完全倚靠耶和
B，才有希望®ƅ那正在]ǰòĎ他和他臣民的黑暗权@。 {PK 347.2}

希西家在使臣来ǃÛ未能克尽厥ž的故事，}于各人都充Ċ了重要的教ƶ。我�需要比ȺĢ在更
多ƺ述我�śˌ中宝ȓ的事ʛ，上帝的怜£与恩慈，以及救主深切无比的大ę。一旦思想和心灵中
充Ċ了上帝的ę，就不ʔ将属灵生活中的śˌ!ş别人了。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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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思想、高尚的抱Ȃ、}于真理的清楚ƲǇ、无私的宗旨、以及}于敬虔和圣洁的渴慕，都
必在言ǜ中表露出来，藉以Ý明心中�藏之Ȅ宝的特ȉ。 {PK 347.3}

我�每日所交往的人都需要我�的帮助和Ȼ�。他�可能具有Ɋë的心境!!就是一句ǑǢ得合
Û，便“象ə子ə在a固g”了。其中某些人明天或ƽ就在我�再不能与之接近的地方了。ǎɽ我�在
Ɋ些同路的旅客身上所LÈ的是什么影响呢？ {PK 348.1}

每日的生活都Ċȹ着我�必ʝ担Ȃ的ȅ任。我�的言行每日都在我�所交往之人的心中留下印
象。我�需要何等�守自己的口，并ǽ慎自己的脚啊！一ʛȸ率的�>，一个冒昧的步ˑ，就可能
使ǎ探的狂涛将一个生灵冲到堕落的路上去了。我�无法将那已ś种在别人意Ǉ中的思想收集回
来。如果Ɋ些思想原是邪�的，那么我�可能就此L>一Ɏ串的意外事件，一股邪�的潮流，而是
我�所无法阻遏的。 {PK 348.2}

反之，我�若藉着自己的榜ë帮助别人培养良好的原5，就是将行善的力量Ȟ予他�。然后他�
更ȳ而在别人身上LÈɊ同ë有益的影响。如此，成千上万的人就必因我�无意之ʀ的影响而得到
帮助。一个真正跟随基督的人可增强他一切接触之人的善良意志。他要在一个不信而喜ę罪�的世
界面前，彰Ý上帝恩典的能力和祂圣德的完美。 {PK 348.3}

349

第三十章脱离亚述人的手

当�述/兵入侵犹大地，国家g于危急之秋，并且看来似乎没有什么能救耶路撒冷脱离�底òĎ
Û，希西家>R了国内所有的力量，而以无ĺ的勇气抵抗异邦的J迫者，并依靠耶和B的能力施行
拯救。希西家鼓励犹大人Ǣ：“你�当6强壮胆，不要因�述王和跟随他的大/恐惧、¤慌；因
与
我�同在的，比与他�同在的更大；与他�同在的是肉臂；与我�同在的是耶和B我�的上帝，他
必帮助我�，
我�争®。” I代志下32:7, 8 {PK 349.1}

希西家敢于断言®争的ŝ局，并不是没有理由的。Ɋ个狂傲自大的�述国，虽曾被上帝一Û用

祂怒气的棍来¦Ÿ列国，（Ʃ以ȥ��10:5）却并不是永Ɍ能得ƅ的。若干年前，主曾藉着以ȥ�
!信şɳ安的居民，Ǣ：“�述王虽然用棍3打你，

350

……你却不要怕他；因
ɉ有一点点Û候，……万/之耶和B要兴起鞭来攻3他，好象在俄立磐
石那里á戮米甸人一ë；耶和B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起，象在埃及一ë。到那日，�述王的重
担必离开你的肩i，他的ȴ必离开你的ʦʛ；那ȴ也必因膏油的ű故ò坏。” 以ȥ��10:24-27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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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2}

在“�哈斯王崩的那年，”曾有另一ʛʣ言性的信息ȡ下，先知如此宣称：“万/之耶和B起誓，
Ǣ：我怎ë思想，必照ë成就；我怎ë定意，必照ë成立：就是在我地上打折�述人，在我山上将
他践踏；他加的ȴ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加的重担必离开他�的肩i。Ɋ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Ɋ是
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之耶和B既然定意，Ǫ能�弃呢？他的手已ś伸出，Ǫ能ȳ回呢？” 以ȥ�
�14:28; 24-27 {PK 350.1}

J迫者的@力是一定要崩ĉ的。然而希西家在他作王的初期，仍ʝ按照�哈斯与�述王所立的盟
ŌŤŧőȃ。同Û希西家王也曾“与首ʤ和勇士商Ʒ，”尽力从事巩固国防。他曾ǂ法使耶路撒冷城内
有充分的水源，而使城外缺水。“希西家力]自强，就修筑所有拆ò的城f，高与城楼相ˡ，

351

在城外又筑一城，a固大G城的米ŷ，制造了ƽ多/器、盾牌，ǂ立/ɹ管理百姓。” I代志下
32:3, 5, 6 凡有助于ʣ防Ù人[攻的准h工作，没有一ë留下不作的。 {PK 350.2}

在希西家登基作犹大王的Û候，�述人已ś从北国中Ì去了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作王数年之后，
当他ɉ在巩固耶路撒冷的防御工程Û，�述人攻掠了撒Ġ利�，将十个支派分散到�述国的各省
去。犹大国的Ʉ境距离撒Ġ利�只有数哩之遥，而耶路撒冷相去也不ɇ五十哩；何况圣殿中ɉ有可
Ȝ掠j的丰富宝藏会引ǠÙ人卷土重来呢。 {PK 351.1}

但犹大王决意尽其所能地准h抗Ù；于是他在作了世人的才智与能力所能成就的一切之后，就召
集他的/ʋ，鼓励他�m勇作®。先知以ȥ�所!ş犹大的信息是：“在你�中ʀ的以色列圣者，乃

至大；”（以ȥ��12:6）而Ģ在希西家王更凭着a定的信心Ǣ：“与我�同在的是耶和B我�的上
帝，他必帮助我�，
我�争®。” I代志下32:8 {PK 351.2}

没有什么Ⱥ比Ɉ用信心更迅速激L信心。犹大王已ś
那未来的ʯ暴作了准h；而ɊÛ他既Ł信
那ƿ到�述人的ʣ言必然�ˌ，所以就a心倚ȣ上帝。“百姓就靠犹大王希西家的Ǒ，安然无惧了。”

352

I代志下32:8 Œ使那新近征服了世上最强大的国家、在以色列的撒Ġ利�夸ƅ的�述大/，Ģ在
要ȳɰ攻打犹大，Ɋ又算得什么呢？Œ使他�夸口Ǣ：“我手已ś搆到有偶像的国，Ɋ些国雕刻的偶
像ɇ于耶路撒冷和撒Ġ利�的偶像；我怎ë待撒Ġ利�和其中的偶像，�不照ë待耶路撒冷和其中
的偶像，”（以ȥ��10:10-11）Ɋ又算得什么呢？犹大已一无所惧；因
他�的倚靠乃在乎耶和
B。 {PK 351.3}

那久已料到的危机ř于来	了。�述百®百ƅ的大/出Ģ在犹大境内了。他�的首ʤ自信必ƅ，
便将兵力分
两ʋ，一ʋ去迎3那来自南方的埃及/，另一ʋ5去[攻耶路撒冷。 {PK 352.1}

犹大Ģ在的唯一希望乃在乎上帝。从埃及所能得到的一切支援都已断š，此外再没有其它ɔ国伸
手支援了。 {PK 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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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官R仗ȣ自己Ŏ律�明的兵力，派人去和犹大的首ɹ�ɋ行Ǯ判，在Ǯ判中傲慢地吩咐耶
路撒冷投降。而在提出Ɋ个通牒的同Û，他�ɉ}希伯来人的上帝加以�Ć辱ˈ。由于以色列和犹
大的ȶ弱与背道，上帝的圣名不再
列国所敬畏，却“整天受�Ć。” 以ȥ��52:5 {PK 352.3}

�述国王西拿基立的一个大臣拉伯沙基Ǣ：“你�去告ǉ希西家Ǣ：�述大王如此Ǣ：你所倚靠
的，有什么可仗ȣ的呢？你Ǣ有打仗的ưǰ和能力；

353

我看不ɇ是虚Ǒ。你到底倚靠Ǫ，才背叛我呢？” 列王ƹ下18:19, 20 {PK 352.4}

当Û双方官R虽在城外�行Ǯ判，但是城f上的哨兵都能听Ʃ；所以当�述王的代表大声向犹大
的首ɹ�提出通牒Û，犹大人就要求他�不要用犹大言ǜ，却要用�,言ǜǢǑ，俾使城f上的人
听不懂Ǯ判的ɋ行。拉伯沙基ȸ蔑地拒š了Ɋ个要求，反而更加提高声音用犹大言ǜǢ： {PK 353.1}

“你�当听�述大王的Ǒ。王如此Ǣ：你�不要被希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也不要听希
西家使你�倚靠耶和B，Ǣ：耶和B必要拯救我�；Ɋ城必不交在�述王的手中。 {PK 353.2}

“不要听希西家的Ǒ；因�述王如此Ǣ：你�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各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ê
和无花果ê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ʤ你�到一个地方，与你�本地一ë，就是有五谷和
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 {PK 353.3}

“你�要ǽ防，恐怕希西家;�你�Ǣ：耶和B必拯救我�。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述
王的手呢？哈ʾ和�珥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音的神在哪里呢？他�曾救撒Ġ利�脱离我的手
么？

354

Ɋ些国的神，有Ǫ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ʔ道耶和B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么？” 以ȥ
��36:13-20 {PK 353.4}

犹大人}于Ɋ些侮辱的Ǒ“并不回答一句。”Ǯ判就此ŝ束。犹大人的代表“都撕裂衣服，来到希西
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Ǒ告ǉ了他。” 以ȥ��36:21, 22 王既听到Ɋ�慢的挑®，“就撕裂衣服，披
上麻布，ɋ了耶和B的殿。” 列王ƹ下19:1 {PK 354.1}

有一个使者奉差遣去将会Ʒ的ŝ果通知以ȥ�。王!Ǒş他Ǣ：“今日是急ʔ、ȅŸ、凌辱的日
子；……或者耶和B你的上帝听Ʃ拉伯沙基的一切Ǒ，就是他主人�述王打L他来辱ˈ永生上帝的
Ǒ；耶和B你的上帝听ƩɊǑ，就L斥ȅ；故此，求你
余剩的民µ声祷告。” 列王ƹ下19:3, 4 {PK

354.2}

“希西家王和�摩斯的儿子先知以ȥ�因此祷告，向天呼求。” I代志下32:20 {PK 354.3}

上帝�允了祂仆人�的祈祷。祂藉着以ȥ�!信ş希西家Ǣ：“耶和B如此Ǣ：你听Ʃ�述王的仆
人�Ć我的Ǒ，不要惧怕。我必¤>他的心；他要听Ʃʯ声，就�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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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列王ƹ下19:6, 7 {PK 354.4}

�述人的代表在犹大的首ɹ离去之后，便直接与他�的王通信，ɊÛ他正同他那支防守埃及ɋ路
的/ʋ在一起。

355

西拿基立听到»告，便“写信òǻ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Ǣ：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
希西家的神也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了。” I代志下32:17 {PK 354.5}

在Ɋ狂傲的恫吓之外，ɉ加上了以下的Ǒǜ：“你�}犹大王希西家如此Ǣ：不要听你所倚靠的上
帝欺哄你Ǣ，耶路撒冷必不交在�述王的手中。你�听Ǣ�述ǥ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尽行Ďš；
ʔ道你ɉ能得救么？我列祖所òĎ的，就是歌散、哈,、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Ɋ些国的神
何曾拯救Ɋ些国呢？哈ʾ的王、�珥拔的王、西法瓦音城的王、希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 列
王ƹ下19:10-13 {PK 355.1}

犹大王接到Ɋ侮辱的�信，便把它�ɋ圣殿，“将�信在耶和B面前展开，” 列王ƹ下19:14 并以
a强的信心祈求上天的帮助，使地上的列国可以知道希伯来人的上帝仍然活着，仍然掌权。Ɋ事与
耶和B的尊荣有关；惟有祂才能施行拯救。 {PK 355.2}

希西家�求Ǣ：“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啊，祢是天下万国的上帝；祢曾7造天地。
耶和B啊，求祢%耳而听；耶和B啊，求祢Į眼而看；

356

要听西拿基立打L使者来辱ˈ永生上帝的Ǒ。耶和B啊，�述ǥ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M
荒
凉，将各国的神像都°在火里；因
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i石i的；所以Ďš他。
耶和B我�的上帝啊，Ģ在求祢救我�脱离�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惟独祢耶和B是上帝。
”列王ƹ下19:15-19 {PK 355.3}

“ʤŌ瑟如ʤ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祢留心听；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啊，求祢L出光来。在以法
Ƙ、便雅£、Ġ拿西前面施展祢的大能，来救我�。上帝啊，求祢使我�回ȳ。使祢的ƊL光；我
�便要得救。“耶和B万/之上帝啊，祢向祢百姓的祷告L怒，要到几Û呢？祢以眼泪当食物ş他�
吃；又多量出眼泪ş他�喝。祢使ɔ邦因我�分争；我�的仇Ù彼此笑。万/之上帝啊，求祢使
我�回ȳ，使祢的ƊL光；我�便要得救。“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ê；赶出外邦人，把Ɋê栽上。
祢在Ɋê跟前ʣh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Ċ了地。它的影子遮Ċ了山，枝子好象佳美的香柏
ê。它L出枝子，ɹ到大海，L出蔓子，延到大河。

357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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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祢
何拆òɊê的Ň笆，任凭一切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野地的走-，拿
它当食物。万/之上帝啊，求祢ȳ回，从天上垂看，眷ʟɊ葡萄ê；保º祢右手所栽的，和祢
自
己所a固的枝子。……“求祢救活我�，我�就要求告祢的名。耶和B万/之上帝啊，求祢使我�回
ȳ，使祢的ƊL光；我�便要得救。”Ǐ篇80: {PK 356.1}

希西家
犹大并
他�至高Ţ治者的尊荣所献的祈祷，是合乎上帝心意的。所ŷ門王在奉献圣殿
的祝祷中，也曾祈求耶和B“每日
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冤；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惟独耶和B是上
帝，并无别神。” 列王ƹ上8:59, 60 他特别要求主在®争或被仇ÙJ迫、当以色列的首ɹ�ɋ入祷告
的殿中求救Û施恩眷佑。Ʃ列王ƹ上8:33, 34 {PK 359.1}

希西家并没有被撇弃而š望。以ȥ�打L人到他那里，Ǣ：“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如此Ǣ：你既然
求我攻3�述王西拿基立，我已听Ʃ了。耶和Bƿ他ɊëǢ： {PK 359.2}

“ɳ安的g女藐Ƭ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Ôi。 {PK 359.3}

“你辱ˈǪ，�ĆǪ？µ起声来，高�眼目，攻3Ǫ呢？乃是攻3以色列的圣者。

360

你藉你的使者辱ˈ主，并Ǣ：我率ʤƽ多®ȱ上山ʙ，到利巴嫩极深之g；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
香柏ê和佳美的松ê；我必上极高之g，ɋ入肥田的ê林。我已ś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
干埃及的一切河。 {PK 359.4}

“耶和BǢ：我早先所作的，古Û所立的，就是Ģ在藉你使a固城荒�，M
乱堆，Ɋ事你�没有
听Ʃ么？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惶羞愧；他�象野草，象青菜，如房ʙ上的草，又如未ɹ成
而枯干的禾稼。 {PK 360.1}

“你坐下，你出去，你ɋ来，你向我L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L烈怒，又因你狂傲的ǑɆ到我
耳中，我就要用ɟ子ɟ上你的鼻子，把嚼ġ放在你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ȳ回去。” 列王ƹ下19:20-
28 {PK 360.2}

ɊÛ犹大全地虽已因Ù/的占ʤ而被洗劫一空；但上帝却已�ƽ以神奇的方式供ş民�的需要。
有信息!ş希西家Ǣ：“以色列人哪，我ȡ你�一个Ǆ据；你�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ɹ
的；至于后年，你�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
根，向上ŝ果。

361

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ɳ安山而来；耶和B的ė心必成就Ɋ事。 {PK

360.3}

“所以耶和Bƿ�述王如此Ǣ：他必不得来到Ɋ城，也不在Ɋ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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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Ɋ城：Ɋ是耶和BǢ的。因我
自己的ű
故，又
我仆人大G的ű故，必保º拯救Ɋ城。” 列王ƹ下19:29-34 {PK 361.1}

当夜救助就来了。“耶和B的使者出去，在�述ƚ中á了十八万五千人；”“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
官ɹ、将�，尽都Ď了。” 列王ƹ下19:35;I代志下32:21 {PK 361.2}

派遣攻取耶路撒冷的/ʋ遭受Ɋ次可怕刑Ÿ的消息，很快就!到西拿基立耳中，那Û他ɉ在防守
埃及/ɋ入犹大的通路。�述王因而大
恐惧，赶ŉ离开，“Ċ面含羞的回到本国。” I代志下32:21
但他并未ɹ久作王。正如那ƿ到他突然死亡的ʣ言所Ǣ的，他竟被自己本家的人所弑，“他儿子以撒
哈ʠ接ŧ他作王。” 以ȥ��37:38 {PK 361.3}

希伯来人的上帝已śƅɇ了狂傲的�述人。耶和B的尊荣在周[列国之民的眼前Ǆw了。耶路撒
冷居民的心中充Ċ了圣洁的喜�。

362

他��求解救的祈祷中Î合着Ʋ罪与ƽ多的眼泪。他�在极大的需要中曾完全倚靠上帝施行拯救
的大能，而他也没有令他�失望。ɊÛ圣殿的院宇中洋溢着�Ɓ的Ȧ美歌声： {PK 361.4}

“在犹大上帝
人所ƲǇ；
在以色列他的名
大。
在撒冷有祂的�幕，
在ɳ安有祂的居所。
祂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
并盾牌、刀9、和®争的兵器。
“你从有野食之山而来，
有光B和荣美。
心中勇敢的人，都被¹j，他�睡了ɹƭ；
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
雅各的上帝啊，祢的斥ȅ一L，
坐ȱ的、ˍʾ的、都沉睡了。 {PK 362.1}

“惟独祢是可畏的；
祢怒气一L，Ǫ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
祢从天上使人听判断；
上帝起来施行y判，
要救地上一切Ǽ卑的人，
那Û地就惧怕而静默。 {PK 362.2}

“人的忿怒，要成全祢的荣美；
人的余怒，祢要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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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ƽ愿，当向耶和B你�的上帝ɉ愿；
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ȃ物献ş可畏的主。
他要挫折王子的ˉ气；
他向地上的君王Ý威可畏。” Ǐ篇76: {PK 362.3}

�述帝国的兴衰，}于今日世界各国具有丰富的教ƶ。《圣ś》将�述最强盛Û期的光荣，

363

比作上帝园中一棵高ȓ的ê，它高ɇ四[一切的ê木。 {PK 362.4}

“�述王曾如利巴嫩中的香柏ê枝条荣美，影密如林，极其高大；ê尖插入云中。……所有大国的
人民，都在他Ɩ下居住。ê大条ɹ，成
荣美；因
根在�水之旁。上帝园中的香柏ê不能遮蔽
他；松ê不及他的枝子。åê不及他的枝条；上帝园中的ê都没有他荣美。……上帝伊甸园中的ê
都嫉妒他。” 以西ŝ�31:3-9 {PK 363.1}

但�述的君王不但没有利用他�所ʤ受的殊恩来造福人群，反而成了ƽ多国家的灾害。他�残酷
无情，毫不ʟ及上帝或同胞，只知±行一个种定的政策，就是要使各国都承Ʋ他�所高�
超ɇ至
高者的尼尼微ǥ神的无上威权。上帝曾差遣Ō拿到他�那里去!µ警告的信息，他�也有一段Û期
在万/之耶和B面前自卑，并祈求赦罪。但不久他�又ȳ而去敬拜偶像，并妄想征服世界。 {PK 363.2}

先知那˛Ȁȅ尼尼微城行�之人Û，呼叫Ǣ： {PK 363.3}

“ĳ哉Ɋ流人血的城！
充ĊǱǈ和强暴；
¹j的事�不止息。 {PK 363.4}

“鞭声响亮，ȱȵȷȷ，
ʾ匹踢跳，ȱȼ奔Ƌ。

364

ʾ兵争先，刀9L光，ä矛ɻĒ；
被á的甚多。…… {PK 363.5}

“万/之耶和BǢ：
我与你
Ù。” 那˛�3:1-5 {PK 364.1}

无ĺ之主仍以无Ǟ的准确性
列国保留着�目，当祂提供恩典并呼召人悔改Û，Ɋ�目ɉ没有ŝ
算；但每当�上的数目Ɇ到上帝所ƫ定的限ʬÛ，祂的忿怒就要开始L作了。�目ŝ算了。神的忍
耐到了尽i。恩典也不再
他�代求了。 {PK 364.2}

“耶和B不ȸ易L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
无罪；他乘旋ʯ和暴ʯ而来，云彩
他脚下的�
土。他斥ȅ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珊和迦密的ê林衰残，利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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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因他震>，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突起，世界和住在其ʀ的也都如此。他L忿恨，Ǫ能立
得住呢？他L烈怒，Ǫ能当得起呢？他的忿怒如火*倒，磐石因他崩裂。” 那˛�1:3-6 {PK 364.3}

尼尼微“是素来ñ�安然居住的城，心里Ǣ：惟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它就是Ɋë成了“空
虚荒凉”的�墟，成了“Ğ子的洞和少壮Ğ子喂养之g，……公Ğ、母Ğ、小Ğ游行无人¤吓之地。”
西番雅�2:15;那˛�2:10, 11 {PK 364.4}

365

西番雅展望到�述的ˉ傲必降
卑的Û候，便有ʣ言ƿ到尼尼微Ǣ：“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必
卧在其中；˜˝和箭猪要宿在柱ʙ上；在窗¯内有˘叫的声音；門ï都必ò坏；香柏木已ś露出。”
西番雅�2:14 {PK 365.1}

�述国的光荣是巨大的；而它的*覆也是可怕的。先知以西ŝ更ɋ一步LÈ那高大香柏ê的比
X，清楚地ʣ言到�述因其ˉ傲与残酷而Ď亡的事。他Ǣ： {PK 365.2}

“主耶和B如此Ǣ：因他高大，ê尖插入云中，心ˉ气傲；我就必将他交ş列国中大有威@的人；
他必定<他；我因他的罪�已śˁ逐他。外邦人，就是列邦中强暴的，将他砍断弃掉；他的枝条落
在山ʀ和一切谷中，他的枝子折断，落在地的一切河旁；地上的�民已ś走去，离开他的Ɩ下。空
中的ʱ˖都要宿在Ɋȇ落的ê上。田野的走-都要卧在他的枝条下；好使水旁的ǥê不因高大而自
尊。……”“主耶和B如此Ǣ：他下阴ʀ的那日，我便使人悲哀；……田野的ǥê，都因他L昏。……
那Û，列国听Ʃ他堕落的响声就都震>。” 以西ŝ�31:10-16 {PK 365.3}

366

�述的ˉ傲与Ď亡要作
一ʛw例教ƶ，直到末Û。上帝ɽ今日世上一切狂傲自大而Ù}他的国
家Ǣ：“在Ɋë荣耀威@上，在伊甸园ǥê中，Ǫ能与你相比呢？然而你要与伊甸的ǥê一同下到阴
府。” 以西ŝ�31:18 {PK 366.1}

“耶和B本
善，在患ʔ的日子
人的保障；并且Ʋ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以Ą溢的洪水淹
没”一切妄]高抬自己ɇ于至高者的人。那˛�1:7, 8 {PK 366.2}

“�述的ˉ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Ď没。” 撒迦利�10:11 ɊǑ不D}于那些在古Û与
上帝Ù}的国家是可信的，即}今日那些不遵行神旨的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在最后»�的日子，
当y判全地的公之主“Ń1列国，” 以ȥ��30:28 而那些持守真理的人蒙准ɋ入上帝圣城的Û候，
穹Ɠ必要响�ȟ民的ƅ利Ǐ歌。先知宣称：“你�必唱歌，象守圣Ɛ的夜ʀ一ë；并且心中喜�，像
人吹笛，上耶和B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耶和B必使人听他威�的声音。……�述人必因耶
和B的声音¤惶；耶和B必用杖3打他。耶和B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3鼓
�琴。” 以ȥ��30:29-32 {PK 366.3}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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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外邦人的希望

以ȥ�在他一生的服=中，}于上帝
外邦人所定的旨意作了明确的ƩǄ。其他的先知固然也曾
提及Ɋ个神圣的ư划，但他�的Ǒ并非常是使人了解的。那要以ȥ�向犹大很清楚Ǣ明的一ʛ真
理，就是在属上帝的以色列人中，将有ƽ多人在肉体方面并不是�伯拉罕的后裔。Ɋ种教ƶ与他那
个Û代的神学乃是不相符的；然而他却一无所惧地宣ƺ了上帝所ȡş他的信息，并使ƽ多渴慕那�
ƽş�伯拉罕子v之属灵福分的心灵得到希望。 {PK 367.1}

那位外邦人的使徒在写şŷʾ信徒的�信中，曾U起他�注意以ȥ�教ƶ的Ɋ个特点。保ŷ声
称：“以ȥ�放胆Ǣ：没有~找我的，我叫他�遇Ʃ；没有ǃɽ我的，我向他�ÝĢ。” ŷʾ�10:20
{PK 367.2}

以色列人似乎Û常不能或不愿明了上帝}于外邦人的旨意。然而那曾使他�成
一个与�不同的
民族，并在地上万国中建立
一个独立国家的，正是Ɋ个旨意。

368

他�的先祖�伯拉罕最先承受立Ō的�ƽ，曾ś蒙召离开自己的本族到Ɍ方去，使他可以向外邦
人作擎光者。虽然�ƽ中包括他的后裔将要象海Ʉ的沙那ë多，但他之所以成
迦南地一个大国的
建立者，却不是
了自私的目的。上帝与他所立的Ō包括了地上的万国。耶和B宣称：“我必ȡ福ş
你，叫你的名
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你祝福的，我必ȡ福与他；那咒ǆ你的，我必咒ǆ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7世Ŏ12:2, 3 {PK 367.3}

在以撒ǒ生之前不久，上帝曾和�伯拉罕重新立Ō，并再次Ǣ明了祂}于人类的旨意。主在ƿ到
�ƽ中的儿子Û曾Ɋë保Ǆ：“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7世Ŏ18:18 后来那天上的使者又再度宣
布：“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7世Ŏ22:18 {PK 368.1}

ɊŌ所用的包括一切的Ǣ法，乃是�伯拉罕的子子vv所熟悉的。以色列人之所以蒙拯救脱离埃
及的奴役，乃
要使万国因他�得福，并使上帝的圣名“!遍天下。”出埃及ƹ9:16 他�若遵从祂的
要求，就要在智慧和悟性方面Ɍ超ɇ其他的民族；但他�之所以要Ɇ到并保持Ɋ种�越的地位，

369

乃
要使上帝}于“地上万国”的旨意可以藉着他�而wĢ。 {PK 368.2}

以色列在脱离埃及的奴役与占ʤ�ƽ之地Û所有的神迹奇事，使很多外邦人也承Ʋ以色列的上帝

至高的Ţ治者。上帝�ƽǢ：“我伸手攻3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中ʀʤ出来的Û候，埃及人就
要知道我是耶和B。” 出埃及ƹ7:5 甚至Ɏˉ傲的法老也不得不承Ʋ耶和B的能力。他ř于催促摩西
和�#Ǣ：“去侍奉耶和B吧，……并要
我祝福。” 出埃及ƹ12:31, 32 {PK 369.1}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43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那向前迈ɋ的以色列�/LĢ：}于希伯来人之上帝 大作
的ƲǇ已ś走在他�的前i了，而
在外邦人中竟然有些人明白惟有祂是真神。在邪�的耶利哥城中，那个外邦p女所作的ƩǄ是：“耶
和B你�的上帝，本是上天下地的上帝。” Ō��ƹ2:11 那如此!到她的有关耶和B的知Ǉ，ŝ果
成了她的拯救。“喇合因着信，……就不与那些不ʜ从的人一同Ď亡。” 希伯来�11:31 上帝向那些承
Ʋ祂神圣权威的拜偶像之人施恩的例子并不只喇合一个。在迦南地的中部，曾有一个极�大的民族
!!基遍人!!也放弃了邪教，而与以色列ſ合，得以分享立Ō之福。 {PK 369.2}

上帝不承Ʋ任何以国籍、种族、或ʍō而作的区别，祂是全人类的7造主。

370

�人都因7造而同属于一个家庭，�人也因救ȟ而合而
一。基督来乃是要拆ò每一道隔f，敞
开圣殿院宇的每一�ʀ隔，使人人都能自由地ɋ到上帝面前。祂的ę非常{广，非常深厚，非常丰
富，因此它是无微不至的。它超拔凡受撒但迷惑的人，使他�脱离他的影响，并将他�置于接近那

�ƽ之虹所[Ş的上帝宝座之g。在基督里，并不分什么犹太人或希利尼人，
奴的或自主的。
{PK 369.3}

在以色列人占ʤ�ƽ之地以后的年月中，耶和B
拯救外邦人所定的仁ęư划几乎被完全忘ƹ
了，因此祂必ʝ重新申明Ɋ个ư划。Ǐ人受感而歌唱Ǣ：“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B，并且�ʜ他；
列国的万族都要在祢面前敬拜。”“埃及的公候要出来朝Ʃ上帝；古w人要急忙�手祷告。”“列国要敬
畏耶和B的名，世上ǥ王都敬畏祢的荣耀。”“Ɋ必
后代的人ƹ下：将来受造的民要Ȧ美耶和B。因

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B从天向地ƪ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N息；要ɖ放将要死的人；使人
在ɳ安!µ耶和B的名，在耶路撒冷!µȦ美他的Ǒ；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B的Û候。
”Ǐ篇22:27; 68:31; 102:15; 18-22 {PK 370.1}

371

如果以色列忠于所受的委托，5地上的万国就必分享她的福惠。可惜那些承受得救之真理知Ǉ的
人，却}其四周之人的需要无>于衷。上帝的旨意既已忘却，外邦人就被Ƭ
是不在祂怜£的范[
之内的了。真理的光既被扣留，黑暗就弥漫各g。列国都被蒙蔽在无知之中；上帝的ę很少
人所
知；而Ǿ道与迷信5大
盛行了。 {PK 371.1}

Ɋ就是以ȥ�蒙召Ȃ起先知使命Û所遇Ʃ的情形；然而他并不灰心，因
他的耳中仍回响着那[
Ş上帝宝座之�天使的ƅ利Ǐ歌：“他的荣光充Ċ全地。” 以ȥ��6:3 同Û他的信心也因上帝教会光
荣ƅ利的Ɍ景而增强，那Û“ƲǇ耶和B的知Ǉ要充Ċ遍地，好象水充Ċ洋海一般。” 以ȥ��11:9
那“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Ɗ的帕子”ř于要被除Ď。以ȥ��25:7 上帝要将他的灵ü灌凡有
血气的。凡ʲ渴慕的人都要列于那属上帝的以色列人中。先知Ǣ：“他�要L生在草中，象溪水旁
的柳ê。Ɋ个要Ǣ：我是属耶和B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手写�耶和B的，并自
称
以色列。” 以ȥ��44:4, 5 {PK 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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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曾蒙P示，得悉上帝将怙�不悛的犹大分散在地上万国之中的美意。

372

主Ǣ：“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必知道ǢɊǑ的就是我。” 以ȥ��52:6 他�不�
自己要学�ʜ从和信靠的教ƶ；也要在他�的流亡之地将有关永生上帝的知Ǉ!ş别人。在外邦人
的子v中，有ƽ多将会懂得敬ę祂，Ƭ祂
他�的7造主与救ȟ主；他�也要开始遵守祂的圣安息
日
祂7造大能的Ŏ念；而且当祂“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来搭救祂子民脱离俘囚之Û，“地极的人”都
要看Ʃ上帝的救恩。以ȥ��52:10 在Ɋ些ȳ离邪教的悔改之人中，有很多想要与以色列人完全ſ
合，并与他�一同回到犹大地去。Ɋ些人没有一个会Ǣ：“耶和B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 以
ȥ��56:3 因
上帝藉着祂先知向那些服从祂并遵守祂律法的人所ƺ的Ǒ，乃是Ǣ他�今后必要列
于属灵的以色列!!就是祂在地上的教会中。 {PK 371.3}

“ɉ有那些与耶和Bſ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ę耶和B的名，要作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
干犯，又持守他Ō的人；我必ʤ他�到我的圣山，使他�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他�的燔祭和平安
祭，在我b上必蒙悦ő；因我的殿必称
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B，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
Ǣ：在Ɋ被招聚的人以外，

373

我ɉ要招聚别人�并他�。” 以ȥ��56:6-8 {PK 372.1}

先知蒙准展望到数世Ŏ之后那�ƽ的弥ȥ�降	的Û期。起先他所Ʃ到的“尽是ƍʔ、黑暗、和幽
暗的痛苦。” 以ȥ��8:22 很多渴慕真理之光的人都被假�傅ʤ到哲学和招魂à的迷途之中；另一
些人5仗恃自己敬虔的外貌，却不在生活中w践真正的圣洁。景况似乎是毫无希望的；但不久Ɋ种
情形改M了，随着就有奇妙的Ɍ景展Ģ在先知的眼前。他看Ʃ那“公的日i”出Ģ，其光Ŕ有医治之
能；于是他就不ƅȦ佩地µ声Ǣ：“那受痛苦的必不再Ʃ幽暗；从前上帝使西布#地和拿弗他利地被
藐Ƭ，末后却使Ɋ沿海的路，Ō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Ʃ
了大光；住在死Ɩ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 以ȥ��9:1, 2 {PK 373.1}

Ɋ荣耀的“世上之光”要将救恩�ş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先知又听Ʃ永在的父ƿ到那Ó在基
督面前的使命Ǣ：“祢作我的仆人，使雅各�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回，尚
小事；我ɉ
要使祢作外邦人的光，叫祢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在悦ő的Û候我�允了祢，在拯救的日子我
ÿ助了祢；

374

我要保º祢，使祢作�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
�；}那被捆Ŝ的人Ǣ：出来
吧；}那在黑暗的人Ǣ：Ý露吧。”“看哪，Ɋ些从Ɍ方来；Ɋ些从北方、从西方来；Ɋ些从秦国来。
” 以ȥ��49:6, 8, 9, 12 {PK 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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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再展望到更遥Ɍ的Û代，看到了Ɋ些荣耀�ƽ的正确�ˌ。他看到!»救恩喜信的人前往地
极和各族各民去。他听到上帝ƿ到!布福音的教会Ǣ：“我要使平安延及她，好象江河；使列国的荣
耀延及她，如同Ą溢的河；” 以ȥ��66:12 他也听到Ɋ个命令Ǣ：“要²�你�幕之地，�大你居所
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ɹ你的Ũ子；a固你的橛子；因
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

�。” 以ȥ��54:2, 3 {PK 374.1}

耶和B向先知宣称：他要差遣他的ƩǄ人“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弓的路德、和土巴、
雅完、并……ɅɌ的海�。” 以ȥ��66:19 {PK 374.2}

“那»佳音，
!平安，
»好信，
!救恩的，
}ɳ安Ǣ：你的上帝作王了；
Ɋ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以ȥ��52:7

375

先知听到上帝的声音在呼召祂的教会Ȃ起所指定与她的工作，俾
祂永久的天国ʣh道路。那信
息是清晰无Ǟ的： {PK 374.3}

“兴起L光；因
你的光已ś来到,
耶和B的荣耀LĢ照耀你。
“看哪，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耶和B却要ÝĢ照耀你，
他的荣耀要Ģ在你身上。
万国要来就你的光，
君王要来就你LĢ的光ȿ。
“你�目向四方ƪ看：
�人都聚集来到你Ɋ里；
你的�子从Ɍ方而来，
你的�女也被�抱而来。”
“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f，
他�的王必服事你；
我曾L怒3打你，
Ģ今却施恩怜恤你。
你的城門必Û常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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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夜不关；
使人把列国的Ȅ物�来�你，
并将他�的君王Ě引而来。”
“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
因
我是上帝，再没有别神。” 以ȥ��60:1-4, 10-11; 45:22 {PK 375.1}

Ɋ些ƿ到大黑暗Û期中属灵的大m兴的ʣ言，今日正在那不断伸展到世界各黑暗地区的布道事工
上�ˌ了。先知将那在异教地区大批的布道士比作“大旗”，

376

作
那些~求真理之光者的向�。 {PK 375.2}

以ȥ�Ǣ：“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当那
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他必向列国Ŀ立大旗，招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
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 以ȥ��11:10-12 {PK 376.1}

得救的日子近了。“耶和B的眼目遍察全地，要Ý大能帮助向他心存ǐw的人。” I代志下16:9 祂
在各国各族各方中Ʃ到ƽ多祈求亮光与知Ǉ的男女。他�的心灵得不到Ċ足；他�久已以灰
食。
Ʃ以ȥ��44:20 �之Ù已ś使他�偏离正路，因此他�象盲人一ë摸索而行。但他�的心地是
ǐw的，并且渴望知道何
更美善之道。他�虽然陷身于邪教的深渊中，并}上帝明文的律法和祂
的儿子耶ĸ毫无ƲǇ，但他�在很多方面都Ý明有一种神能在心智和品格上Ɉ行。 {PK 376.2}

那些除了在神恩Ɉ行之下ƙ得些ƽ概念、而}上帝并无ƲǇ的人，有Û竟善待祂的仆人�，甚至
冒着自己生命的危ʒ来保º他�。圣灵正在将基督的恩典培植于ƽ多高尚而~求真理之人的心中，
激L那与其本性相ɍ、并与其以前所受教育相反的同情。

377

那“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的光，（Ō翰福音1:9）正照在他�的心灵中；人若ʜ从Ɋ光，Ɋ光就
必引ʤ他的脚步走向上帝的国。先知弥迦Ǣ：“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B却作我的光。……他必ʤ我
到光明中，我必得Ʃ他的公。” 弥迦�7:8, 9 {PK 376.3}

上天的救恩ư划是够{广的，足以包括全世界。上帝渴欲将生命的气息吹入仆倒的人类的鼻孔
里。

378

任何真ǐ渴慕那Ⱥ比此世所能提供的、更
高尚�美之事物的人，上帝决不至令他失望。祂Û常
差遣祂的天使到那些g在最令人气ʼ的ġ境中、而依然凭着信心祈祷，渴求一种比自身更强的能力
来充Ċ他�的人那里去，并�来拯救与平安。上帝必用各种方式向他�ÝĢ，并使他�得与天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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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有所接触，藉此建立他�}于那位献上自己作�人ȟ价之主的信仰：“好叫他�仰望上帝，不忘ƹ
上帝的作
，惟要守他的命令。” Ǐ篇78:7 {PK 377.1}

“勇士¹去的�能j回，ǗÌ掠的�能解救O？但耶和B如此Ǣ：就是勇士所Ì掠的，也可以j
回；强暴人所¹的，也可以解救。”“倚靠雕刻的偶像，}ɩ造的偶像Ǣ：你是我�的神；Ɋ等人要退
后，全然蒙羞。” 以ȥ��49:24, 25; 42:17 {PK 378.1}

“以雅各的上帝
帮助，仰望耶和B他上帝的，Ɋ人便
有福。”“你�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ȳ
回保障！” Ǐ篇146:5;撒迦利�9:12 }于一切g于外邦地区的心地ǐw的人!!就是上天所Ƭ
“正
直”的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LĢ。” Ǐ篇112:4 上帝Ǣ：“我要引瞎子行不ƲǇ的道，ʤ他�走不
知道的路；在他�面前使黑暗M
光明，使弯曲M
平直。Ɋ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 以ȥ
��42:16 {PK 378.2}

379

第四Ű通国遭»
380

“我……要从{¦治你，万不能不Ÿ你。” 耶利米�30:11 {PK 380.1}

381

第三十二章 玛拿西与约西亚

犹大国在希西家的Û代强盛一Û之后，又在Ġ拿西邪�的ɹ期Ţ治之下再度堕落，那Û邪教复
兴，ƽ多人都被引Ǡ去敬拜偶像了。“Ġ拿西引Ǡ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行�，比耶和B
在以色列人面前所Ď的列国更甚。” I代志下33:9 先前各世代的光荣ɇ去之后，就有迷信与Ǿ道的
黑暗接踵而来。到g滋生蔓衍着种种�重的邪�，!!暴虐、J迫、以及}于一切良善的憎恨。正直
被屈枉；暴行充斥各g。 {PK 381.1}

然而在那邪�的Û代中，
上帝和正作ƩǄ的仍大不乏人。犹大在希西家作王Û安然渡ɇƍʔ
的śˌ，已ś在ƽ多人的心中培养出品格上的6毅，ɊÛ就成
抗拒流行罪孽的屏障了。他�
真
理与正所作的ƩǄ，惹起了Ġ拿西和他当权臣仆的忿怒，因
他�妄想堵住一切反}之人的口，
以便任意胡作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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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Ġ拿西……流ƽ多无辜人的血，充Ċ了耶路撒冷，从ɊɄ直到那Ʉ。” 列王ƹ下21:16 {PK 381.2}

那站在犹大面前，作
耶和B所指派的信使Ɇ半世Ŏ之久的以ȥ�，却列于最先被害的人中。“又
有人忍受弄、鞭打、捆ɭ、Ĭ禁、各等的磨Đ，被石i打死，被ɵɵ死，受ǎ探，被刀á。披着
Ū羊山羊的皮各g奔跑；受ĺ乏、患ʔ、苦害；在Ü野、山岭、山洞、地穴、ʰ流无定；本是世界
不配有的人。” 希伯来�11:36-38 {PK 382.1}

有一些在Ġ拿西作王Û受ɇ逼迫的人，曾受命!Ɇȅh与刑Ÿ的特别信息。�先知Ǣ：“犹大王Ġ
拿西行Ɋ些可憎的�事，比先前……所行的更甚。”由于Ɋ种邪�，他的国度便č	危机了；那地的
居民不久将被Ì到巴比#去，在那里“成
一切仇ÙÌ掠之物。” 列王ƹ下21:11, 14 但主并不完全撇
弃那些在异邦之地承Ʋ祂
他�的Ţ治者的人；Œ然他�大受苦ʔ，祂仍必按祂自己所指定的Û候
和方法拯救他�。那些完全倚靠祂的人，必找到可靠的避ʔ所。 {PK 382.2}

�先知忠心地Ťŧ!µ警告和;勉；他�无畏地向Ġ拿西和他的臣民ǢǑ；

383

但Ɋ些信息竟被藐Ƭ；背道的犹大竟不肯听从。主
要使�民看出他�若一直怙�不悛就必有怎
ë的遭遇起Ʃ；就Ƶ他�的王被一群�述兵Ì去，“用ɤɫɭ住他，�到巴比#，”就是�述国的	Û
首都去。Ɋ种苦ʔ使王醒悟ɇ来；“他……就�求耶和B他的上帝，且在他列祖的上帝面前极其自
卑。他祈祷耶和B；耶和B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回耶路撒冷，仍坐国位。Ġ拿
西Ɋ才知道惟独耶和B是上帝。” I代志下33:11-13 可惜Ɋ次的悔改虽然很明Ý，但
Û已晚，@
ʔ挽救Ɋ个国家脱离多年拜偶像之��的ȇ坏影响。ƽ多人已ś失足跌倒，再也不能起来了。 {PK

382.3}

在那些因Ġ拿西的不幸背道、而致生活śˌ堕落到不可挽救之地步的人当中，有他自己的儿子在
内；他登位Û年�二十二�。《圣ś》ƿ到Ɋ位��王Ǣ：他“行他父�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所
敬奉的偶像，离弃耶和B他列祖的上帝；” 列王ƹ下21:21-22“不在耶和B面前象他父Ġ拿西自卑；
Ɋ��所犯的罪，越犯越大。”Ɋ个邪�的王并未蒙允ƽɹ久掌权。他登位以后才两年，正在他大胆
作�的Û候，就在王z中被自己的臣仆所弑，国民便“立他儿子Ō西�接ŧ他作王。” I代志下33:23;
25 {PK 383.1}

384

Ō西�作王共三十一年，在他初登位Û，那班曾持守ŏ正信仰的人就开始希望国家的堕落Ģ象可
以就此遏止；因
Ɋ位新王虽然只有八�，却敬畏上帝，并从最初就“行耶和B眼中看
正的事，行
他祖大G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 列王ƹ下22:2 Ō西�虽然是一个�王所生的儿子，并常受ǎ探
所包[要他跟随父�的脚踪，而又没有多少ʟɽ鼓励他行走正路，但他却效忠以色列的上帝。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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ɇ去各世代所犯的ɲǞ而受到警惕，所以决心行，不愿落到他的父�和祖父所陷入的罪�和堕落
的卑ȑ地步。他“不偏左右”。他既要充当重任，就决心ʜ从那�
指�以色列君王所ȡ下的教ƶ；而
他的ʜ从就使上帝可以利用他作ȓ重的器皿。 {PK 384.1}

在Ō西�开始作王，和他作王之前的ƽ多年ʀ，犹大国内的忠心分子Û常�疑：上帝}于古以色
列的�ƽ究竟能否wĢ。在人看来，上帝}于Ɋ个蒙¾ɐ之国度的旨意似乎不可能wĢ。早几个世
Ŏ的背道随着年月的消逝而根深蒂固；十个支派�已分散在外邦中；只留下了犹大和便雅£支派，
甚至ɎɊ两个支派Ģ在也似乎č	道德和国家ȇ亡的Ʉű了。

385

�先知已ś开始ʣ言他�美�城市的完全òĎ，那里既有所ŷ門所建造的圣殿矗立着，也是他�
}于祖国强大所�的一切属世希望集中之g。ʔ道上帝真要放弃祂所明言要拯救凡信靠祂的人的旨
意O？ɗ于人ɹ期遭受逼迫，而�人却Ý然兴盛，那些仍然效忠上帝的人ɉ能有更好Û日的希望
O？ {PK 384.2}

Ɋ些令人焦Ơ的ɽʪ由先知哈巴谷L出来了。他看到当Û忠心之人的情况，便用以下的ɽʪ表Ɇ
他心中的重ȂǢ：“耶和B啊，我呼求祢，祢不�允，要到几Û呢？我因强暴哀求祢，祢ɉ不拯救。
祢
何使我看Ʃ罪孽？祢
何看着奸�而不理呢？òĎ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
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Ý明；�人[困人；所以公理Ý然ʭ倒。” 哈巴谷�1:2-4 {PK 385.1}

上帝答复了祂忠ȁ儿女的呼求。祂藉祂所¾ɐ的L言人，表示祂一定要¦ŸɊȳ离祂而去侍奉异
邦鬼神的国家。在当Ûǔɽ有关将来之事的某些人在生之Û，祂就要以神奇的手段安排地上列强的
局@，使巴比#人掌权得@。Ɋ些“威武可畏”的迦勒底人，（哈巴谷�1:7）将要作
神所指定的“刑
杖”而突然	到犹大地。

386

犹大的首ʤ和民�中最�秀的分子都要被Ì到巴比#去；犹大的城市、村ɷ、和已耕作的田园都
要成
�墟；没有什么可得幸免的。 {PK 385.2}

哈巴谷深信即使在Ɋë可怕的刑Ÿ中，上帝}于祂子民的旨意ř必有wĢ的一天，所以就俯首ʜ
从耶和B所Ý示的旨意。他宣称：“耶和B我的上帝，我的圣者啊，祢不是从亘古而有么？”那Û他的
信心越ɇ了即将	i的可憎情景，而ŉŉ握住那Ý示上帝}信靠他的儿女之大ę的宝ȓ�ƽ，于是
先知又加上一句ǑǢ：“我�也不致死。”哈巴谷�1:12 他以Ɋ句充Ċ信心的宣言，将自己和每一个
相信的以色列人的境遇，都交托在慈悲的上帝手里了。 {PK 386.1}

Ɋɉ不是哈巴谷Ɉ用a强信心的唯一śˌ，有一次他在默想有关将来之事Û，Ǣ：“我要站在守望
所，立在望楼上ƪ看，看耶和B}我Ǣ什么Ǒ。”主开恩回答他Ǣ：“将Ɋ默示明明的写在版上，使ǧ
的人容易ǧ。因
Ɋ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ˌ，并不虚Ǳ；虽然ɏ延，ɉ要等候；因
必然	
到，不再ɏ延。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人因信得生。” 哈巴谷�2:1-4 {PK 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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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曾在ǎĐ重重的日子中a固哈巴谷和当Û一切圣洁公之人的信心，今日仍然是鼓舞上帝子民
的同一信心。在最黑暗的Û辰，在最不利的ġ境之下，一个基督的信徒�可a心倚ȣ一切光明和力
量的来源。

387

由于信靠上帝，他的希望和勇气便日复一日地得以更新。“惟人因信得生。”在
上帝服=Û，
大可不必灰心、犹疑、或惧怕。主必使凡信靠祂之人的最高期望wĢ而有余。祂必将他�在各种困
迫ġ境中所需要的智慧ȡş他�。 {PK 386.3}

使徒保ŷ}于那
每一遭受ǎ探之生灵所作的丰盛准h，作了极>人的ƩǄ。所ȡş他的神圣�
ƽ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ȶ弱上Ý得完全。”于是Ɋ个ś受ǎĐ的上帝仆人
充Ċ了感激和信ȣ的心�答Ǣ：“所以我更喜ñ夸自己的ȶ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
基督的
ű故，就以ȶ弱、凌辱、急ʔ、逼迫、困苦
可喜�的；因我什么Û候ȶ弱，什么Û候就6强了。”
哥林多后�12:9, 10 {PK 387.1}

我�必ʝ�持并培养�先知和使徒所ƩǄ的信心!!就是那握住上帝的�ƽ，并静候祂按照祂自己
所定的Û期及方法施行拯救的信心。上帝确w的ʣ言的最后�ˌ，乃在我�的主救主耶ĸ基督以万
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荣	的Û候。等待的Û期可能看来很ɹ，心灵可能因不利的ġ境而致抑
郁，我�所信任的ƽ多人可能会中途ȇ落；但我�=要与那在空前背道Û期中尽力勉励犹大的先知
一ëŁ信不疑地Ǣ：“耶和B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Ɓ敬静默。”

388

哈巴谷�2:20 但愿我�Û常ƹ住Ɋʛ令人鼓舞的信息：“Ɋ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ˌ，并不
虚Ǳ；虽然ɏ延，ɉ要等候；因
必然	到，不再ɏ延。……惟人因信得生。” 哈巴谷�2:3, 4 {PK

387.2}

“耶和B啊，求祢在Ɋ些年ʀ复兴祢的作
，
在Ɋ些年ʀÝ明出来；
在L怒的Û候以怜£
念。 {PK 388.1}

“上帝从提幔而来，
圣者从巴,山	到。
他的荣光遮蔽ǥ天，
ʢȦ充Ċ大地。
他的ȿ煌如同日光；
从他手里射出光Ŕ，
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
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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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脚下有ė症L出。
他站立，量了大地；
ƪ看，赶散万民；
永久的山崩裂，
ɹ存的岭塌陷；
他的作
与古Û一ë。” {PK 388.2}

“祢出来要拯救祢的百姓，
拯救祢的受膏者。” {PK 388.3}

“虽然无花果ê不L旺，
葡萄ê不ŝ果，
橄íê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š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Bñ欣，
因救我的上帝喜�。
主耶和B是我的力量。” 哈巴谷�3:2-6, 13, 17-19 {PK 388.4}

389

那宣布即将	到的刑Ÿ，又�来光明希望和将来ƅ利的信息，ɉ不只是藉着哈巴谷一人ȡ下的。
在Ō西�作王的Û候，主的Ǒ也	到了西番雅，明白地指出Ťŧ背道的ŝ果，并呼召真教会注意将
来荣耀的Ɍ景。他所L有关那即将	到犹大之刑Ÿ的ʣ言，也同ë有力地适用于基督复	Û要降于
Ɋ怙�不悛之世界上的刑Ÿ： {PK 389.1}

390

“耶和B的大日	近，
	近而且甚快，
乃是耶和B日子的ʯ声；
勇士必痛痛的哭号。 {PK 390.1}

“那日是忿怒的日子，
是急ʔ困苦的日子，
是荒�凄凉的日子，
是黑暗、幽冥、密云、�黑的日子，
是吹角Q喊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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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攻3a固城和高大的城楼。” 西番雅�1:14-16 {PK 390.2}

“我必使灾ĳ	到人身上，使他�行走如同瞎眼的，因
得罪了我；他�的血必倒出如灰�。……
当耶和BL怒的日子，他�的金ɨ不能救他�；他的忿怒如火，必ĖĎ全地，òĎɊ地的一切居
民，而且大大òĎ。” 西番雅�1:17, 18 {PK 390.3}

“不知羞耻的国民哪，你��当聚集；
趁命令没有L出，
日子ɇ去如ʯ前的糠，
耶和B的烈怒未	到你�，
他L怒的日子未到以先，
你��当聚集前来。 {PK 390.4}

“世上遵守耶和B典章的Ǽ卑人哪，
你�都当~求耶和B；
当~求公、Ǽ卑，
或者在耶和BL怒的日子，
可以ʓ藏起来。” 西番雅�2:1-3 {PK 390.5}

“那Û我必Ÿ<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
使他�得称Ȧ；有名声。那Û我必ʤ你�ɋ来，聚集你�；我使你�被Ì之人�回的Û候，就必使
你�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Ȧ；Ɋ是耶和BǢ的。” 西番雅�3:19, 20 {PK 390.6}

391

“ɳ安的民哪，�当歌唱；
以色列啊，�当ñ呼；
耶路撒冷的民哪，�当Ċ心ñ喜快�。
耶和B已ś除去你的刑Ÿ，
赶出你的仇Ù；
以色列的王耶和B在你中ʀ；
你必不再惧怕灾ĳ。 {PK 391.1}

“当那日，必有Ǒ向耶路撒冷Ǣ：不要惧怕；
ɳ安哪，不要手ȶ。
耶和B你的上帝，
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中ʀ必因你ñ欣喜�；
默然ę你，且因你喜�而ñ呼。” 西番雅�3:14-17 {PK 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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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第三十三章律法书

�先知有关被巴比#人Ì掠之信息所LÈ的沉默而强大的影响，ʥ
Ō西�王在位第十八年ʀ所
L起的改革ʣh了道路。Ɋʛ使@将迫	的刑Ÿ延ɏ了一段Û期的改革Ɉ>，乃是由于一部分被Ǟ
置而ɓ失多年的《圣ś》的得以LĢ与加以研究，而在一种完全出乎意外的情形下L起的。 {PK 392.1}

Ō在一世Ŏ之前，当希西家遵守首次逾越ƐÛ，就制定了一ʛƫ例，由施教的祭司�每日向民�
公开宣ǧ律法�。希西家王朝之所以如此强盛，就是因
遵守了摩西所ƹȹ的律例，特别是包括在
申命ƹ中的《Ō�》所ȹ的那些律例。但Ġ拿西竟敢于�除Ɋ些律例；所以在他作王的期ʀ，那置
于圣殿里的律法�抄本竟因疏忽不慎而ɓ失了。

393

因此很多年来，一般民�都得不到律法�上的ƶǡ。 {PK 392.2}

Ɋ个ɓ失已久的抄本是大祭司希勒家在圣殿里找到的，那Û殿宇正根据Ō西�王
保全Ɋ神圣建
筑的ư划、在ɋ行着大ƫ模的修理工作。大祭司将Ɋ宝ȓ的�卷交ş一个ʥ有学ɽ的文士沙番，沙
番ʇǧ之后就把它拿ş王看，并向他述ǢLĢ的śɇ。 {PK 393.1}

Ō西�初次听到Ɋ古卷中所ƹȹ的;勉和警告，便深受感>。他从未如此充分地ʤ会到上帝如何
将“生死、ĳ福”清楚地ʐ明在以色列面前；（Ʃ申命ƹ30:19）以及他�是如何屡次地得受�;要¾
ɐ生命之道，俾能在地上成
Ȧ美，并
万国造福。以色列曾藉着摩西得到;勉Ǣ：“你�当6强壮
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因
耶和B你的上帝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弃你。” 申
命ƹ31:6 {PK 393.2}

Ɋ�卷Ċȹ着上帝}凡完全信靠祂的人�愿拯救到底的ǥ般保Ǆ。祂ɇ去如何拯救他�脱离埃及
的奴役，照ë，祂也必施行大能使他�在�ƽ之地立国，并使他�在地上万国之中居首。 {PK 393.3}

在那提述ʜ从的Ƞȡ的勉言之后，随着就是¦Ÿ悖逆的ʣ言；而当王听到Ɋ些默示的ǑǜÛ，他
就在呈Ģ于他眼前的景象中Ʋ明了ƽ多事情正与他国内的wʎ景况相似。

394

他又¤愕地LĢ：Ɋ些ƿ及Ɍ离上帝的ʣ言描述中，ɉ附�着ƽ多清楚的Ǒ，提到ĳ患的日子必
迅速地接踵而来，并且是无可挽救的。Ǒǜ是Ņ明的；决不可能Ǟ会其中的意思。而且在�卷的末
了，就是在�ŝ上帝恩待以色列的śɇ并宣述未来的事件中，Ɋ些事更Ǣ得加倍地清楚。摩西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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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全以色列宣告Ǣ： {PK 393.4}

“ǥ天哪，%耳，我要ǢǑ；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ǜ。
我的教ƶ要淋漓如雨，我的言ǜ要滴落如露，
如ŗ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
我要宣告耶和B的名；你�要将大德�于我�的上帝。
他是磐石，他的作
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
是ǐw无$的上帝，又公，又正直。” 申命ƹ32:1-4 {PK 394.1}

“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I代之年；
ɽ你的父�，他必指示你；ɽ你的ɹ者，他必告ǉ你。
至高者将地�ȡş列邦，将世人分开，
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
耶和B的分，本是他的百姓；他的��，本是雅各。

395

耶和B遇Ʃ他在Ü野荒凉野-吼叫之地，
就ġŞ他，看ʟ他，保º他如同保º眼中的瞳人。” 申命ƹ32:7-10
但以色列“离弃造他的上帝，ȸ看救他的磐石。
敬拜别神，触>上帝的ª恨，行可憎�的事，惹了他的怒气。
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ƲǇ的神，
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
你ȸ忽生你的磐石，忘ƹ�你的上帝。
“耶和B看Ʃ他的儿女惹>他，就K�他�。
Ǣ：我要向他�掩面，看他�的ŝ局如何；
他�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ǐw的儿女。
他�以那不算
神的，触>我的ª恨，
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
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他�的ª恨，
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的怒气。” {PK 394.2}

“我要将ĳ患堆在他�身上。
把我的箭向他�射尽。
他�必因ʲʻ消瘦，
被炎ė苦毒吞Ď。” {PK 395.1}

“因
以色列民毫无ưǰ，
心中没有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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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愿他�有智慧，能明白Ɋ事，
肯思念他�的ŝ局！

396

若不是他�的磐石E了他�， {PK 395.2}

若不是耶和B交出他�，
一人焉能追赶他�千人，
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
据我�的仇Ù自己断定，
他�的磐石不如我�的磐石。” {PK 396.1}

“Ɋ不都是ĵ蓄在我Ɋ里，
封ɭ在我府�中么？
他�失脚的Û候，
伸冤»�在我；
因他�遭灾的日子近了，
那要	在他�身上的必速速来到。” 申命ƹ32:15-21, 23, 24, 28-31, 34-35 {PK 396.2}

Ɋ些Ǒǜ和类似的ś文、向Ō西�Ý明了上帝}祂子民的大ę，以及祂}罪�的憎恨。当王得悉
ƿ及ʞ固悖逆之人迅将遭受刑Ÿ的ʣ言Û，他就
前途而®栗了。犹大ɇ去罪大�极；他�若Ťŧ
背道，将有怎ë的ŝ果呢？ {PK 396.3}

在ɇ去的年日当中，王}于盛行拜偶像的事并不是漠Ƭ无睹的。“他作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
已ś完全献身侍奉上帝。再ɇ四年，当他二十�的Û候，他曾切wǂ法撤消他臣民的ǎ探，“除掉邱
b、木偶、雕刻的像、和ɩ造的像。”“�人在他面前拆ò巴力的b，砍断b上高高的日像，

397

又把木偶的雕刻的像，并ɩ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将他�祭司的骸骨Ė在b
上，洁1了犹大和耶路撒冷。” I代志下34:3-5 {PK 396.4}

Ɋ位年ȸ的国王在犹大地完成了�底的工作，ɉ不Ċ意，他更努力将Ɋʛ工作推展到以色列十个
支派先前所占ʤ的巴勒斯坦一�，那Û只有很少的“余数”留居Ǘ地。ś上ƹ着：他“又在Ġ拿西、以
法Ƙ、西ŭ、拿弗他利各城，……都Ɋë行。”直到他走遍了Ɋ一�“四[破坏之g，”“又拆ò祭b，

398

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 I代志下34:6, 7 然后才回耶路撒冷
去了。 {PK 3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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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西�就Ɋë在他青年的Û期，利用他作王的地位，来高�上帝神圣律法的原5。ɊÛ，当文士
沙番将律法�上的Ǒ念ş他听的Û候，王就看出Ɋ一卷�乃是一个知Ǉ的宝�，是他所极愿在国内
作成的改革工作的有力支援。他决心要遵照其中的ƶǡ而行，尽其所能的使百姓熟悉其中的教ƶ，
并在可能范[内引�他�尊重并ę慕上天的律法。 {PK 398.1}

但是所需要的改革确能完成么？以色列几已Ɇ到神的忍耐限度；上帝不久就要起而刑Ÿ那些曾ś
侮辱祂名的人。主的忿怒ɊÛ已向�民L作了。Ō西�不ƅ悲痛¤惶，便撕裂衣服，Ċ心�"地跪
在上帝面前，祈求赦免Ɋ个怙�不悛的国家的罪孽。 {PK 398.2}

那Û有女先知¯勒大住在耶路撒冷靠近圣殿的地方。王既Ċ心焦Ơ，ʣ感不祥，就想起她来，并
决心要藉着Ɋ位蒙¾ɐ的信使求ɽ耶和B，倘若可能，他想知道他能否尽一己之力来挽救Ɋ犯罪而
č于Ď亡的犹大。 {PK 398.3}

由于形@的�重，以及他}女先知的尊敬，所以他就¾ɐ了国内最高的官ɹ作
使者去Ʃ她。他
吩咐他�Ǣ：

399

“你�去，
我、
民、
犹大�人，以Ɋ�上的Ǒ求ɽ耶和B；因
我�列祖没有听从Ɋ�上的
言ǜ，没有遵着�上所吩咐我�的去行，耶和B就向我�大L烈怒。” 列王ƹ下22:13 {PK 398.4}

主藉着¯勒大!ǑşŌ西�Ǣ，耶路撒冷的ȇ亡已ś是无可挽回的了。Œ然百姓Ģ今在上帝面前
自卑，他�ɉ是无法避免刑Ÿ。他�的良知已因ɹ久作�而麻木了，如果刑Ÿ不	到他�，他�不
久仍必ȳ回原来的罪�道途上去。女先知Ǣ：“你�可以回复那差遣你�来Ʃ我的人，Ǣ：耶和B如
此Ǣ：我必照着犹大王所ǧ那�上的一切Ǒ，降ĳ与Ɋ地和其上的居民；因
他�离弃我，向别神
Ė香，用他�手所作的惹我L怒；所以我的忿怒必向Ɋ地L作，�不止息。” 列王ƹ下22:15-17 {PK

399.1}

但因王既在上帝面前虚心自卑，主就承Ʋ他敏于~求赦免与怜£的行
。有信息!ş他Ǣ：“听Ʃ
我指着Ɋ地和其上的居民，所Ǣ要使Ɋ地M
荒_、民受咒ǆ的Ǒ，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
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允了你：Ɋ是我耶和BǢ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到坟墓，
到你列祖那里；

400

我要降与Ɋ地的一切灾ĳ，你也不至�眼看Ʃ。” 列王ƹ下22:19, 20 {PK 399.2}

Ō西�王必ʝ把将来的事交ş上帝；他决不能更改耶和B的永恒旨意。但主在宣布上天»�的刑
ŸÛ，并未扣留ş他�悔罪和改革的机会；Ō西�既在Ɋ些Ǒ中看出上帝愿意将怜£Í合于祂的刑
Ÿ之中，就决心尽力ɋ行切w的改革。他立Û招聚耶路撒冷和犹大的一切ɹ老和官R，Ɏ同一般平
民，�行一次大会。Ɋ些人同祭司和利未人都在圣殿的院内与王相Ʃ。 {PK 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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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自在Ɋ个�大的会�面前，“就把耶和B殿里所得的Ō�念ş他�听。” 列王ƹ下23:2 Ɋ位
身
君王的ǧ者深受感>，而以出自"心的>人至情!ǣ信息。他的听�大受感>。王面容上所露
出的ė情，信息本身的�Ɓ性，以及那刑Ÿ即将	到的警告，!!Ɋ一切都LÈ了相当的作用，于是
有ƽ多人决心和王一同祈求赦免。 {PK 400.2}

ɊÛŌ西�向那些最高的官R建Ʒ，要他�和�民一同在上帝面前�Ɓ地立Ō，彼此C力合作ɋ
行切w的改革。“王站在柱旁，在耶和B面前立Ō，要尽心尽性的ʜ从耶和B，

401

遵守祂的ǚ命、法度、律例，成就Ɋ�上所ƹ的Ō言。”当Û群�的忠ǐ反�Ɍ超ɇ王所期望
的：“�民都服从ɊŌ。” 列王ƹ下23:3 {PK 400.3}

王在随后的改革中，�心致力于一切拜偶像之痕迹的ò除。当地居民既久已随从四[列国的ʯ
俗，去跪拜木偶、石像，看来人力似乎不可能ɧ除Ɋ些罪�的一切ɓ迹。但Ō西�不折不Ä地努力
ɋ行他洁1全地的工作。他以�厉的措施}付偶像崇拜，á了“邱b的祭司；”“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
所有交鬼的、行巫à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Ō西�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
勒家在耶和B殿里所得律法�上所写的Ǒ。” 列王ƹ下23:20, 24 {PK 401.1}

数百年前，当国家分裂的Û候，尼八的儿子耶ŷ波安大胆反抗以色列所曾侍奉的上帝，尽力使民
心ȳ离耶路撒冷圣殿的崇祀而ȩ向新的敬拜�式，当Û他曾在伯特利筑了一座邪教的b。正在
Ɋ
座后来引Ǡ多人落在拜偶像��中的神b行奉献礼Û，曾突然出Ģ一位来自犹大的“神人”斥ȅ当Û�
Ć真神的行
。他曾“向b呼叫”Ǣ： {PK 401.2}

402

“b哪，b哪，耶和B如此Ǣ：大G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Ō西�；他必将邱b的祭司，就是在
你上面Ė香的，á在你上面，人的骨i也必Ė在你上面。” 列王ƹ上13:2 随着Ɋʛ宣告就有神迹出
Ģ，Ý明ɊǑ乃是出于耶和B的。 {PK 402.1}

三个世Ŏɇ去了。当Ō西�王ɋ行改革Û，有一天他来到伯特利，当ÛɊ个古bɉ立在那里。那
多年前在耶ŷ波安面前所L的ʣ言，ɊÛ便要逐句�ˌ了。 {PK 402.2}

“他将伯特利的b，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八的儿子耶ŷ波安所筑的那b，都拆ò焚Ė，打碎
成灰，并焚Ė了�舍拉。 {PK 402.3}

“Ō西�回i，看Ʃ山上的坟墓，就打L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Ė在b上，õķ了b，正如从
前神人宣!耶和B的Ǒ。 {PK 402.4}

“Ō西�ɽǢ：我所看Ʃ的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Ǣ：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ʣ先Ǣ王Ģ在向
伯特利b所行的事，Ɋ就是他的墓碑。Ō西�Ǣ：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就不>他的骸
骨，也不>从撒Ġ利�来那先知的骸骨。” 列王ƹ下23:15-18 {PK 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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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橄í山的南麓，正}着摩利�山上耶和B的壮�圣殿，有ƽ多神ˣ和神像，

403

404

405

是所ŷ門
ƴ好他那些崇拜偶像的妃u而ǂ置的。Ʃ列王ƹ上11:6-8 Ɋ些巨大而奇形怪状的偶像
矗立在Ɋ“罪咎之山”上已有三个多世Ŏ，
以色列最ƀ明之王的背道默默作Ǆ。Ɋ一切也被Ō西�拆
ò�除了。 {PK 402.6}

王又根据律法�中所ȹ的条例�行了一次大ƫ模的逾越Ɛ，以求ɋ一步地a定犹大}于他�列祖
之上帝的信心。那些Ȃȅ±掌圣殿礼Ɛ的人先作了准h，然后在那 大的Ɛ日，任人慷慨地献上礼
物。“自从士�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Û候，直到如今，w在没有守ɇɊë的逾越Ɛ。”
列王ƹ下23:22 Ō西�Ɋë的ė忱固然
上帝所悦ő，但Ɋɉ不足以Ʀ+ɇ去各世代的罪孽；追随
国王之人所表Ģ的虔ǐ，也不足以改Mƽ多ʞ梗不肯ȳ离偶像来敬拜真神上帝之人的心。 {PK 405.1}

在�行Ɋ次逾越Ɛ之后，Ō西�Ťŧ作王十多年。他在三十九�Û因与埃及/作®ʌ亡，“葬在他
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
他悲哀。耶利米
Ō西�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
歌，追悼Ō西�，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Ɋ歌ȹ在哀歌�上。” I代志下35:24, 25
“在Ō西�以前，没有王象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向耶和B，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

406

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然而耶和B……所L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Ġ拿西ǥ事
惹>他。” 列王ƹ下23:25, 26 耶路撒冷遭受完全òĎ的Û候即将迅速来	了，那Û全地的居民都要
被Ì到巴比#去，在那里学�他�在ʜ利ġ境中所不肯学�的教ƶ。 {PK 405.2}

407

第三十四章耶利米

在那些指望于Ō西�ʤ�的改革下�生出持久的属灵m兴之人中，有一个名叫耶利米的，当他ɉ
年ȸ的Û候，就在Ō西�王在位第十三年蒙上帝呼召担Ȃ先知的任=。耶利米是利未支派中的一个
祭司，所以从小就受ƶ从事圣工。在那些作准h的快�年ʀ，他很少想到自己生来就被命定要作“列
国的先知；”所以当神圣的呼召	到Û，他深深感到自己的不配。他喊叫Ǣ：“主耶和B啊，我不知怎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59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ëǢ；因
我是年幼的。” 耶利米�1:5, 6 {PK 407.1}

上帝看出Ɋ位年ȸ的耶利米将是一个忠于他所受的委托，并在强烈的反}之下而依然a持正的
人。他在幼年Û期就已Ý明是忠w的；ɊÛ他将要忍受苦ʔ，作十字架的精兵。故此主吩咐祂所¾
ɐ的信使Ǣ：“你不要Ǣ我是年幼的；因
我差遣你到Ǫ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Ǣ什么Ǒ，你
都要Ǣ。

408

你不要惧怕他�；因
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的一切Ǒ告ǉ
他�；不要因他�¤惶，免得我使你在他�面前¤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
圣城、ɢ柱、ɤf，
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ʤ、祭司、并地上的�民反}。他�要攻3你，却不能ƅ你；因
我与
你同在，要拯救你。Ɋ是耶和BǢ的。” 耶利米�1:7, 8, 17-19 {PK 407.2}

耶利米要站在国人面前作真理与公的ƩǄ人，I四十年之久。在空前的背道Û期中，他要在生
活和品格上作敬奉独一真神上帝的示范。当耶路撒冷数次遭受可怕的[攻Û，他要作耶和B的代言
人。他要ʣ言大G家的*覆和所ŷ門所建壮�圣殿的被òĎ。及至他因大胆的言ƿ而被Ĭ禁Û，他
仍要率直地斥ȅ那身居高位者的罪�。他虽被人藐Ƭ，憎恨，K弃，但ř必看到自己所L有关那即
将来	之厄Ɉ的ʣ言逐句�ˌ，并要在Ɋ不幸的城邑遭受òĎ之后与其共受�患。 {PK 408.1}

然而在全国迅速遭遇的普遍òĎ之中，耶利米也Û蒙恩准得以展望到目前可怕景象之后的未来光
荣Ɍ景，那Û上帝的子民将蒙救ȟ脱离Ù人之地，并被重新安置于ɳ安。他ʣƩ到将来主与他�重
新立Ō的Û候。“他�的心必象ü灌的园子；

409

他�也不再有一点愁ĕ。” 耶利米�31:12 {PK 408.2}

耶利米提到自己蒙召Ȃ起先知的使命Û，写道：“耶和B伸手按我的口，}我Ǣ：我已将当Ǣ的Ǒ
!ş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
要施行拔出、拆ò、ò坏、*覆，又要建立、栽
植。” 耶利米�1:9, 10 {PK 409.1}

�当
“建立、栽植”Ɋ四个字感ǹ上帝。耶利米在Ɋ几个字里得到了保Ǆ，知道主的旨意乃是要
恢复并要医治。他在以后的年日中所要!的信息是�厉的。那有关迅将来	之刑Ÿ的ʣ言必ʝ无畏
地!出。“必有灾ĳ”从示拿平原L出，“	到Ɋ地的一切居民。”主宣称：“至于Ɋ民的一切�，就是离
弃我，……我要L出我的判ǜ，攻3他�。” 耶利米�1:14, 16 然而在Ɋ些信息之外，先知ɉ要附�
}一切肯ȳ离�行的人!出赦免的保Ǆ。 {PK 409.2}

耶利米是一个ƀ明的“建筑�”，他在开始从事他的ř生工作Û，就竭力勉励犹大人要藉着�底的
悔改功夫，将自己属灵生活的根基建立得又广又深。他�久已用使徒保ŷ所比作“草、木、禾Ķ，”和
耶利米所比作“渣滓”的材料ɋ行建造。他ƿ到Ɋ个怙�不悛的国家Ǣ：“人必称他�
被弃的ɨ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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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耶和B已ś弃掉他�。” 耶利米�6:30

410

所以他Ģ在;他�要
永恒而ƀ明地>手建造，除掉背道与不信的垃圾，而采用那唯一能在圣洁
的上帝眼中得蒙悦ő的精金、1ɨ、和宝石!!就是信心与ʜ从以及善行!!作
根基的材料。 {PK

409.3}

主藉着耶利米所!ş祂子民的圣言是：“背道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因
我是
慈ę的，我必不永Ɍ存怒；Ɋ是耶和BǢ的。只要承Ʋ你的罪孽，就是你ɍ背耶和B你的上帝。
……耶和BǢ：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因
我作你的丈夫。”“你�必称我
父，也不再ȳ去不跟从
我。”“你�Ɋ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背道的病。” 耶利米�3:12-14, 19, 22 {PK 410.1}

除了Ɋ些美妙的�;之外，主ɉ将那藉此可以�向祂的Ǒȡş祂犯罪的子民。他��Ǣ：“看哪，
我�来到祢Ɋ里；因祢是耶和B我�的上帝。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
以色列得救，ǐ然在乎耶和B我�的上帝。……我�在羞耻中Ȱ卧吧，愿¨愧将我�遮盖；因
从
立国以来，我�和我�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B我�的上帝，没有听从耶和B我�上帝的Ǒ。” 耶利米
�3:22-25 {PK 410.2}

那在Ō西�ʤ�之下的改革，虽曾清除了国内拜偶像的神ˣ，但群�的内心仍未改M。真理的种
子虽已L芽生ɹ，并有丰盛收成的希望，但ŝ果却被荆棘所Ç死了。如果再有一次Ɋë的背道，那
就无可救Ɨ了；所以主ǂ法要U醒全国的人ƭ悟他�的危ʒ。

411

他�惟有Ý明是效忠耶和B，才有希望得蒙神的恩x并得以昌盛。 {PK 410.3}

耶利米屡次呼召他�注意申命ƹ中所ȡ予的ƶǡ。他Ⱥ比其他任何先知更加强ǫ摩西律法中的教
ƶ，并Ǣ明Ɋ些教ƶ如何使全国以及每一个人的内心得到至上的属灵福分。他�;Ǣ：“你�当站在
路上察看，ǃɽ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ʀ；Ɋë，你�心里必得安息。” 耶利米�6:16 {PK 411.1}

有一次先知奉主的命令，站在耶路撒冷城一个主要的門口，在那里向人强ǫ遵守安息日
圣的重
要性。城内的居民都有忽略安息日之神圣性的危ʒ，因此他�受到�Ɓ的警告，不可在Ɋ日从事俗
=。并有以ʜ从
条件的福分�ƽ了。主宣称：“你�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ɋ入Ɋ
城的各門，只以安息日
圣日，在那日无ƿ何工都不作；那Û就有坐大G宝座的君王、和首ʤ，他
�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ȱ、或ˍʾɋ入Ɋ城的各門；而且Ɋ城必存到永Ɍ。” 耶利米
�17:24, 25 {PK 411.2}

伴随着Ɋ个以兴盛作
忠ȁ之Ƞȡ的�ƽ，另有一个ʣ言提到城内居民若Ǆ明不忠于上帝和祂的
律法，就必有可怕的刑Ÿ降于Ɋ城。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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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若不听从Ɋ;他�ʜ从他�列祖的主上帝、并尊祂安息日
圣日的;ǚ，5城和其中的z殿
就必被火尽行焚ò。 {PK 411.3}

先知就是Ɋëa持那非常清楚地、列明于律法�中的正当人生的健全原5。但当Û犹大遍地所呈
Ģ的景况是如此�劣，惟有藉着最a决的措施才能有所改善；因此他ǐ�地
一般怙�不悛的人操
?。Ǥ求Ǣ：“要开e你�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使你可
以得救。” 耶利米�4:3, 14 {PK 412.1}

可惜大多数的人都不肯听从Ɋ个悔罪改ɇ的呼召。自从善良的Ō西�王逝世以来，那些治理国家
的人并未忠于ž守，反而引ʤ多人偏离正路。Ō哈斯因埃及王的干涉而Ƶ位之后，就由Ō西�的另
一个Ⱥ大的儿子Ō雅敬Ť位。从Ō雅敬一开始作王，耶利米就没有多大希望可以挽救他所ę国土的
免于òĎ、与国民的免于被Ì了。但当�底的òĎ正威Ƅ着全国的Û候，他并未得蒙准ƽ保持Ŭ
默。他必ʝ勉励那些向来效忠上帝的人恒切行，并尽可能地;�罪人ȳ离罪孽。 {PK 412.2}

Ɋʛ危机需要以公开而广泛的努力来�付。主吩咐耶利米站在圣殿院内，向一切ɋ出的犹大人L
言。他不可从所ȡş他的信息中减去片言只字，

413

俾使ɳ安的罪人有最充分的机会可以听Ʃ，并ȳ离他�的邪行。 {PK 412.3}

先知便听从了；他站在耶和B殿的門口，µ声宣!警告和;勉的Ǒ。他在全能者的灵感之下宣告
Ǣ： {PK 413.1}

“你�ɋɊ些門敬拜耶和B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B的Ǒ。万/之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如此Ǣ：
你�改正行>作
，我就使你�在Ɋ地方仍然居住。你�不要倚靠虚Ǳ的Ǒ，Ǣ：Ɋ些是耶和B的
殿，是耶和B的殿，是耶和B的殿。你�若w在改正行>作
；在人和ɔ舍中ʀǐ然施行公平；不
欺J寄居的、和孤儿寡p，在Ɋ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在Ɋ地
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Û所ȡş你�列祖的地，直到永Ɍ。” 耶利米�7:2-7 {PK 413.2}

主不愿施行¦Ÿ的心意在此生>地Ý明了。他延Ů他的刑Ÿ，以便有机会�;怙�不悛之徒。那
位“喜悦在世上施行慈ę公平和公”的主，（耶利米�9:24）眷念祂行ɲ的儿女；祂以一切可能的方
法力]将永生之道教�他�。祂曾引ʤ以色列人脱离奴役，使他�可以侍奉祂!!独一永生的真神。
他�虽然久已ʰ流在拜偶像的罪中，并且忽Ƭ祂的警告，但祂Ģ在ɉ声明自己愿意延Ů施Ÿ，仍ȡ
他�再一次悔改的机会。祂Ǣ明了Ɋʛ事w：惟有ɋ行最�底的内心改革，才能避免那迫近眉睫的
厄Ɉ。

414

他�信靠圣殿及其崇事是徒然的。礼Ɛ与�式不足以ȟ罪。尽管他�自称是上帝的ɐ民，也惟有
w行内心与生活的改革，才能救他�脱离那Ɏŧ犯罪的必然ŝ果。 {PK 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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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就是Ɋë“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向犹大!布信息，Ǣ：“你�当听从遵行ɊŌ
的Ǒ，”!!就是《圣ś》所ƹȹ的耶和B明确的律例。耶利米�11:6 Ɋ也就是他在Ō雅敬登基作王
Û站在圣殿院子里所宣µ的信息。 {PK 414.1}

他概略地重温了以色列自出埃及Û期以来的śˌ。上帝和他�所立的Ō乃是：“你�当听从我的
Ǒ，我就作你�的上帝，你�也作我的子民；你�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但ɊŌ竟反
复无耻地被破坏了。Ɋ蒙¾ɐ的国度“竟随从自己的ưǰ和ʞ梗的�心，向后不向前。” 耶利米�
7:23, 24 {PK 414.2}

主ɽ道：“Ɋ耶路撒冷的民
何恒久背道呢？” 耶利米�8:5 依照先知的ǑǢ，Ɋ是因
他�不肯
听从耶和B他�的上帝，也不受¦治。Ʃ耶利米�5:3 他哀NǢ：“从他�的口中ǐwĎš了。”“空中
的ˠ˖知道来去的定期；斑˗、燕子、与白˞也守候当来的Û令；

415

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B的法5。”“耶和BǢ，我�不因Ɋ些事ƴ他�的罪呢？�不»复Ɋë的
国民呢？” 耶利米�7:28; 8:7; 9:9 {PK 414.3}

深切省察己心的Û候已ś到了。当Ō西�作他�的王的Û候，民�ɉ有一点希望的根据。但Ģ在
他再也不能
他�代求；因
他已ś死于®_了。通国的罪孽已śɆ到
之代求也无ÿ于事的程度
了。主宣称：“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ʟ惜Ɋ百姓；你将他�从我眼前赶
出，叫他�去吧。他�ɽ你Ǣ：我�往哪里去呢？你便告ǉ他�，耶和B如此Ǣ：定
死亡的，必
至死亡；定
刀á的；必交刀á；定
ʲ荒的，必遭ʲ荒；定
Ì掠的，必被Ì掠。” 耶利米�
15:1, 2 {PK 415.1}

拒š接受上帝ɊÛ所提出的恩典邀Ǥ，5在一百年前降于北方以色列国的刑Ÿ、就必	到Ɋ个不
肯悔改的国家。ɊÛ所!ş他�的信息乃是：“你�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ǂ立在你�面前的律法，
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那里去我仆人�先知的Ǒ， 你�ɉ是没有听从；）我就必使Ɋ殿如示
ŷ，使Ɋ城
地上万国所咒ǆ的。” 耶利米�26:4-6 {PK 415.2}

那些站在圣殿院子内聆听耶利米ǢǑ的人，很明白所提到的有关示ŷ的事，

416

以及在以利的日子非利士人®ƅ以色列而将ŌæÌ去的śɇ。 {PK 415.3}

以利的罪乃在于他曾ȸ易放ɇ他那两个担任圣ž的儿子的罪行，以及当Û充斥各地的邪�。他因
疏忽Ŋ正Ɋ些邪�，致使以色列遭受可怕的灾ĳ。他的儿子倒ô于®_，以利自己�失了性命，上
帝的Ōæ从以色列地被Ì去，三万人被á，!!Ɋ一切都是因
任凭罪�蔓衍而不予ȅh、不加遏制
所致。以色列曾Ɋë妄想：他�虽然犯罪，但Ōæ既在他�中ʀ，就必保Ǆ他�®ƅ非利士人。照
ë，在耶利米的日子，犹大的居民也ȸ易相信只要�格奉行上帝所ƫ定的圣殿�Ɛ，就必保守他�
免于遭受自己�行所�有的刑Ÿ。 {PK 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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Ɋ}于今日在上帝教会中Ȃ有重ȅ的人Ǘ是何等的教ƶ啊！Ɋ是何等�Ɓ的警告，要人忠心g理
一切使真理事工受辱的罪�啊！惟愿一切自称
上帝律法保管者的人不至自欺，以
他�在表面上
尊重上帝的ǚ命，就足以保守他�免受神的公正裁判。惟愿无人拒š接受}于罪行的Ȁȅ，或攻3
上帝的仆人，Ʋ
他�在努力除1ƚ中罪�的事上ɇ于ė心了。那位恨�罪�的上帝呼召凡自称遵
守祂律法的人Ɍ离一切罪行。今日男女若忽Ƭ悔改与�意ʜ从，就必招致那与古代以色列人所遭受
的同ë�重后果。

417

超ɇ一定的限度，5耶和B的刑Ÿ就再不能延ɏ了。耶路撒冷在耶利米的日子所遭受的荒凉，}
于Ģ代的以色列乃是一个�Ɓ的警告，表明若蔑Ƭ那藉着¾ɐ的器皿所!ş他�的;告和ƶ戒，就
决不可能不受刑Ÿ。 {PK 416.2}

耶利米!ş祭司和民�的信息引起了ƽ多人的反}。他�喊叫着狂妄地斥ȅ他Ǣ：“你
何托耶和
B的名ʣ言，Ǣ：Ɋ殿必如示ŷ，Ɋ城必M
荒_无人居住呢？于是�民都在耶和B的殿中，聚集
到耶利米那里。” 耶利米�26:9 祭司、假先知、和民�都}Ɋ个不肯向他�“Ǣ柔和的Ǒ，言虚幻的
事”的人泄ª。上帝的信息就Ɋë被ȸƬ，祂的仆人就Ɋë受到死亡的威Ƅ。 {PK 417.1}

耶利米所ƺ的Ǒ的消息!到了犹大ǥ首ʤ的耳中，他�就急忙从王的z廷赶到圣殿来，要�自ç
明Ɋ事的真相。“祭司、先知}首ʤ和�民Ǣ：Ɋ人是Ǘ死的；因
他Ǣʣ言攻3Ɋ城，正如你��
耳所听Ʃ的。” 耶利米�26:11 但耶利米勇敢地站在首ʤ和�民面前声言：“耶和B差遣我ʣ言，攻3
Ɋ殿和Ɋ城，Ǣ你�所听Ʃ的Ɋ一切Ǒ。Ģ在要改正你�的行>作
，听从耶和B你�上帝的Ǒ；
他就必后悔，不将所Ǣ的灾ĳ降与你�。至于我，我在你�手中；你�眼看何
善，何
正，就那
ë待我吧。

418

但你�要确w的知道：若把我治死，就使无辜人的血�到你�和Ɋ城，并其中的居民了；因
耶
和Bw在差遣我到你�Ɋ里来，将Ɋ一切Ǒ!与你�耳中。” 耶利米�26:12-15 {PK 417.2}

先知若被那些位高权重之人的威Ƅ�度所吓倒，他的信息就一定毫无功效，而他就必�失性命；
但他在L出�Ɓ警告Û所表Ģ的勇敢却博得了民�的尊敬，并使以色列的首ʤȳ而帮助他了。他�
与祭司和假先知Ƀƿ，向他�指出他�所主�的极端措施是何等不智，ŝ果他�的Ǒǜ在民�的心
中�生了反�。上帝就如此兴起了一班
祂仆人Ƀº的人。 {PK 418.1}

ɹ老�也一致反}祭司�}于耶利米的命Ɉ所作的决定。他�提出弥迦的例子，因弥迦曾ʣ言耶
路撒冷遭受刑Ÿ的事，Ǣ：“ɳ安必被耕种象一`田，耶路撒冷必M
乱堆，Ɋ殿的山必像�林的高
g。”他�又ɽ道：“犹大王希西家和犹大�人，�是把他治死呢？希西家�不是敬畏耶和B，�求祂
的恩么？耶和B就后悔，不把自己所Ǣ的灾ĳ降于他�；若治死Ɋ人，我�就作了大�，自害己
命。” 耶利米�26:18, 19 {PK 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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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Ɋ些有权@之人的�;，先知的生命才得保全，虽然ɉ有ƽ多祭司和假先知因不能忍受他所
ƺ的Ȁȅ的wǑ，

419

�愿Ʃ他以ǰ叛的藉口而被置于死地。 {PK 418.3}

自从耶利米蒙召的日子起，一直到他工作ŝ束
止，他�站在犹大面前“
高台，
保障，”是人
的ª怒所无法ƅɇ的。主曾ʣ先警告祂的仆人Ǣ：“他�必攻3你，却不能ƅ你；因我与你同在，要
拯救你，搭救你；Ɋ是耶和BǢ的。我必搭救你脱离�人的手，救ȟ你脱离强暴人的手。” 耶利米�
6:27; 15:20, 21 {PK 419.1}

耶利米的本性原是懦怯而畏ŵ不前的，因此他渴望度安静的退修生活，毋需目睹他所ę的国家那
种±迷不悟的行
。

420

他的心因罪�所造成的ȇ坏而深
"痛。他哀哭Ǣ：“但愿我的i
水，我的眼
泪的泉源，我好

我百姓中被á的人昼夜哭泣。惟愿我在Ü野有行路人住宿之g；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 耶利
米�9:1, 2 {PK 419.2}

他蒙召所要忍受的侮辱是残酷的。他那敏感的心灵，常被那些藐Ƭ他信息并忽略他
他�悔改而
操心之人}他所LƳ嘲的箭重重刺透。他Ǣ：“我成了�民的笑Ǒ；他�ř日以我
歌曲。”“我ř日
成
笑Ǒ，人人都弄我。”“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ľ探我，愿我跌倒，Ǣ：告他吧，我�也要告
他，或者他被引Ǡ，我�就能ƅ他，在他身上»仇。” 耶利米哀歌3:14;耶利米�20:7, 10 {PK 420.1}

但是Ɋ位忠心的先知却天天得以增强力量而忍受一切。他凭着信心Ǣ：“耶和B与我同在，好像甚
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Ś跌，不能得ƅ，他�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ƹ的羞辱；因

他�行事没有智慧。”“你�要向耶和B唱歌，Ȧ美耶和B，因他救了ĺ人的性命脱离�人的手。”
耶利米�20:11, 13 {PK 420.2}

耶利米在青年Û期以及!道工作的晚年所得的śˌ，ş予他Ɋ番教ƶ：“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421

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他也学会祷告Ǣ：“耶和B啊，求你从{¦治我；不要在你的怒
中¦治我，恐怕使我�于无有。” 耶利米�10:23, 24 {PK 420.3}

当他蒙召喝那苦ʔ与�"之杯的Û候，当他在不幸中想Ǣ“我的力量衰ȇ，我在耶和B那里毫无指
望”的Û候，他却想起上帝
他所施的种种天恩，便ƅ利地ȦN道：“我�不至消Ď，是出于耶和Bǥ
般的慈ę，是因他的怜£不至断š。每早晨Ɋ都是新的。祢的ǐw极其广大！我心里Ǣ，耶和B是
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B，心里~求他的，耶和B必施恩ş他。人仰望耶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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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默等候他的救恩，Ɋ原是好的。”耶利米哀歌3:18, 22-26 {PK 421.1}

422

第三十五章迫临的厄运

在Ō雅敬作王的最先几年中，充Ċ了迫近厄Ɉ的重重警告。主藉着�先知所Ǣ的Ǒ即将�ˌ了。
在北方，那久占�@的�述国不再Ɂ制列国了。在南方，犹大王所妄想倚靠的埃及国不久将遭受到
明Ý的阻遏。一个新兴的强国!!巴比#帝国，全然出乎意料地正从�方兴起，并迅速地凌ˆ列国之
上。 {PK 422.1}

在短短几年之内，巴比#王要被上帝用作降怒于不知悔悟的犹大的工具。耶路撒冷要一再被尼布
甲尼撒[攻的/ʋ所包[并攻入。一群一群的人!!起初只是少数，但后来却成千上万!!要被Ì到
示拿地，被迫流亡而居留Ǘg。Ō雅敬、Ō雅斤、西底家，!!Ɋ三个犹大王都要相Ť成
巴比#王
臣仆，而他�也都要]ǰ背叛。

423

于是那	到Ɋ背叛之国的¦Ÿ将越来越厉害，直到最后全地荒凉，耶路撒冷被火焚Ė成
�墟，
所ŷ門建造的圣殿要被ò坏，犹大国要*覆，永不能在世上列国中占有原先的地位。 {PK 422.2}

以色列国所śI的那些充Ċ危ʒ的M>Û期，都有上天藉着耶利米!出的ƽ多信息
征。主Ɋë
ȡş犹大人充分的机会，使他�可以解除与埃及所Ʊ的Ŋų不清的盟Ō，并避免与巴比#的Ţ治者
L生冲突。当迫切的危机越来越近之Û，他就采用一Ɏ串生>的比X来教ƶ民�，希望藉此使他�
体Ʋ自己}于上帝所�尽的本分，并鼓励他�与巴比#的政权保持友善的关系。 {PK 423.1}


要Ǣ明š}ʜ从上帝的要求之重要性起Ʃ，耶利米招集了一些利甲族的人到圣殿的一ʀ屋子
内，在他�面前Ó上酒Ǥ他�喝。正如他所ʣ期的，他遇到了反}和a拒。利甲族人a决地Ǣ：“我
�不喝酒；因
我�先祖利甲的儿子Ō拿Ɇ曾吩咐我�Ǣ，你�和你�的子v，永不可喝酒。” {PK

423.2}

“耶和B的Ǒ	到耶利米Ǣ：万/之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如此Ǣ：你去}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Ǣ，

424

耶和BǢ，你�不受教ƶ，不听从我的Ǒ么？利甲的儿子Ō拿Ɇ所吩咐他子v不可喝酒的Ǒ，他
�已ś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
他�听从先祖的吩咐。”耶利米�35:6; 12-14 {PK 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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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Ɋëǂ法将利甲族人的ʜ从，和祂子民的悖逆作了一个˕明的}照。利甲族人已śʜ从他�
先祖的吩咐，ɊÛ就拒š受引Ǡɍ犯律法。但犹大人却不肯听从主的Ǒ，ŝ果即将遭受祂最�厉的
刑Ÿ。 {PK 424.1}

主Ǣ：“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你�却不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先知去，Ǣ：你�
各人当回i离开�道，改正行
，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ȡş你�和你�列祖的地上；只
是你�没有听从我，也没有%耳而听。利甲的儿子Ō拿Ɇ的子v，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的命；Ɋ
百姓却没有听从我。因此，耶和B万/之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如此Ǣ：我要使我所Ǣ的一切灾ĳ	
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
我}他�ǢǑ，他�没有听从；我呼U他�，他�没有答
�。” 耶利米�35:14-17 {PK 424.2}

425

当世人的心志因圣灵具有抑制作用的影响而ȶ化并ʜ服之Û，他�就必听取;告；但当他�ȳ离
ƶǚ以致心志M
6硬之Û，主就任凭他�受其他影响的引Ǡ。他�拒š真理，接受虚Ǳ，Ɋ就成
了他�的网ŷ，使他�自取ȇ亡。 {PK 425.1}

上帝曾�;犹大不要触犯祂>怒，但他�并未听从。ř于有刑Ÿ的判决向他�宣布。他�要被Ì
到巴比#去。迦勒底人要被上帝用作工具，管教祂悖逆之民。犹大人所受的痛苦，要与他�已有的
亮光，以及他�所ȸƬ所拒š的警告成正比例。上帝已śɹ久延ɏ祂的刑Ÿ；但是Ģ在祂却要*降
祂的忿怒在他�身上，作
遏制他��行的最后方法了。 {PK 425.2}

那向利甲族人所宣布的乃是Ťŧ得蒙ȡ福。先知Ǣ：“因你�听从你�先祖Ō拿Ɇ的吩咐，ǽ守他
的一切ǚ命，照他所吩咐你�的去行；所以万/之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如此Ǣ：利甲的儿子Ō拿Ɇ
必永不缺人侍立在我面前。” 耶利米�35:18-19 上帝就藉此教ƶ祂的子民：忠心和ʜ从必可使犹大
因而蒙福，正如利甲族人因ʜ从他�祖先的命令而蒙福一ë。 {PK 425.3}

Ɋ个教ƶ也是ȡ予我�的。如果一个良善Ȇ明的祖先
保守子v不受放Œ的ĳ害，而采取最妥善
最有效的方法，

426

他的所ƫ定的一切条件尚且)得�格遵从，那么上帝既比人更
圣洁，祂的权威自确�受到更大
的尊重了。我�的“7造主”和“司令”权能无限，刑Ÿ可畏，祂要用各ë的方法使世人Ʋ清并悔改他�
的罪ɇ。祂藉祂仆人的口ʣ言悖逆的危ʒ；祂敲响警ɛ，并忠w地Ȁȅ罪�。祂的子民惟有靠ȣ祂
的恩典，藉着祂所¾ɐ之媒介的警ƭ照ʟ，方可ɹ保兴盛。祂不能扶持或保G那些拒š祂;告并ȸ
Ƭ祂ȅh的子民。有Û祂可能抑制祂»�的刑Ÿ；然而祂决不能ɹ久止住祂的圣手。 {PK 425.4}

上帝曾ś向一班人宣称：“你�要�我作祭司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出埃及ƹ19:6 犹大的子民
也列于Ɋ等人中。耶利米在他的!道工作中，从未忽略ɇ在各种人生关系中，尤其是在侍奉至高上
帝方面，追求内心圣洁的重要性。他清楚地ʣƩ到犹大国的*覆和居民的分散在列国中；但他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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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眼目超越Ɋ一切而展望到复兴的Û期。那ƛ回在他耳中的乃是Ɋ神圣的�ƽ：“我要将我羊群中
所余剩的，从我赶他�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ʤ他��回本圈。……耶和BǢ：日子将到，我要ş
大G兴起一个公的苗裔，祂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在祂的日子，犹大
必得救，

427

以色列也安然居住；祂的名必称
耶和B我�的”。耶利米�23:3-6 {PK 426.1}

Ɋë，刑Ÿ即将来到的ʣ言便与最后光荣得救的�ƽÎ合起来了。凡甘愿与上帝和好而在横行的
背道中度圣洁生活的人，就必ƙ得�付各ëǎĐ的力量，并能大有力量
上帝作ƩǄ了。而且在未
来的世代中，那
他�而施行的拯救，在名声方面必超ɇ那在出埃及Û
以色列民所行的。日子将
到，主藉着祂的先知Ǣ：那Û“人必不再指着那ʤ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B起誓；却要指
着那ʤ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B起誓；他�必住在本地。” 耶
利米�23:7, 8 Ɋ就是耶利米在犹大国I史的末叶，巴比#人行将Ţ治世界，而当Û他�的/ʋ即将
[攻ɳ安城f所Ǣ的奇妙ʣ言。 {PK 427.1}

Ɋ些施行拯救的�ƽ，落在那班a定敬奉耶和B之人的耳中，犹如最美妙的音�一般。无ƿ在富
ȓ或Ȍȑ之人的家中，只要他�仍旧尊重守Ō之上帝的;告，先知的Ɋ些Ǒ就被反复述Ǣ不已。甚
至Ɏ儿童也受了极大的感>，而在他�幼稚而敏于容受的心意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PK 427.2}

428

在耶利米服=的日子，但以理和他的同伴由于衷心遵守《圣ś》的命令，才得有机会在地上的列
国面前高�真神上帝。Ɋ些希伯来儿童在父母家中所ʤ受的教ƶ，使他�的信心a强，一直侍奉7
造天地的主宰永生的上帝。及至Ō雅敬作王之初，当尼布甲尼撒第一次[困并攻破耶路撒冷，Ì去
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以及其他特ɐ在巴比#z廷侍奉的人Û，Ɋ些希伯来俘Ɵ的信心受到极�重的考
ˌ了。但那些已ś学会倚靠上帝�ƽ的人，却LĢɊ些�ƽ足以帮助他�在异地寄居Û�付他�所
必ʝśI的各种ġ境。《圣ś》已向他�Ý明足
向�和倚靠。 {PK 428.1}

耶利米以那开始降与犹大的刑Ÿ涵之解ɖ者的身份，勇敢地屹立着
上帝的公与祂即使在最
�厉的¦戒中仍含有的恩旨Ƀº。先知不息不倦地工作着。他
要接触到各ʍ�的人起Ʃ，就Û常
ǃɽ国内各g，将他的影响伸展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四[地区。 {PK 428.2}

耶利米在向教会所作的ƩǄ中，ś常提述Ō西�作王Û所大大尊荣并高�的律法�中的教ƶ。

429

他重新强ǫ与那位曾在西乃山ʙʡ布十ǚ的、Ċ有恩慈怜£之主保持立Ō关系的重要性。耶利米
所ƺ警告和�;的Ǒ!Ɇ国内各地，以致�人都有机会明白上帝}于本国所有的旨意。 {PK 4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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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清楚地Ǣ明Ɋ一事w，那就是我�的天父之所以容ƽ刑Ÿ降下，乃要“使外邦人……知道自己
不ɇ是人。” Ǐ篇9:20 主ʣ先警告祂的子民Ǣ：“你�行事若与我反}，不肯听从我，……我要把你
�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你�的地要成
荒_，你�的城邑要M
荒凉。” 利未ƹ
26:21-33 {PK 429.1}

正当厄Ɉ迫近的信息!ş首ʤ和民�的Û候，那原�作一个Ȇ明的属灵ʤ袖，最先Ʋ罪并改ɇ行
的他�的王Ō雅敬，反倒浪Ȗ他的光阴在自私的享�中了。他建Ʒ：“我要
自己盖广大的房，{
敞的楼，……Ɋ楼房的ºf板是香柏木的；楼房是丹色油漆的，”（耶利米�22:14）而建楼的金ɠ
和人工5都是从欺J得来的。 {PK 429.2}

先知怒气L作，他受感宣布有刑Ÿ	到Ɋ不信的王。他Ǣ：“那行不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
用人的手工不ş工价的，有ĳ了。……ʔ道你作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争ƅ么？你的父��不是也
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么？那Û他得了福�。

430

他
困苦和ĺ乏人伸冤，那里就得了福�；ƲǇ我不在乎此么？Ɋ是耶和BǢ的。惟有你的眼和
你的心，�ʟȋ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J和强暴。 {PK 429.3}

“所以耶和Bƿ到犹大王Ō西�的儿子Ō雅敬，如此Ǣ：人必不
他�哀，Ǣ：哀哉，我的哥哥；
或Ǣ：哀哉，我的姐姐；也不
他�哀，Ǣ：哀哉，我的主；或Ǣ：哀哉，我主的荣B。他被埋葬
好象埋˃一ë，要拉出去°在耶路撒冷的城門之外。” 耶利米�22:13-19 {PK 430.1}

在少数几年之内，Ɋ可怕的刑Ÿ就要降在Ō雅敬的身上了；但主却本乎祂的怜£，先将祂所定的
旨意告ǉɊ个不肯悔改的国家。在Ō雅敬作王的第四年，“先知耶利米就将ɊǑ}犹大�人，和耶路
撒冷的一切居民Ǣ：从……Ō西�十三年，直到今日，”（耶利米�25:2-3）他指出在Ɋ二十余年之
内，他一直
上帝的�意拯救作ƩǄ，但他的信息始ř被人ȸƬ。如今主向他�所Ǣ的Ǒ乃是： {PK

430.2}

“万/之耶和B如此Ǣ：因
你�没有听从我的Ǒ，我必召北方的�族，和我仆人巴比#王尼布甲
尼撒来攻3Ɋ地，和Ɋ地的居民，并四[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尽行Ďš，以致他�令人¤ˋ，
嗤笑，并且永久荒凉：Ɋ是耶和BǢ的。

431

我又要使ñ喜快�的声音，新郎和新p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中ʀ止息。Ɋ
全地必然荒凉，令人¤ˋ；Ɋ些国民要服事巴比#王七十年。” 耶利米�25:8-11 {PK 430.3}

Ɋ遭受厄Ɉ的判决虽已清楚地宣布出来了，但听Ʃ的群�却并不明了其中可怕的意。主
要使
之�生更深刻的印象起Ʃ，就ǂ法用比X来Ǣ明所Ǣ之Ǒ的意。他吩咐耶利米将国家的命Ɉ比作
喝干充Ċ神的忿怒之酒的杯。首先喝Ɋ灾ĳ之杯的，将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 的君
王。”其他要同喝Ɋ杯的，!!“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ʤ、以及他的�民，”与地上ƽ多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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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直到上帝的旨意�ˌ
止。Ʃ耶利米�25: {PK 431.1}


要ɋ一步Ǣ明那迅将	到之刑Ÿ的性ȉ起Ʃ，先知又奉命要“�百姓中的ɹ老，和祭司中的ɹ
老，出去到欣嫩子谷，”在那里他要重述犹大背道的śɇ，然后要将“Ļ匠的瓦瓶”打碎，并且代表耶
和B，就是他所侍奉的上帝，宣布Ǣ：“我要照ë打碎Ɋ民和Ɋ城，正如人打碎Ļ匠的瓦器，以致不
能再囫\。” {PK 431.2}

先知照着所吩咐的行了。然后，他回到城里，站在圣殿的院中，当着�人宣布Ǣ：

432

“万/之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如此Ǣ：我必使我所Ǣ的一切灾ĳ	到Ɋ城，和属城的一切城邑；因

他�硬着ʦʛ，不听我的Ǒ。” Ʃ耶利米�19: {PK 431.3}

先知的Ǒ不但没有引�人Ʋ罪悔改，反而惹起了权ȓ�的忿怒，ŝ果耶利米竟�失了自由。先知
虽然被囚在Ĭ里，上了枷，但他仍然Ťŧ向站在旁Ʉ的人!ƺɊ天来的信息。逼迫并不能止息他的
声音。他Ǣ：真理的Ǒ在我心里，我便“ƭ得似乎有Ė着的火ɼ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
禁。” 耶利米�20:9 {PK 432.1}

Ō在Ɋ个Û候，主吩咐耶利米将那要!ş他的怜£之心所不断渴望其得救之人的信息写下来。耶
和B吩咐祂的仆人Ǣ：“你取一�卷，将我}你Ǣ攻3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Ǒ，从我}你
ǢǑ的那日，就是从Ō西�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Ʃ我想要降与他�的
一切灾ĳ，各人就回i离开�道；我好赦免他�的罪孽和罪�。” 耶利米�36:2, 3 {PK 432.2}

耶利米ʜ从Ɋ一命令，就召了他的忠心朋友文士巴�来，帮助他笔�“耶和B}耶利米所Ǣ的一切
Ǒ。” 耶利米�36:4

433

Ɋ些Ǒ都被仔ŗ地写在羊皮卷上，其中包括}于罪�的�厉斥ȅ，}于Ťŧ背道的所有必然后果
的警告，以及呼召�人离弃一切�行的�;。 {PK 432.3}

�卷写完，耶利米仍被囚禁着，ɊÛ他就差遣巴�趁全国禁食的日子，就是“犹大王Ō西�的儿子
Ō雅敬第五年九月，”向那些聚集在圣殿的民�宣ǧɊ�卷。先知Ǣ：“或者他�在耶和B面前�求，
各人回i离开�道；因
耶和B向Ɋ百姓所Ǣ要L的怒气和忿怒是大的。” 耶利米�36:9; 7 {PK 433.1}

巴�遵命而行，将�卷在全体犹大人面前宣ǧ。后来Ɋ位文士又被召到�首ʤ面前去向他�宣ǧ
Ɋ些Ǒ。他�听了大感兴趣，就�ƽ将一切所听Ʃ的都告ǉ王，但却建ƷɊ位文士去藏起来；因

他�深恐王会拒šɊƩǄ，而]ǰá害那些准h并!ɆɊ信息的人。 {PK 433.2}

当�首ʤ将巴�所宣ǧ的一切Ǒ告ǉŌ雅敬王Û，他就立刻吩咐把�卷拿来ǧş他听。王的一个
侍从名叫犹底的，便把�卷取来，开始念ǧ那些ȅh和警告的Ǒ。当Û正)冬令，王和朝臣并犹大
�首ʤ都[着火盆烤火。6ǧ了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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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王不但没有因那已	到他自己和百姓i上的危ʒ而恐惧®兢，反而狂怒地拿起�卷来，“用文士的
刀将�卷割破，°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Ė尽了。” 耶利米�36:23 {PK 433.3}

王和他的�首ʤ“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有几个首ʤ曾“�求王不要ĖɊ�卷；他却不听。”Ɋ
个�王既Ė了�卷；就迁怒于耶利米和巴�，派人去捉拿他�；“耶和B却将他�ʓ藏。” 耶利米�
36:24-26 {PK 434.1}

435

上帝之所以使那些在殿中敬拜的人、以及�首ʤ和王注意那默示的�卷中所写的;告，原是
了
犹大人的好g而慈悲地警戒他�。他Ǣ：“或者犹大家听Ʃ我想要降与他�的一切灾ĳ，各人就回i
离开�道；我好赦免他�的罪孽和罪�。” 耶利米�36:3 上帝怜惜一切在邪�中盲目Æ扎的人；祂
力]藉着L出ȅh和恐吓的Ǒ光照他�昏昧的Ʃ解，Ɋ些Ǒ旨在使身居最高地位的人感ƭ自己的无
知并�悔自己的ɲǾ。祂竭力要帮助那些自Ȃ的人ȳ而不Ċ足自己空虚的成就，而藉着与上天取得
�密的ſŠ去追求属灵的福惠。 {PK 435.1}

上帝的ư划并不是要差遣信使来ƴ好或Ǭ媚罪人；祂也不!什么平安的信息来安·不圣洁的人，
而任由他�沉湎于肉体的安全感之中。反之，祂却将重担J在行�之人的良心上，并用折服的利箭
刺透他的心灵。服役的天使将上帝的可怕刑ŸÓ在他面前，加深他需要帮助的感ƭ，促使L出痛苦
的呼喊Ǣ：“我当怎ë行才可以得救？” 使徒行!16:30 但那使人降到灰�之中、Ȁȅ罪�、并使ˉ傲
和野心蒙羞的圣手，也就是那提拔�"痛悔之人的圣手。那位容ƽ降下¦Ÿ的主，�着最深切的同
情ɽ道：“你要我
你作什么？” {PK 435.2}

当世人得罪圣洁慈悲的上帝Û，他所能采取的最崇高的途径莫如真ǐ悔改，"心流泪地承Ʋ自己
的ɇɲ。

436

Ɋ就是上帝向他所要的；惟有痛悔的心和�"的灵，才能蒙他悦ő。可惜Ō雅敬王和他的臣仆因
ˉ矜傲慢而拒š了上帝的邀Ǥ。他�不肯听从警告而悔改。在神圣�卷被焚Û所提供ş他�的机
会，乃是他�最后的机会。上帝已ś宣称：如果他�到了那Ûɉ不肯听从祂的Ǒ，祂就必将可怕的
»�降在他�身上。他�果然不肯听从，所以祂就宣布要将最后的刑Ÿ降于犹大；祂也必降特别的
忿怒在那个傲慢地高抬自己反抗全能者的人。 {PK 435.3}

“所以耶和Bƿ到犹大王Ō雅敬Ǣ：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G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
日受炎ė，黑夜受寒霜。我必因他、和他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Ÿ他�；我要使我所Ǣ的一切灾
ĳ降到他�、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 耶利米�36:30, 31 {PK 436.1}

焚Ė�卷并未了ŝ事件。写成的�卷固然Ⱥ比其中所含ȅh和警告的Ǒ，以及上帝}悖逆之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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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所宣布的迅将降到的刑Ÿ更易于g理。但是Ɏ�卷也要重新再写呢！主吩咐祂的仆人Ǣ：“你再取
一卷，将犹大王Ō雅敬所Ė第一卷上的一切Ǒ写在其上。”关于向犹大和耶路撒冷所Lʣ言的ƹ�，
固然已化
灰烬；

437

但其上的Ǒǜ在耶利米的心中ƹ�犹新，如同“Ė着的火”一般，而先知竟得蒙准ƽ、重写人的怒
气所亟欲ɬò的一切。 {PK 436.2}

耶利米又取一�卷，交与巴�，“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Ō雅敬所Ė前卷上的一切Ǒ；另
外又添了ƽ多相仿的Ǒ。” 耶利米�36:28, 32 人的怒气力ǰÀ阻上帝先知的工作；但Ō雅敬所想用
来限制耶和B仆人之感化的方法，正好提供了更ɋ一步ʈ明神的要求的机会。 {PK 437.1}

那�致逼迫与耶利米被囚的反抗ȅh之ʯ，今日依然存在。ƽ多人不肯留意那一再!µ的警告，
宁愿听从那些夸Ȧ他�的虚荣并忽Ƭ他�的�行之假�傅。Ɋë的人在患ʔ的日子必没有可靠的避
ʔ所，也没有自天而来的帮助。上帝所¾ɐ的仆人必ʝ以勇敢和忍耐来�付那ś由侮辱、ȸƬ、与
Ǜ告而落在他�身上的ǎĐ和苦ʔ。他�必ʝ一直忠心履行上帝所交托他�去从事的工作，=要ƹ
得古Û的先知、与人类的救主、以及祂的使徒，都曾
道而忍受侮辱和逼迫。 {PK 437.2}

上帝的旨意原是要Ō雅敬听从耶利米的;告，Ɋë他就可以在尼布甲尼撒的眼中得蒙恩x，并使
他自己免去ƽ多�患。

438

Ɋ个年ȸ的君王曾起誓效忠巴比#王；如果他遵守Ǧ言，他就必博得外邦人的尊重，Ɋë就会有
很多宝ȓ的机会使多人悔改了。 {PK 437.3}

犹大王ȸ蔑所ȡş他的非常特权，故意地随自己的心愿而行。他竟ɍ背自己尊敬巴比#王的Ǧ言
而反叛了。Ɋ就使他和他的国家落到非常窘困的地步。耶和B“使迦勒底/、�,/、摩押/、和�
³人的/”来攻3他，（列王ƹ下24:2）他完全无力阻止国土遭受Ɋ些掠j者的蹂Ȯ。他在几年之
内，就羞愧地ŝ束了他那灾ĳʧ繁的王朝，
上天所弃š，
民�所K�，
}之失去信任的巴比
#ǥ王所ȸƬ，!!Ɋ一切都是因
他ɩ了大ɲ，不听上帝藉着祂指定的信使所Ý示的旨意之ŝ果。
{PK 438.1}

Ō雅敬的儿子Ō雅斤（又名耶哥尼�，或哥尼�。）登基作王只有三个月零十天，迦勒底的/ʋ
就因犹大王的背叛而再度[攻Ɋ不幸的城邑，于是他投降了。Ɋ一次尼布甲尼撒“将Ō雅斤、和王
母、后妃、太Ĭ、与国中的大官”等数千人，Ɏ同“木匠、ɢ匠一千人，”都Ì到巴比#去了。此外，
巴比#王“将耶和B殿和王z里的宝物”也都拿去了。” 列王ƹ下24:15-16, 13 {PK 438.2}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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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国权@崩ĉ，人力Ȅ力遭受掠j，但仍得保持独立的政府。尼布甲尼撒立Ō西�的幼子Ġ探
雅
王，ş他改名西底家 {PK 439.1}

440

第三十六章最后的犹大王

西底家开始作王Û，深得巴比#王的信任，并有先知耶利米
可信ȣ的ʟɽ。他若}巴比#人保
持忠ʜ的政策，并听从主藉着耶利米所!的信息，就能ɹ久博得ƽ多在上掌权者的尊重，并有机会
将关乎真神的知Ǉ!ş他�。Ɋë，那些已ś被Ì到巴比#的人就g于有利的地位，而得享多方面
的自由；上帝的圣名也必在Ɍ近各方大受尊崇；而那些留在犹大地的人就不致遭受后来降到他�身
上的可怕灾ĳ了。 {PK 440.1}

上帝曾藉着耶利米;告西底家和全犹大国，包括那些已ś被Ì到巴比#去的人，=要ɷ静地ʜ服
征服者ßÛ的Ţ治。特别重要的是：那些被Ì的人�当
他�被Ì到的那地求平安。

441

Ʃ耶利米�29:7 无ƿ如何，Ɋ是与人之常情相背的；所以撒但就利用当Û的ġ境，在耶路撒冷和
巴比#唆使ƽ多假先知从百姓当中兴起，宣称奴役的ȴ很快就要被折断，而国家原先的威@不久就
要恢复了。 {PK 440.2}

如果国王和那些被Ì的人相信了Ɋ种聊以自慰的ʣ言，他�就采取极有害的行>，ŝ果就必阻Ä
了上帝
他�所定的慈悲ư划。主
要防止煽起叛乱和随之而来的大痛苦起Ʃ，就吩咐耶利米从速
�付Ɋ个危机，去将叛M所有的必然ŝ果警告犹大王。被Ì的人也得到�面的通知，;他�不可受
Ǡ而ȸ信拯救的日子已ś	近。他强ǫǢ：“不要被你�中ʀ的先知和占卜的Ǡ惑。” 耶利米�29:8
同Û他也提到主的旨意，是要在祂的�信使所ʣ言被Ì的七十年Ċ了以后才复兴以色列。 {PK 441.1}

上帝�着何等�切的怜£，向祂被Ì的子民Ǣ明祂
以色列所定的ư划啊！祂知道如果他�受假
先知的;Ǡ而指望迅速的解救，那么他�在巴比#的g境@必非常ƍʔ。他�若作任何示威Ɉ>或
叛M，就必引起迦勒底当局的警惕和整Ɓ，而使他�的自由遭受更ɋ一步地限制。ŝ果必是痛苦与
ĳ灾。祂要他�安分守己，尽量愉快地度自己被奴役的生活；所以祂ş他�的;告乃是：“你�要盖
造房屋住在其中，

442

栽种田园吃其中所�的。……我所使你�被Ì到的那城，你�要
那城求平安，
那城祷告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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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因
那城得平安，你�也随着得平安。” 耶利米�29:5-7 {PK 441.2}

在巴比#的假�傅中，有两个自命圣洁，而wʎ是生活腐ȇ的人。耶利米曾ȀȅɊ两个人的�
行，并将他�的危ʒ警告他�。他�却因受ȅ而¡怒，便ǂ法煽>民�õ蔑真先知的Ǒ，并采取与
上帝;他�服从巴比#王的Ǒ相背的行>，藉此反}他的工作。主藉着耶利米宣称：Ɋ些假先知将
被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并当着他的面被á害。ɇ不多久，Ɋʣ言果然逐字�ˌ了。 {PK 442.1}

到了末Û，必有人起来，在那些自称代表真神上帝的人中引起混乱和叛M。那些Ǣ假ʣ言的人必
鼓>人Ƭ罪�
无足ȸ重之事。当他��行的可怕ŝ果Ý明以后，他�就必尽可能地ǂ法使那曾忠
心警告他�的人
一切困ʔȂȅ，正如犹大人把自己的厄Ɉ�咎于耶利米一ë。但耶和B藉着他先
知所ƺ的Ǒ如何在古Û确4地�ˌ，今日他所!信息的可靠性也必得到Ǆw。 {PK 442.2}

耶利米自始就一ȏ地;人服从巴比#人。Ɋ种;告不但!ş犹大，而且也!şƽ多ɔ国。

443

在西底家作王的初期，曾有以�、摩押、推ŷ、和其他国家的Ţ治者所派来的使臣ǃɽ犹大王，
想知道依他的判断，Û机是否已ś成熟可以ſ合背叛，他是否愿意与他�ſ合作®反抗巴比#王。
当Ɋ些使臣等待回音的Û候，主的Ǒ	到耶利米Ǣ：“你作Ũ索与ȴ，加在自己的ʦʛ上；藉那些来
到耶路撒冷Ʃ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Ũ索与ȴ送到以�王、摩押王、�³王、推ŷ王、西ʠ
王那里。” 耶利米�27:2, 3 {PK 442.3}

耶利米受命要指示Ɋ些使臣去禀告他�的王Ǣ：上帝已ś将他�一ˡ交在巴比#王尼布甲尼撒的
手中，而且他�要“服侍他和他的儿v，直到他本国遭»的日期来到。” 耶利米�27:7 {PK 443.1}

Ɋ些使臣更得到指示要去奏禀他�的国王，如果他�不肯服事巴比#王，他�就要受“刀9、ʲ
荒、瘟疫”的刑Ÿ，直到他�被òĎ
止。他�尤ʝȳ离那些另作其他;告之假先知的教ƶ。主
Ǣ：“不可听从你�的先知、和占卜的、^梦的、ƪ兆的、以及行邪à的，他�告ǉ你�Ǣ：你�不
至服侍巴比#王。他�向你�Ǣ假ʣ言，要叫你�迁移，Ɍ离本地；以致我将你�赶出去，

444

使你�Ď亡。但那一邦肯把ʦʛ放在巴比#王的ȴ下，服事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
耕种居住：Ɋ是耶和BǢ的。” 耶利米�27:8-11Ɋ位慈怜的上帝所能加于如此悖逆之民身上的最ȸ
刑Ÿ，就是叫他�服从巴比#的Ţ治；但他�如果ɍ抗Ɋ个叫他�服奴役的命令，就必�受祂极�
厉的¦Ÿ。 {PK 443.2}

当耶利米ʦʛ上�着ʜ服的ȴ，来向那不知Ō束之各国的使ƐǢ明上帝的旨意Û，他�就不ƅ¤
异。 {PK 444.1}

耶利米在强烈的反}@力之下a持ʜ服的政策。在那些胆敢否定主的ƶǡ之人中，最出名的有哈
拿尼雅，他是民�早已得到警告要防h的假先知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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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他想博取国王和朝廷的ñ心，便µ声反}，并声称上帝已将鼓励犹大人的Ǒȡş他。他Ǣ：“万/
之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如此Ǣ：我已ś折断巴比#的ȴ。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王尼布甲尼撒从
Ɋ地掠到巴比#的器皿，就是耶和B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Ō雅敬的儿子
耶哥尼雅、和被Ì到巴比#去的一切犹大人�回此地，因
我要折断巴比#王的ȴ：Ɋ是耶和BǢ
的。” 耶利米�28:2-4 {PK 444.2}

耶利米当着祭司和民�的面，ǐ�地;他�在主所指定的Û期服从巴比#王。他向犹大人引Ǆ何
西阿、哈巴谷、西番雅的ʣ言，和其他先知所!与他自己所ƺ并无二致的ȅh和警告之信息。他也
向他�提到ƽ多事件的L生，都是�ˌ了»�不肯悔改之罪的ʣ言。上帝的刑Ÿɇ去曾降在怙�不
悛之徒的身上，Ɋ就完全�ˌ了祂藉着祂使者所P示的旨意。 {PK 445.1}

耶利米提出ŝƿǢ：“先知ʣ言的平安，到Ǒǜ成就的Û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B所差来的。”
耶利米�28:9 如果以色列人宁愿冒ʒ，5日后事情的L展就必确定Ǫ是真先知了。 {PK 445.2}

446

耶利米;人ʜ服的Ǒ，激起哈拿尼雅来大胆ȉɽ所!信息的可靠性。哈拿尼雅将那表号性的ȴ从
耶利米的ʦʛ上取下来折断了，Ǣ：“耶和B如此Ǣ：二年之内，我必照ë从列国人的ʦʛ上，折断
巴比#王尼布甲尼撒的ȴ。” {PK 446.1}

“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 耶利米�28:11 当Û他除了退出Ɋ一争斗的_合之外。Ý然是无可施

了。但耶利米又得到另一道信息。主吩咐他Ǣ：“你去告ǉ哈拿尼雅Ǣ：耶和B如此Ǣ：你折断木
ȴ，却Ë了ɢȴ；因
万/之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如此Ǣ：我已将ɢȴ加在Ɋ些国的ʦʛ上，使他
�服事巴比#王尼布甲尼撒；他��要服事他。…… {PK 446.2}

“于是先知耶利米}先知哈拿尼雅Ǣ：哈拿尼雅啊，你�当听：耶和B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Ɋ百
姓倚靠Ǳ言。所以耶和B如此Ǣ：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
你向耶和BǢ了叛逆的
Ǒ。Ɋë，先知哈拿尼雅当年七月ʀ就死了。耶利米�28:13-17 {PK 446.3}

Ɋ假先知曾加强了民�不信耶利米和他所!信息的心。他也曾�意地宣称自己是主的使者，ř于
遭受了死亡的后果。耶利米在五月ʀʣ言哈拿尼雅的死，到了七月ʀ他的Ǒ就�ˌ而Ǆ明是千真万
确的了。 {PK 446.4}

447

假先知的言ƿ所引起的œ¶，使西底家受到了背叛的嫌疑，所以他惟有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
才能Ťŧ作巴比#属国的王。在各使臣从耶路撒冷�回四[的列国之后不久，犹大王就趁着“王z的
大臣”西莱雅Ȟ有重要的使命而赴巴比#的机会（耶利米�51:59）和他一同前去采取行>。西底家
在Ɋ次ǃɽ迦勒底朝廷的Û候，就向尼布甲尼撒重新宣誓效忠于他。 {PK 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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ɊÛ巴比#王已ś从但以理和其他希伯来的俘Ɵ身上，ƲǇ了真神上帝的能力和无上威权；所以
当西底家再度ɕ重地ƽǦ效忠的Û候，尼布甲尼撒就要他凭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的名
他所�ƽ的
起誓。西底家如果尊重他Ɋ次重新Ʊ立的誓Ō，5他的忠ʜ就必在ƽ多人的心中LÈ强大的影响，
因
他�正在注意那些自称敬畏希伯来人上帝的圣名、并关心祂尊荣之人的行
。 {PK 447.2}

可惜犹大王忽Ƭ了Ɋʛ将荣耀�与永生上帝圣名的崇高特权。《圣ś》ƿ到西底家Ǣ：他“行耶和
B他上帝眼中看
�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B的Ǒ;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尼布甲尼撒
曾使他指着上帝起誓，他却背叛；强ʛ硬心，不�服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 I代志下36:12, 13 {PK

447.3}

448

当耶利米Ťŧ在犹大地作ƩǄ的Û候，主在巴比#的俘Ɵ当中兴起了先知以西ŝ，
要警戒并安
慰流亡的人，并a定祂藉着耶利米所ƺ的Ǒ。当西底家作王的末叶，以西ŝ就很清楚地指明了相信
那引使俘Ɵ�指望早日�回耶路撒冷之假ʣ言的愚妄。他也蒙指示要用种种表号和�Ɓ的信息，来
ʣ言耶路撒冷被[困和完全òĎ的事。 {PK 448.1}

西底家作王第六年，主在异象中向以西ŝÝ示在耶路撒冷和主圣殿院門内，甚至在内院里所行的
一些可憎之事。那些Ċ布偶像的房ʀ，和画像，“画着各ë爬物，和可憎的走-，并以色列家一切的
偶像，”（以西ŝ�8:10）!!Ɋ一切都一幕一幕地迅速在先知¤愕不置的眼前ÝĢ。 {PK 448.2}

他看Ʃ那些原�在民ʀ作属灵ʤ袖的“以色列家的七十个ɹ老，”向那Óǂ于圣殿内院之神圣范[
内密室中的偶像Ė香。当犹大人ɋ行他�邪教的�式Û，他�竟自{自慰地Ǣ：“耶和B看不Ʃ我
�；”他�又�慢地宣称：“耶和B已ś离弃Ɋ地。” 以西ŝ�8:11, 12 {PK 448.3}

先知ɉ要看Ʃ“大可憎的事”呢。他Ʃ到在那从外院通入内院的門口，

449

“有p女坐着，
搭模斯哭泣；”又在“耶和B殿的内院，……在耶和B的殿門口，廊子和祭b中
ʀ，Ō有二十五个人，背向耶和B的殿，面向�方拜日i。” 以西ŝ�8:13-16 {PK 448.4}

ɊÛ，那位在此Ý示犹大地权ȓ�之邪行的¤人异象中、一直陪同以西ŝ的荣耀之神ɽ他Ǣ：“人
子啊，你看Ʃ了么？犹大家在此行Ɋ可憎的事，ɉ算
小么？他�在Ɋ地遍行强暴，再三惹我L
怒；他�手拿枝条�向鼻前。因此，我也要以忿怒行事；我眼必不ʟ惜，也不可怜他�；他�虽向
我耳中大声呼求，我ɉ是不听。” 以西ŝ�8:17, 18 {PK 449.1}

主曾藉着耶利米ƿ到那些胆敢奉祂的名站在�民面前的人Ǣ：“Ɏ先知�祭司都是�Ć的；就是在
我殿中，我也看Ʃ他�的�。” 耶利米�23:11 在《圣ś》Ű年史家ƹ�于西底家王朝末叶史迹上的
犹大所受可怕之Ȁȅ中，曾一再提及Ɋ一�Ć圣殿神圣性的罪状。神圣的作者宣称：“�祭司ɹ和百
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 ，õķ耶和B在耶路撒冷分别
圣的殿。” I代志下36:14
{PK 4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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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犹大国的末日很快就要来到了。主再也无法将避免祂最�厉之刑Ÿ的希望Ó在他�面前了。祂L
ɽǢ：“你�能尽免刑Ÿ么？你�必不能免。” 耶利米�25:29 {PK 450.1}

甚至ɎɊë的Ǒ也都被人Ƴǝ嘲弄。那些不知悔悟的人Ǣ：“日子ɏ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但
藉着以西ŝ，有�厉地斥ȅɊ种否定确切ʣ言的Ǒ!出。主Ǣ：“你要告ǉ他�Ǣ，主耶和B如此
Ǣ：我必使Ɋ俗ǜ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Ɋ俗ǜ，你却要Ǣ}他�Ǣ：日子	近，一切的异象都必
�ˌ。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虚假的异象，和奉承的占卜。我耶和BǢǑ，所Ǣ的必定成
就，不再耽延；你�Ɋ悖逆之家，我所Ǣ的Ǒ，必趁你�在世的日子成就：Ɋ是主耶和BǢ的。”
{PK 450.2}

以西ŝ作ǄǢ：“耶和B的Ǒ又	到我Ǣ：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Ǣ，他所Ʃ的异象，是关乎后来
ƽ多的日子，所Ǣ的ʣ言，是指着极Ɍ的Û候。所以你要}他�Ǣ，主耶和B如此Ǣ，我的Ǒ没有
一句再耽延的，我所Ǣ的必定成就；Ɋ是主耶和BǢ的。” 以西ŝ�12:21-28 {PK 450.3}

在那些迅速地引使全国ȩ于Ď亡的人中，西底家王乃是罪魁首�。Ɋ个犹大王由于全然弃š主藉
�先知所!ş他的ƶǡ，忘ƹ了他}于尼布甲尼撒所�有的感激，

451

又ɍ犯了他奉以色列的主上帝之圣名所起的誓，ŝ果就背逆了�先知，背逆了他的恩人，更背逆
了他的上帝。他凭着自己虚妄的智慧ȳ向那从古以来就与以色列的昌盛
Ù的国家，“打L使者往埃
及去，要他�ş他ʾ匹和多民。” {PK 450.4}

主ƿ到Ɋ个如此卑鄙地背弃一切神圣委托的人Û，LɽǢ：“他�能亨通呢？行Ɋë事的人，�能
逃脱呢？他背Ō�能逃脱呢？他ȸ看向王所起的誓，背弃王与他所立的Ō。主耶和BǢ：我指着我
的永生起誓，他定要死在立他作王巴比#王的京都。……法老虽ʤ大/ʋ和大群�，ɉ是不能帮助
他。他ȸ看誓言，背弃盟Ō，已ś投降，却又作Ɋ一切的事，他必不能逃脱。” 以西ŝ�17:15-18
{PK 451.1}

最后清算的日子已	到“Ɋ受死"行�的以色列王”了。主下令Ǣ：“当除掉冠，摘下冕。”犹大将不
再有君王，直到基督自己建立他的国
止。关于大G家的宝座，有神圣的Ƕ旨宣布：“我要将Ɋ国*
覆、*覆、而又*覆，Ɋ国也必不再有，直等到那�得的人来到，我就ȡş他。” 以西ŝ�21:25-27
{PK 451.2}

452

第三十七章被掳到巴比伦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77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西底家作王第九年，“巴比#王尼布甲尼撒率ʤ全/，来攻3耶路撒冷，”[困Ɋ城。列王ƹ下
25:1 犹大的前途是毫无希望的了。主�自藉着以西ŝ宣称：“我与你
Ù。”“我耶和B已ś拔刀出
鞘；必不再入鞘。……人心都必消化，手都Lȶ，精神衰ȇ，膝弱如水。”“我必将我的¡恨倒在你身
上，将我烈怒的火W在你身上，又将你交在善于áĎ的畜类人手中。” 以西ŝ�21:3, 5-7, 31 {PK

452.1}

埃及人极力ǂ法要来援救Ɋ个被[困的城；迦勒底人
要防止他�，所以ßÛ撤退了[困犹大京
城的/兵。因此西底家的心中生出了希望，

453

便派人去Ǥ耶利米
希伯来民族而祈祷上帝。 {PK 452.2}

先知可怕的答复乃是：迦勒底人必要回来òĎɊ城。命令已śL出；Ɋ个怙�不悛的国家无法再
避免神的刑Ÿ了。主警告祂的子民Ǣ：“你�不要自欺，……迦勒底人……必不离开。你�即便áȇ
了与你�争®的迦勒底全/，但剩下受"的人，也必各人从�棚里起来，用火焚ĖɊ城。” 耶利米�
37:9, 10 犹大剩下的人都必被Ì去，要在患ʔ中学�他�在比Ⱥʜ利的ġ境中所不肯学�的教ƶ。
那守望的圣者所L出的Ɋ个命令是无可上ǉ的了。 {PK 453.1}

ɊÛ耶路撒冷城里ɉ有一些人，神的旨意曾ś向他�Ý明，他�中ʀ有几个人决心要将那藏有
上面写着十ǚ之法版的神圣Ōæ，挪到强暴人之手所无法触及的地方去。他�就Ɋë行了。他�以
悲哀�"之情将Ōæ藏在一个山洞里，Ɋæ因以色列和犹大�民的罪而与他�隔离被ʓ藏起来，以
后再不�ɉ他�了。那神圣的Ōæ至今仍ʓ藏着。自从它被ʓ藏以后，始ř没有受ɇ¤>。 {PK 453.2}

耶利米多年来站在�民面前，作上帝忠心的ƩǄ人；如今，当Ɋ不幸的城邑将要落到外邦人的手
中Û，他就Ʋ
自己的工作已ś完成，便想要离去，但被一个假先知的儿子À阻了，

454

Ɋ人去告LǢ耶利米要去投降巴比#人，因
他ɇ去屡次;告犹大要ʜ服他�。先知不承ƲɊ个
虚Ǳ的控告，虽然如此，但“首ʤ¡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Ĭ牢。” 耶利米�37:15 {PK

453.3}

当尼布甲尼撒的/ʋ南ǫ去�付埃及人Û，犹大的首ʤ和民�心中所生出的希望，很快就化
泡
影了。主曾Ǣ：“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
Ù。”埃及的力量不ɇ是一根折断的芦ƒ。圣灵已śP
示Ǣ：“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ƒ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B。”“我必扶持巴比#王的
膀臂，法老的膀臂却要下垂；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王手中；他必�刀攻3埃及地；他�就知道我
是耶和B。” 以西ŝ�29:3, 6; 30:25 {PK 454.1}

当犹大的首ʤɉ妄想从埃及ƙ得帮助Û，西底家王却焦�地想念到那被囚入Ĭ的上帝的先知。ɇ
了多日，王就把他!来，私下ɽ他Ǣ：“从耶和B有什么Ǒ	到没有？”耶利米回答Ǣ：“有；又Ǣ：
你必交在巴比#王手中。 {PK 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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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又}西底家王Ǣ：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Ɋ百姓，你竟将我囚在Ĭ里呢？

455

}你�ʣ言巴比#王必不来攻3你�和Ɋ地的先知，Ģ今在哪里呢？主我的王啊，求你Ģ在垂
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Ō拿D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 耶利米�37:17-
20 {PK 454.3}

因此西底家王就下令，要他�“把耶利米交在ºG兵的院中，每天从ʺɪ街取一个ʺş他，直到城
中的ʺ用尽了。Ɋë，耶利米仍在ºG兵的院中。” 耶利米�37:21 {PK 455.1}

王不敢公然表示相信耶利米。他虽因受恐惧所ˁ使而私下求ɽ先知，但他ɉ是太懦弱了，不敢冒
着首ʤ和民�的反}去ʜ从先知所宣示的上帝的旨意。 {PK 455.2}

耶利米在ºG兵的院中，Ťŧ;人服从巴比#的Ţ治。起而ɍ抗必自取死亡。主!ş犹大的信息
乃是：“住在Ɋ城里的，必遭刀9、ʲ荒、瘟疫而死；但出去�降迦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
己命
掠物的，必得存活。”ɊǑ是Ņ明而肯定的。先知更奉主的圣名勇敢地Ǣ：“Ɋ城必要交在巴比
#王/ʋ的手中；他必攻取Ɋ城。” 耶利米�38:2, 3 {PK 455.3}

首ʤ�因耶利米屡次的;告均与他�决定抵抗的政策相ɍ，就大
忿怒，ř于向王提出强硬的抗
Ʒ，

456

力ʐ先知
全国的公Ù，因
他的Ǒ使民�的手Lȶ，并
他�招来了不幸；故此�Ǘ将他g
死。 {PK 455.4}

懦弱的国王明知Ɋ些控告是虚假的；但
要ƴ好那些在国内身居高位的人，他就假装相信他�的
Ǳ言，而将耶利米交在他�的手中，任凭他�随意g理。先知便被“下在哈米勒的儿子Ġ基雅的牢ğ
里，那牢ğ在ºG兵的院中；他�用Ũ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ğ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
在淤泥中。” 耶利米�38:6 但上帝
他兴起了几个朋友，他�代他向王提出要求，ŝ果又将他迁回
ºG兵的院中。 {PK 456.1}

后来王又再度私下把耶利米叫来，命他忠w地Ǣ明上帝}耶路撒冷所有的旨意。耶利米反ɽ王
Ǣ：“我若告ǉ你，你�不定要á我么？我若;戒你，你必不听从我。”于是王与先知私下Ʊ了Ō。西
底家保ǄǢ：“我指着那造我�生命之永生的耶和B起誓，我必不á你，也不将你交在~索你命的人
手中。” 耶利米�38:15, 16 {PK 456.2}

ɊÛ王ɉ有机会可以表示听从耶和B警告的意愿，藉此使那正降于耶路撒冷城和全国的刑Ÿ中Í
合一点怜£。当Û所!ş王的信息是：“你若出去�降巴比#王的首ʤ，你的命就必存活，

457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79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Ɋ城也不至被火焚Ė；你和你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降巴比#的首ʤ，Ɋ城必交在迦勒底
人手中，他�必用火焚Ė，你也不得脱离他�的手。” {PK 456.3}

王回答Ǣ：“我怕那些投降迦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迦勒底人将我交在他�手中，他�弄我。
”但是先知向他保ǄǢ：“迦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后来他又加上ǐ�的;告Ǣ：“求你听从我}你所
Ǣ耶和B的Ǒ；Ɋë你必得好g，你的命也必存活。” 耶利米�38:17-20 {PK 457.1}

上帝甚至在最后的Û刻，ɉ如此Ý明自己�意施恩与凡决心ʜ从祂公之要求的人。如果王决心
ʜ从的Ǒ，民�的生命就可保全，而城也不致被火焚Ė；但他�Ʋ
自己回i已ś太晚了。他怕犹
大人，怕受弄，怕�失性命。西底家在多年背叛上帝之后，就Ʋ
自己若向民�Ǣ：“我ʤ受了主
藉着先知耶利米所Ǣ的Ǒ；我不敢ɍ背Ɋƽ多警告而与Ù人作®，”Ɋ未免太失尊�了。 {PK 457.2}

耶利米含着眼泪�;西底家拯救他自己和他的百姓。他痛心地向他ʐ述：他若不听从上帝的;
告，决不能保全性命，而他一切所有的都必落在巴比#人的手中。但王已ś踏入歧途，而且不肯ȳ
回。

458

他决心听从假先知和他ʟɽ的建Ʒ，Ɋ些ʟɽwʎ是他所ȸƬ的，而他�也常因他如此ȸ易屈从
他�的心愿而Ƴǝ他的懦弱。他竟ě牲了自己作大丈夫高ȓ的自由，而M成了迎合公�意Ʃ的奴
隶。他虽未定意作�，但也没有决心勇敢地a持正。他虽察知耶利米所ş予的;告的价)，但他
没有道的魄力去ʜ从；ŝ果他就一直朝着ɲǞ的方向而行。 {PK 457.3}

王真是太懦弱了，甚至不愿他的朝臣和民�知道他曾与耶利米会Ǯɇ，惧怕人的心理已全然控制
了他。西底家若勇敢地a立，声明他相信先知所ƺ的�已�ˌ一半，就可避免何等的òĎ啊；他�
当Ǣ：“我决定ʜ从主，并拯救Ɋ个城邑免于全然òĎ。我不敢因畏惧或ƴ好人而不ʟ上帝的命令。
我ę好真理，恨�罪�，所以我愿ʜ从以色列大能者的ƶ示而行。”Ɋë，民�就会尊重他勇敢的ʯ
度，而那些ś常徘徊于信与不信之ʀ的人也会
正而a立了。Ɋ种勇毅与�正的行
，自必使他
的臣民激Lɞ佩和效忠之心。他就会ƙ得足够的支持；而犹大就必能免于á戮、ʲ荒、与大火等ʔ
以形容的灾ĳ了。 {PK 458.1}

西底家的懦弱乃是一种罪�，他也
此付出了可怖的代价。Ù人象无可抗拒的崩雪般ɹˁ直入，
蹂Ȯ全城。希伯来的/ʋĉ乱ȇ退。

459

全国都被征服了。西底家被捉拿，他的�子当着他的面被á。而他本人5被剜掉双眼，并被Ì离
开耶路撒冷，到了巴比#就悲惨地死了。那四百年来矗立于ɳ安山上的壮�圣殿也没有幸免。“迦勒
底人焚Ė上帝的殿，拆ò耶路撒冷的城f，用火Ė了城里的z殿，ò坏了城里宝ȓ的器皿。” I代志
下36:19 {PK 4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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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布甲尼撒最后攻陷耶路撒冷的Û候，ƽ多人虽然逃脱了ɹ期[困的恐怖，但仍不免死于刀
下。在那些幸存的人中，有一些!!特别是祭司ɹ和国内的首ʤ臣宰，

460

都被�到巴比#，在那里被定
叛徒而g死。其他的人5被Ì去作尼布甲尼撒和他子v的仆
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Ɋ就�ˌ耶和B藉耶利米口所Ǣ的Ǒ。” I代志下36:20, 21 {PK 459.1}

关于耶利米本人，《圣ś》ƹȹǢ：“巴比#王尼布甲尼撒ʪ到耶利米，嘱咐ºGɹ布尼撒拉旦，
Ǣ：你ʤ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你怎么Ǣ，你就向他怎么行。” 耶利米�39:11,
12 {PK 460.1}

先知既被巴比#的官ɹ从牢ğ里ɖ放出来，就决定与迦勒底人所留下的一些“民中最ĺ的……修理
葡萄园，耕种田地”的人患ʔ相共。耶利米�52:16 巴比#人立基大利
省ɹ来管理Ɋ些人。但�ɇ
了几个月，Ɋ个新立的省ɹ竟被叛徒所刺á。那些ĺ人śɇƽ多的折磨之后，ř于被他�的ʤ袖Ǣ
服而去埃及地避ʔ。耶利米5大声疾呼地反}Ɋ种迁移。他�;Ǣ：“不要ɋ入埃及去。”可惜Ɋ默示
的;告没有人听从，ŝ果“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男人、p女、孩童”都逃往埃及去，“到了答比
匿；Ɋ是因他�不听从耶和B的Ǒ。” 耶利米�43:5-7 {PK 460.2}

在耶利米向那些藉逃往埃及而背叛尼布甲尼撒的“余数”所宣布降灾的ʣ言中，也Í合着ş凡愿意
悔改自己的愚妄而准h回去之人的赦罪�ƽ。主虽然决不ʸ恕那些ȳ离祂的ƶ言而依从埃及拜偶像
之ƣ惑影响的人，

461

但祂同Û也向那些表示忠ȁ的人施恩。祂Ǣ：“脱离刀9，从埃及地�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ɋ
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Ǫ的Ǒ立得住：是我的Ǒ呢？是他�的
Ǒ呢？” 耶利米�44:28 {PK 460.3}

先知}于那些原�作世界属灵亮光之人的6愎行
的哀"，以及他
ɳ安与被Ì往巴比#之民的
厄Ɉ的悲痛，都可以在他所写的哀歌中看出来；Ɋ些哀歌ƹȹ下来作
Ŏ念，Ý明离弃耶和B的ƶ
ǡ而依从人的智慧，是多么地愚妄。耶利米在Ɋë的ȇ亡中，仍然宣称：“我�不至消Ď，是出于耶
和Bǥ般的慈ę；”他ś常的祈祷乃是：“我�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
，再�向耶和B。” 耶利米哀歌
3:22, 40 当犹大ɉ是列邦中的一个国家Û，他曾求ɽ他的上帝Ǣ：“祢全然弃掉犹大么？祢心K�ɳ
安么？”他也曾大胆�求Ǣ：“求祢
祢的名的ű故，不K�我�。” 耶利米�14:19, 21 先知Ł信上帝
永恒的旨意，乃要从混乱中�致秩序，并向地上的列国和全宇宙Ý明祂的公和慈ę的本性，因此
祂Ģ在Ċ有把握地
那些可能ȳ离邪�而�向公的人代求。 {PK 461.1}

但ɊÛɳ安已ś完全òĎ了；上帝的子民已ś被Ì。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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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不ƅ�"地感NǢ：“先前Ċ有人民的城，Ģ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
大的，Ģ在竟如寡
p！先前在ǥ省中
王后的，Ģ在成
ɋȃ的！她夜ʀ痛哭，泪流Ċ腮；在一切所�ę的中ʀ，没
有一个安慰她的；她的朋友都以Ǔǈ待她，成
她的仇Ù。 {PK 461.2}

“犹大因遭遇苦ʔ，又因多服?苦，就迁到外邦；她住在列国中，~不着安息，追逼她的都在狭窄
之地将她追上。ɳ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Ɛ就悲"；她的城門凄凉；她的祭司N息；她的g女受
ƍʔ，自己也愁苦。她的Ù人
首，她的仇Ù亨通；因耶和B
她ƽ多的罪ɇ，使她受苦；她的孩
童被Ù人Ì去。” {PK 462.1}

“主何竟L怒，使黑云遮蔽ɳ安城！祂将以色列的B美，从天°在地上，在祂L怒的日子，并不ƹ
念自己的脚凳。主吞Ď雅各一切的住g，并不ʟ惜；祂L怒*覆犹大民的保障，使Ɋ保障坍倒在
地！祂辱没Ɋ国和其中的首ʤ。祂L烈怒，把以色列的角全然砍断，在仇Ù面前收回右手；祂象火
焰四[吞Ď，将雅各Ėò。祂�弓，好象仇Ù；祂站着�起右手，如同Ù人，将悦人眼目的尽行á
戮；

463

在ɳ安百姓的�棚上，倒出祂的忿怒象火一ë。” {PK 462.2}

“耶路撒冷的民哪，我可用什么向你Ǆ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ɳ安的民哪，我可拿什么和
你比Ⱥ，好安慰你呢？因
你的裂口大如海，Ǫ能医治你呢？” {PK 463.1}

“耶和B啊，求祢ƹ念我�所遭遇的事；ƪ看我�所受的凌辱。我�的��，�与外邦人；我�的
房屋，�与外路人。我�是无父的孤儿；我�的母�好像寡p。……我�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
我�担当他�的罪孽。奴仆Ɂ制我�；无人救我�脱离他�的手。……Ɋ些事我�心里L昏；我�
的眼睛昏花。” {PK 463.2}

“耶和B啊，祢存到永Ɍ；祢的宝座，存到万代。祢
何永Ɍ忘ƹ我�，
何ƽ久离弃我�？耶和
B啊，求祢使我�向祢回ȳ，我�便得回ȳ；求祢复新我�的日子，象古Û一ë。” 耶利米哀歌1:1-
5; 2:1-4, 13; 5:1-3, 7, 8, 17, 19-21 {PK 463.3}

464

第三十八章黑暗中透露光明

犹大国末期所śI的òĎ与死亡的黑暗年日，若不是上帝的信使�所L出的ʣ言中�有勉励的
Ǒ，就ʔ免要使那最6强的心志也
之š望了。主本乎怜£的心，藉着在耶路撒冷的耶利米、在巴
比#朝庭中的但以理、以及在迦巴˔河Ʉ的以西ŝ，ʈ明了祂永恒的旨意，并保Ǆ祂�意
祂的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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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wĢ那ƹ在摩西�卷中的ǥ般�ƽ。凡祂所Ǣ要
那些忠于祂的人成就的事，祂一定要使之w
Ģ。上帝的道乃是“活ú常存的。” 彼得前�1:23 {PK 464.1}

当以色列民在Ü野ʰ流的Û候，主曾
祂的儿女作了充分的安排，使他�能牢ƹ祂律法上的一切
Ǒ。及至他�在迦南定居之后，每一个家庭都要天天复�神圣的律例；将之清楚地写在門框和城門
上，

465

并刻在Ŏ念碑上。他�也要将之配合�曲，由老老少少歌唱吟ǣ。祭司�要在公�聚会中教�Ɋ
些圣洁的法度，而国家的首ʤ也要把它�作
每日研究的ʪ旨。关于Ɋ律法�，主曾吩咐Ō��
Ǣ：“�要昼夜思想，好使你ǽ守遵行Ɋ�上所写的一切Ǒ；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ʜ利。”
Ō��ƹ1:8 {PK 464.2}

Ō��曾将摩西的著作教�全以色列。“摩西所吩咐的一切Ǒ，Ō��在以色列全会�、和p女、
孩子、并他�中ʀ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ǧ的。” Ō��ƹ8:35 Ɋ是遵照耶和B的明令，
第七年要在守住棚Ɛ的Û候公开宣ǧ律法�上的Ǒ。以色列的属灵ʤ袖曾蒙指示Ǣ：“要招聚他�
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听、使他�学�，好敬畏耶和B你�的上帝，ǽ守遵行Ɋ律
法的一切Ǒ；也使他�未曾Þ得Ɋ律法的儿女得以听Ʃ，学�敬畏耶和B你�的上帝，在你�ɇŌ
但河要得
�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Ɋë行。” 申命ƹ31:12-13 {PK 465.1}

如果以色列人在以后的各世Ŏ中遵从Ɋʛƶ勉，那么他�的I史Ǘ是何等的不同了啊！他�惟有
将上帝的圣言珍藏在�民的心中，才有希望成全神的旨意。

466

由于重Ƭ上帝的律法，才使以色列在大G王朝和所ŷ門Ţ治的初叶大有力量；也由于Ł信活ú常
存的道，所以以利�和Ō西�的Û代才能w施改革Ɉ>。后来耶利米}于ɋ行改革所作的努力，也
是取决于Ɋ真理的《圣ś》!!就是以色列最丰富的ɓ�。他无ƿ在什么地方工作，都用Ɋǐ�的Ǒ
去�付民�：“当听ɊŌ的Ǒ，”（耶利米�11:2）ɊǑ将使他�充分了解上帝要将救恩真理的知Ǉ!
Ɇ万国的旨意。 {PK 465.2}

在犹大背道Û期的末叶，�先知的;告似乎没有起什么作用；所以当迦勒底的/ʋ第三次、也就
是最后一次[攻耶路撒冷Û，�人的心中就完全š望了。耶利米既ʣ言全然的òĎ；又因他a持投
降，所以他ř于被下在Ĭ里。但上帝并没有Ƶ那些仍然留在城内的忠ȁ“余数”完全陷入无望的š境。
正当耶利米被那些藐Ƭ他的信息之人��ĬƬ着的Û候，有一些关于上天如何�愿赦免拯救的新P
示	到他，Ɋ些P示从当Û直到今日都成了上帝教会ƙ得安慰的无尽来源。 {PK 466.1}

耶利米a守着上帝的ǥ般�ƽ，所以藉着一ʛ已Ʃǥ行>的比X，来向Ɋ注定遭劫之城邑的居
民、Ý明自己a信上帝}祂子民的旨意ř必wĢ。他在ƽ多ƩǄ人面前，仔ŗ遵照一切必ʝ的合法
手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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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

468

469

用十七舍客勒ɨ子�了靠近�拿突村的一`祖!的地。 {PK 466.2}

按世人的眼光看来，在巴比#人已ś占ʤ的区域之内�地，Ý然是一ʛ愚妄之�。先知自己曾ʣ
言耶路撒冷的òĎ、犹大的荒�、和全国的ȇ亡。他也曾ʣ言被Ì到遥Ɍ的巴比#去的漫ɹÛ期。
何况他�已年Ŏ老迈，决不能指望从他所�的地上ƙ得什么私人的利益。然而他}于《圣ś》所ƹ
ȹ之ʣ言的研究，已ś使他心中a信主定意要将被Ì之民原来所占有的�ƽ之地ɉş他�。耶利米
以信心的眼睛展望到那些流亡者在苦ʔ的�月ŝ束之后，回来重新占ʤ他�的列祖之地。他藉着Ȏ
��拿突的那`地，来尽力以那使他自己的心灵ƙ得无比安慰的指望去鼓舞别人。 {PK 469.1}

耶利米既ń署了�契，又得到Ǆ人的画押，便嘱咐他的�ƹ巴�Ǣ：“万/之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
如此Ǣ：要将Ɋ封Ŭ的和敞着的两�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
万/之耶和B以色列的上
帝如此Ǣ：将来在Ɋ地必有人再�房屋、田地、和葡萄园。” 耶利米�32:14, 15 {PK 469.2}

在ɋ行Ɋʛ特殊交易Û，犹大的前途ʥ令人沮�，耶利米在完成�地的一切手ŧ、并
保存Ǆ件
作了安排之后，

470

他的信心ɇ去虽然从未>Ô，ɊÛ却受到了�重的考ˌ。他如此竭力勉励犹大是不是僭妄自恃之
�呢？在他渴望要建立}上帝圣言中�ƽ的信任Û，他有没有Ƶ步ş虚幻的希望呢？那些曾ś与上
帝立Ō的子民，早已藐Ƭ上帝
他�而安排的一切。上帝向Ɋ蒙¾ɐ的国度所L的�ƽ，ɉ能有完
全wĢ的一天么？ {PK 469.3}

先知心中困惑，并
那些不肯悔罪改ɇ之人所受的痛苦而深深�"，便祈求上帝}于那
人类而
定的神圣旨意ȡ予ɋ一步的P�。 {PK 470.1}

耶利米祷告Ǣ“主耶和B啊，祢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7造天地，在祢没有ʔ成的事；祢施慈ę
与千万人，又将父�的罪孽»�在他后世子v的�中，是至大全能的上帝，万/之耶和B是祢的
名。ǰ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ƪ看世人一切的�>，
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ŝ果»
�他；在埃及Ý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ʀ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
ë；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ʤ祢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
Ɋ地ȡş他�，就是祢向他�列祖起誓�ƽȡş他�流奶与蜜之地；他�ɋ入Ɋ地得了
�，

471

却不听从祢的Ǒ，也不遵行祢的律法；祢一切所吩咐他�行的，他�一无所行；因此祢使Ɋ一切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84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的灾ĳ	到他�。” 耶利米�32:17-23 {PK 470.2}

尼布甲尼撒的/ʋ即将强Ƨɳ安的城f了。成千的人行将在
保G城池作最后的殊死®中捐躯。
ɉ有更多的人将因ʲʻ与瘟疫而�命。耶路撒冷的厄Ɉ已ś注定了。Ù/[攻的高d已ś超越城f
了。先知Ťŧ祷告上帝Ǣ：“看哪，Ù人已ś来到，筑d要攻取Ɋ城，城也因刀9、ʲ荒、瘟疫、交
在攻城的迦勒底人手中。祢所Ǣ的Ǒ都成就了，祢也看Ʃ了，主耶和B啊，祢}我Ǣ要用ɨ子
自
己�那`地，又ǤƩǄ人；其wɊ城已交在迦勒底人的手中了。” 耶利米�32:24, 25 {PK 471.1}

先知的祈祷得到了慈ę的答复。正在危ʔ之ʎ，当Ɋ位真理使者的信心受到烈火般的考ˌÛ，“耶
和B的Ǒ	到耶利米Ǣ：我是耶和B，是凡有血气者的上帝；�有我ʔ成的事么？”（耶利米�
32:26, 27）圣城很快就要落到迦勒底人手中了；它的城門和z殿都要被火焚ò；虽然òĎ的灾ĳ已
迫近眉睫，耶路撒冷的居民将要被Ì，但耶和B
以色列所定永恒的旨意ř必wĢ。

472

所以主更ɋ一步地答复祂仆人的祈祷，ƿ到那些遭受祂¦Ÿ的人Ǣ： {PK 471.2}

“我在怒气、忿怒、和大¡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招聚出来，ʤ他�
回到此地，使他�安然居住。他�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的上帝。我要使他�彼此同心同道，
好叫他�永Ɍ敬畏我，使他�和他�后世的子v得福�。又要与他�立永Ɍ的Ō，必随着他�施
恩，并不离开他�，且使他�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ñ喜施恩与他�，要尽心尽意、ǐǐ
ww、将他�栽于此地。“因
耶和B如此Ǣ：我怎ë使Ɋ一切大ĳ	到Ɋ百姓，我也要照ë使我所
�ƽ他�的一切福�都	到他�。你�Ǣ：Ɋ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迦勒底人手之
地。日后在Ɋ境内，必有人置�田地。在便雅£地、耶路撒冷四[的各g、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
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ɨ子�田地，在契上画押，将契封Ŭ，Ǥ出ƩǄ人；因

我必使被Ì的人�回：Ɋ是耶和BǢ的。” 耶利米�32:37-44 {PK 472.1}


要a定Ɋ些有关救ȟ和复兴的保Ǆ起Ʃ，ɊÛ，“耶利米ɉ囚在ºG兵的院内，耶和B的Ǒ第二
次	到他Ǣ： {PK 472.2}

473

“成就的是耶和B，造作
要建立的也是耶和B；耶和B是祂的名；祂如此Ǣ：你求告我，我就�
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ʔ的事指示你。ƿ到Ɋ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z室，就是拆ò

ÅÙ人高d和刀9的，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如此Ǣ：……看哪，我要使Ɋ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
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ǐwÝ明与他�。我也要使犹大被Ì的和以色列被Ì的�回，并
建立他�，和起初一ë。我要除1他�的一切罪，就是向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的一切罪。
……Ɋ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ʢȦ，得荣耀，名
可喜可�之城；万国人因听Ʃ我向Ɋ城
所ȡ的福�，所施的恩惠平安，就惧怕®兢。 {PK 473.1}

“耶和B如此Ǣ：……在Ɋ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再听Ʃ有ñ喜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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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新郎和新p的声音，并听Ʃ有人Ǣ：要称ǹ万/之耶和B；因耶和B本
善，他的慈ę
永Ɍɹ存；又有奉感ǹ祭到耶和B殿中之人的声音。因
我必使Ɋ地被Ì的人�回，和起初一ë；
Ɋ是耶和BǢ的。 {PK 473.2}

“万/之耶和B如此Ǣ：在Ɋ荒�无人民无牲畜之地，

474

并其中所有的城邑，必再有牧人的住g；他�要使羊群Ȱ卧在那里。在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
邑、南地的城邑、便雅£地、耶路撒冷四[的各g、和犹大的城邑，必再有羊群从数点的人手下ś
ɇ：Ɋ是耶和BǢ的。 {PK 473.3}

“耶和BǢ：日子将到，我�ƽ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耶利米�33:1-14 {PK 474.1}

上帝的教会在与罪�@力ɹ期争斗的最黑暗的Û刻，就此得到了安慰。撒但在力]òĎ以色列的
事上似乎得ƅ了；但主依然支配着当前的一切事件，而在未来的�月中，祂的子民要得到Ʀ救ɇ去
的机会。祂!ş教会的信息是： {PK 474.2}

“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惶；因我要从Ɍ方拯救你，从被Ì到之地拯救你
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靖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因
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我必使你痊愈，
医好你的"痕。” 耶利米�30:10-11, 17 {PK 474.3}

在那快�复兴的日子，以色列分裂后的各支派要重新ſ合成
一个民族。主要被公Ʋ
管理“以色
列各家的上帝。”祂Ǣ：“他�必作我的子民。”“你�当
雅各ñ�歌唱，因万国中
首的ñ呼；当!
µʢȦ，Ǣ：耶和B啊，求祢拯救祢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

475

我必将他�从北方ʤ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来的，有瞎子、瘸子；……他�要哭泣而来，我
要照他��求的引�他�，使他�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Ś跌；因
我是以色列的父，
以法Ƙ是我的ɹ子。” 耶利米�31:1, 7-9 {PK 474.4}

那些一度曾被承Ʋ
上天所恩xɇ于世上其他一切民族的，竟在列国的面前被降
卑，而将在流
亡中学�那与他�将来幸福密切攸关之ʜ从的教ƶ。在他�ɉ没有学会Ɋ番教ƶ之前，上帝就不能
w行祂原来渴望
他�施行的一切了。祂解ɖ祂定意管教他�乃
他�属灵的益g，Ǣ：“我……要
从{¦治你，万不能不Ÿ你。” 耶利米�30:11 然而那些曾ś作
祂怜ę的}象之人，决不会永Ɍ被
撇弃一旁；祂将要向地上的万国Ý明祂的ư划，乃是要从Ý然的失ȇ中得到ƅ利，乃是要拯救而不
是要òĎ。所以有如下的信息ȡ予先知： {PK 475.1}

“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象牧人看守羊群。因耶和B救ȟ了雅各，救ȟ他脱离比他
更强之人的手。他�要来到ɳ安的高g歌唱，又流�耶和B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
并羊羔牛Ĝ之地；他�的心必象ü灌的园子；他�也不再有一点愁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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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因
我要使他�的悲哀M
ñ喜，并要安慰他�，使他�的愁ĕȳ
快�。我必以肥油使祭
司的心Ċ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Ɋ是耶和BǢ的。” {PK 475.2}

“万/之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如此Ǣ：我使被Ì之人�回的Û候，他�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再
ɊëǢ：公的居所啊，圣山哪，愿耶和Bȡ福ş你。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0夫和牧羊的人，
要一同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ʷʳ；愁ĕ的人，我使他知足。” {PK 476.1}

“耶和BǢ：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Ō，不像我拉着他�祖宗的手，ʤ他�出
埃及地的Û候，与他�所立的Ō；我虽作他�的丈夫，他�却背了我的Ō：Ɋ是耶和BǢ的。耶和
BǢ：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Ō乃是Ɋë：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里面，写在他�
心上；我要作他�的上帝，他�要作我的子民。他�各人不再教�自己的ɔ舍，和自己的弟兄，
Ǣ：你ǗƲǇ耶和B；因
他�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ƲǇ我。我要赦免他�的罪孽，不再ƹ念
他�的罪�：Ɋ是耶和BǢ的。” 耶利米�31:10-14, 23-25, 31-34 {PK 476.2}

477

第五Ű寄居外邦
478

“耶和BǢ：你�是我的ƩǄ，我所¾ɐ的仆人。” 以ȥ��43:10 {PK 478.1}

479

第三十九章 在巴比伦宫廷中

本章根据 但以理�1: {PK 479.1}

在七十年被ÌÛ期的开始被Ì到巴比#去的以色列人中，有一些是ę国的基督徒，他�有如ɜɢ
般地忠于原5，不愿因自私而ȇ落，却愿不ư任何É失而决意尊荣上帝。Ɋ些人要在他�被Ì到之
地将那因ƲǇ耶和B而有的福分ş予异教国家，藉此Ɇ成上帝的旨意。他�要作祂的代表。他�决
不至与拜偶像的人妥C；他�要以他�的信仰和敬拜永生上帝之人的名号
无上的光荣。Ɋ一点他
�果然作到了。他�无ƿ在ʜ境或逆境中都尊重了上帝；上帝也就重看了他�。 {PK 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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Ɋ些敬拜耶和B的人被Ì到巴比#，上帝殿中的器皿也被置于巴比#神的宙宇里，征服者常傲慢
地引述Ɋ些事w，作
他�的宗教和�俗高于希伯来人的宗教和�俗的凭Ǆ。

480

然而上帝却正要藉着以色列人因离弃祂而招致的屈辱，ş予巴比#一个凭Ǆ，Ý明祂的至尊至
高，祂律例的圣洁，以及ʜ从的必然ŝ果。而祂所ş予的Ɋ个ƩǄ，也只有藉着那些忠于祂的人才
能作出来。 {PK 479.3}

在那些}上帝保持忠ȁ的人中，有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作
杰出的范例，Ý明人若与全智
全能的上帝ſ合，就可成
怎ë的人。Ɋ些属于王族的青年，从比Ⱥȉ朴的犹大家庭中，被Ì到一
个最壮�的城市，ɋ入世上最 大君王的z廷中。尼布甲尼撒“吩咐太Ĭɹ�施毗拿从以色列人的宗
室和ȓ胄中，�ɋ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Ɇ各ë学ɽ、知Ǉƀ明俱h、足能
侍立在王z的。…… {PK 480.1}

“他�中ʀ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撒利雅。”尼布甲尼撒既在Ɋ些青年人
的身上看出有卓越才能的希望，就决意ƶŕ他�充任国内的重要ž位。
使他�具有充分Ȝ格肩Ȃ
其ř身工作起Ʃ，他安排他�学�迦勒底人的文字言ǜ，并ȡş他�那供与国内首ʤ受非常教育的
机会Ɇ三年之久。 {PK 480.2}

但以理他同伴的名字，被改成代表迦勒底ǥ神的名字，

481

希伯来人的父母
子女所起的名字是富有意的。Ɋ些名字往往代表父母期望Ʃ到在儿女身上所
培养之品格的特ȉ。那Ȃȅ管理被Ì的青年人的太Ĭ“称但以理
伯提沙撒，称哈拿尼雅
沙得拉，
称米沙利
米煞，称�撒利雅
�伯尼歌。” {PK 480.3}

王并未强迫希伯来青年放弃他�的信仰而附从敬拜偶像，但他却希望逐ćɆ到Ɋ个目的。他ş他
�起含有拜偶像意的名字，使他�天天接近拜偶像的�俗，并使他�g于具有Ǡ惑性的邪教敬拜
�式的影响之下，希望藉此引Ǡ他�放弃其祖国的宗教，而参加巴比#人的崇拜。 {PK 481.1}

他�的śI一开始就遇到品格上决定的考ˌ。王已派定他�必ʝ用王的膳、ʵ王的酒。王Ɋë作
是想表示自己xę他�，并且关�他�的福利。但王的膳既有一部分已ś祭ɇ偶像，5王桌上的食
物就算是献ş偶像了；所以任何人若分用Ɋ膳，就必被Ƭ
是敬拜巴比#的ǥ神了。}于耶和B的
忠ʜ决不容ƽ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参与Ɋë的敬拜。甚至他�假装吃Ɋ膳，喝Ɋ酒，也是否Ʋ他�信
仰的表示。他�若Ɋë行，就无异自列于邪教的ʌ伍中，并侮辱上帝律法的原5了。 {PK 481.2}

482

他�也不敢冒ʒ，使自己灵、智、体三方面的L展受到奢B与放ƕ的削弱影响。他�都熟悉拿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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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比¯的往事，Ɋ两个人的不Ɛ制及其ŝ果的ƹ�，都被保存在摩西五ś的羊皮卷内；所以他�
知道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必因ʵ酒受到有害的影响。 {PK 482.1}

但以理和他的同伴曾受父母所ƶŕ而养成�格Ɛ制的�©。他�曾受教�得悉上帝要他�
自己
的才干Ȃȅ，所以他�不可妨碍或消弱自己的能力。}于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而言，Ɋ种教育乃是他
�在巴比#z廷的腐ȇ影响中保守自己的力量。在那奢B腐ȇ的z廷中，那包[他�的ǎ探是相当
强烈的，但他�却始ř保持不受沾õ。没有什么@力或影响、能使他�ȳ离他�幼年从研究上帝的
圣言和作
中所学得的原5。 {PK 482.2}

但以理如果愿意的Ǒ，他尽可在他的ġ境中找出一个似乎合理的托辞，作
离弃�格Ɛ制之�©
的藉口。他尽可以Ƀ称：他既托ȣ巴比#王的恩x，又g于他的权下，除了吃王的膳、ʵ王的酒以
外，就无其他的途径可循；因
他若a持神的教ƶ，就必开罪于王，因而可能�失他的地位和生
命。他若不ʟ主的命令，就可保持王的恩x，并可
自己ƙ得L展才智的机会与得意的属世前途。
{PK 482.3}

483

可是但以理并没有ɏ疑。在他看来，上帝的嘉ƽ比地上最有权@之君王的恩x更可ȓ!!甚至比生
命更可ȓ。他决意a持自己的ŏ正，ŝ果如何在所不ư。他“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ʵ的酒玷õ自
己。”他的三个同伴也支持他Ɋʛ决定。 {PK 483.1}

Ɋ几位希伯来青年作出Ɋë的决定，并不是僭妄自恃， 而是出于a定倚靠上帝的行>。他�并不
是故意要作与�不同的人，但他�宁愿Ɋë作而不愿羞辱上帝。如果他�Ɋ次屈从ġ境的J力而与
ɲǾ妥C，5他�的背离原5@必削弱他�的正感和憎KɲǾ的心理。第一步行ɲ就必引致其它
的ɲ行，直到他�与上天的ſŠ断š，他�就必被ǎ探冲去。 {PK 483.2}

“上帝使但以理在太Ĭɹ眼前蒙恩惠、受怜£，”而他所作的容他不玷õ自己的Ǥ求也受到了重
Ƭ。然而太Ĭɹɏ疑不敢允准。他向但以理解ɖǢ：“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ś派定你�的ʵ食；倘
若他Ʃ你�的面貌，比你�同�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Ɋë，你�就使我的i在王那里ʔ保。”
{PK 483.3}

于是但以理就Ǥ求那位特别Ȃȅ管理希伯来青年的委<准他�不吃王的膳，不ʵ王的酒。他要求
将Ɋ事作十天的ǎˌ，在ɊÛ期中，

484

只要şɊ几个希伯来青年吃ŅD的食物，而他�的同伴5吃王的美味珍ʽ。 {PK 483.4}

委<虽然深恐自己答�Ɋ个要求可能招惹王的不悦，可是他ɉ是同意了；但以理就知道他在Ɋ事
上已ś得ƅ了。在十天的ǎˌŝ束Û，所得的ŝ果正与太Ĭɹ所担�的相反。“他�的面貌比用王膳
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Ɋ几个希伯来青年各人在面貌上Ý然�于他�的同伴。ŝ果，但以理
和他的三个朋友便蒙准ƽ，Ťŧ在整个受ƶ期ʀ采用ŅD的食物。 {PK 4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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Ɋ几位希伯来青年研究“迦勒底的文字言ǜ”Ɇ三年之久。在此Û期中，他�a定地效忠上帝，并
ś常倚靠祂的能力。他�既有克己的�©，又有ė切的意志和殷勤、aȁ的美德。并不是因ˉ傲或
野心而被引ɋ王的z廷，!!与那些不ƲǇ也不敬畏上帝的人
伍；他�乃是被Ì到异地，被无ĺ智
慧之主安置在那里的。他�虽然Ɍ离家庭的感化和神圣的Z体，但他�却力求
那些遭受蹂Ȯ之同
胞的尊�，以及他�所侍奉之主的荣耀而克尽厥ž。 {PK 484.2}

主嘉ƽ地注Ƭ着希伯来青年的aȁ和克己，以及他�ŏ正的>机；祂的福惠也追随着他�。“上帝
在各ë文字学ɽ上、ȡş他�ƀ明知Ǉ，但以理又明白各ë的异象和梦兆。

485

”Ɋ个�ƽwĢ了：“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 撒母耳ƹ上2:30 当但以理凭着毫不>Ô的信心倚
靠上帝Û，就有ʣ言之灵的能力降在他身上。当他在z廷生活的ž=中从人那里ʤ受ƶ示Û，他也
蒙上帝所教�，而明白将来的奥秘，并用表号和象征将世界I史直到末Û的种种大事，
后来的世
代ƹ�下来。 {PK 484.3}

在青年受ƶ期Ċ接受ǎˌÛ，希伯来青年和其他候ɐ者一同被考ɽ，以便
国家服=。但“少年人
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撒利雅。”他�敏慧的悟性、广博的知Ǉ、恰当而准
确的言ǜ，都Ǆ明他�智能的健全无É。“王考ɽ他�一切事，就Ʃ他�的智慧ƀ明，比通国的à士
和用法à的ƅɇ十倍；”“所以留他�在王面前侍立。” {PK 485.1}

在巴比#的z廷中聚集着从各地来的代表，就是那些具有最高超的才能、最丰厚的天Ȟ、以及¿
有世界所能ş予之最广博教养的人；但是在Ɋ一切人当中，却没有一个堪与希伯来青年匹Ù的；在
体能和俊美上，在智力与文学造Ǖ上，他�都是盖世无双的。Ȳ昂的气宇、安ǘ的步伐、俊美的容
貌、灵敏的感ƭ、ŏ洁的气息，!!Ɋ一切都是良好�©的凭Ǆ，是大自然褒µ凡ʜ从自然律之人的
荣誉A章。 {PK 485.2}

486

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在ƙ得巴比#人的智慧上，Ɍ比他�的同学成功；然而他�的学ɽ并不是幸致
的。他�乃是由于在圣灵指�之下忠心使用自己的才能而ƙ得知Ǉ。他�自行与一切智慧的根源ſ
Š，以ƲǇ上帝作
他�教育的基Ĳ。他�既凭着信心祈求智慧，他�也按照自己所祈祷的而生
活。他�将自己置于上帝所能ȡ福的地位上。他�Ɍ避那些足以削弱自己能力的事物，并善用每一
个机会而在各ë学ɽ上成
有才智的人。他�恪遵那足以将智力Ȟ予他�的生命的ƫ律。他�追求
知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藉以尊荣上帝。他�Ʋ明要在各种虚$的异教中作真宗教的代表，就必
ʝ具有清醒的理智、和完全基督化的品格。有上帝�自作他�的教�。他�ś常祈祷，Ʋ真学�，
与看不Ʃ之主保持ſŠ，象以Ǧ一ë的与上帝同行。 {PK 486.1}

任何工作上的真正成功，决不是机会、意外、或命Ɉ的ŝ果。它乃是上帝美意的施
，是信心和
ǽ慎、德行和a毅的»Ƞ。�良智力的造Ǖ和高尚道德的ʯ度，并不是偶然的ŝ果。机会
上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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ȡ；而成功5端ȣ乎善用Ɋ些机会。 {PK 486.2}

当上帝在但以理和他同伴的“心里Ɉ行，”使他�“立志行事……
要成就祂的美意”Û，他�也在作
成他�自己得救的工夫。

487

神人合作之原5的成果就在此Ý明了，没有Ɋ种合作就决不能得到真正的成功。没有神能5人力
必徒?无功；没有人力5神能多�于无效。我�若要承受上帝的恩典，就必ʝ克尽我�Ɋ方面的本
分。他ȡ恩典在我�心里Ɉ行，乃是要我�立志行事，决不是以之代替我�的努力。 {PK 486.3}

主怎ë与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合作，祂也必怎ë与一切努力遵行祂旨意的人合作。祂必藉着祂所分
ȡ的圣灵，a固每一真ǐ的意]和每一高尚的决定。凡行在ʜ从之道上的人，必遭遇ƽ多障碍。强
烈而狡猾的权@或ƽ要把他�źŲ于世俗的事上；但主足能使一切企]3ȇ祂所¾ɐ之人的媒介�
于无用； 他�凭祂的力量便可得ƅ每一ǎ探、克服任何困ʔ。 {PK 487.1}

上帝使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得与巴比#的大人物接触，乃要他�在Ɋ拜偶像的国家中表彰祂的圣
德。他�何以会有Ȝ格居于如此 大的ȅ任与尊荣的地位上呢？那使他�整个人生L出光ȿ的，乃
是他�在小事上的忠心。他�在最小的本分上尊荣了上帝，正如在更大的ȅ任上一ë。 {PK 487.2}

上帝昔日怎ë呼召但以理在巴比#
祂作ƩǄ，祂今日也照ë呼召我�在世上
祂作ƩǄ。祂渴
望我�在人生最小的事上也象在最大的事上一ë，向世人Ý示祂国度的原5。ƽ多人正在等候有某
些 大的工作交ş他�，但同Û他�却每天坐失各种向上帝表Ģ忠心的机会。

488

他�每天没有�心克尽人生微小的本分。正当他�等待某些 大工作俾LÈ假想中的天才、藉以
Ċ足其野心奢望之Û，他�的Û日却消逝了。 {PK 487.3}

在真基督徒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是不必要的；在无所不能的主看来，每一ʛ本分都是重要的。主
精确地估ư每一分服=的可能性。未用的才干正如已用的一ë，都要估ư在内。我�将来必要根据
我��当成就、却因没有使用自己的才能来荣耀上帝而未曾成就的事受y判。 {PK 488.1}

高尚的品格决非由于幸致；也不是出自上帝特别的眷ę或Ȟ予。它乃是由于律己，使Ⱥ低的本性
ʜ服Ⱥ高的本性，并献上自己而
上帝和人类服=的ŝ果。 {PK 488.2}

上帝藉着希伯来青年所表Ģ的忠于Ɛ制原5的精神，而向今日的青年ǢǑ。今日世上需要一班象
但以理那ë
正的ű故而敢作敢
的人。ŏ洁的心地、a强的双手、无畏的勇气，都是不可或缺
的；因
邪�与善良之ʀ的®争，是必ʝ不息不倦警h的。撒但要用多种使人迷醉的方式，在放Œ
食欲Ɋ件事上来ǎ探每一个人。 {PK 488.3}

身体乃是L展心智与灵性以建立品格的最重要的媒介。因此�生之Ù常指使他的各种ǎ探来削弱
并ȇ坏人的体力。他在Ɋ方面的成功，就意味着整个人的屈从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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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

人性的*向若不受更高的能力所控制，就必造成ȇ坏和死亡。必ʝ使身体ʜ服本身更高的能力。
情感必ʝ受意志的Ō束，而意志本身5必ʝ置于上帝的管制之下。那因神恩而成圣的尊ȓ的理解
力，乃要Ȃȅ支配人生。智力、体ȉ、和寿命，都有ȣ于不M的定律。人藉着ʜ从Ɋ些定律，就可
以制ƅ自己，制ƅ自己的癖性，制ƅ“±政的、掌权的、管ɁɊ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
魔。” 以弗所�6:12 {PK 488.4}

在那ʣ表福音的古代礼�中，人不可将有残疾的祭物献在上帝的b上。那代表基督的祭牲必ʝ是
毫无瑕疵的。《圣ś》指出Ɋ一点，以Ǣ明上帝的儿女所�Ɇ成的，!!就是当作“活祭，”“是圣洁没
有瑕疵的。” ŷʾ�12:1; 以弗所�5:27 Ɋ几位希伯来的俊杰与我�是一ë性情的人；然而他�却在
巴比#z廷的ƣ惑影响之下仍然a立不移，因
他�是倚靠着无ĺ的能力。一个信奉异教的国家，
在他�身上看到了上帝的良善和慈悲、以及基督的仁ę的例Ǆ。我�从他�的śˌ中可以ƙ得一个
w例，Ý明Ɛ操ƅɇǎ探，ŏ洁ƅɇ腐ȇ，敬信与忠ȁƅɇ无神ƿ与偶像崇拜。 {PK 489.1}

今日的青年也可具有但以理所有的精神；他�也可从同ë的源i汲取力量，

490

具有同ë的自制力，甚至在同ë不利的ġ境中也在生活上表Ý同ë的美德。他�虽被各种放Œ自
我的ǎ探所包[，尤其是大城市中，那里各种Ċ足情欲的方式都Ý得安逸而迷人，然而靠着神的恩
典，他�所有尊荣上帝的意志仍可保持a定不移。他�可以藉着a强的决心和不倦的警戒，抵Å那
攻3心灵的每一ǎ探。但惟有那立志因之
而行的人，才能ƙ得ƅ利。 {PK 489.2}

Ɋ些高ȓ的希伯来人的ó生事�Ǘ是何等的事�啊！当他�告别儿Û家庭之Û，他�一点也没有
梦想到他�会有怎ë崇高的命Ɉ。他�忠ǐ而a毅的ʜ服神的引�，以致上帝能藉着他�成全祂的
旨意。 {PK 490.1}

上帝期望那藉着Ɋ些人所Ý示出的同一 大真理，也藉着今日的青年和儿童Ýµ出来。但以理和
他同伴的人生乃是w例，Ǣ明祂必
凡自愿�ʜ祂并以全心追求Ɇ成祂旨意的人施行何等的大事。
{PK 490.2}

491

第四十章尼布甲尼撒的异梦

本章根据 但以理�二章 {PK 491.1}

在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开始侍奉巴比#王亡后不久，就有一些事件L生，向Ɋ敬拜偶像的国家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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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色列的上帝的能力与信w。尼布甲尼撒作了一个异梦，以致“心里ĕ乱，不能睡ƭ。”王的Ɖ海中
虽然印象深刻，但他醒来之后，却无法�起那梦的ŗƐ。 {PK 491.2}

尼布甲尼撒在困¶之中，就召集了他的一切哲士，!!“à士、用法à的、行邪à的，”!!~求他�
的帮助。他Ǣ：“我作了一梦，心里ĕ乱，要知道Ɋ是什么梦。”他既Ǣ出自己的困¡，便要他�提出
那足使他的心得到{慰的ƺ解来。 {PK 491.3}

哲士�回答Ǣ：“愿王万�；Ǥ将那梦告ǉ仆人，仆人就可以ƺ解。” {PK 491.4}

492

王不Ċ意Ɋ种推托的回答，并且感到�疑，因
他�虽然夸言能Ý明人的ʓ秘，但又似乎不愿意
帮助他，所以他一面以Ȅ富和尊荣
n励，一面又以死亡
威Ƅ来吩咐Ɋ些哲士，不但要ƺ解梦的
意，并且要将梦的内容告ǉ他。他Ǣ：“梦我已ś忘了；你�若不将梦和梦的ƺ解告ǉ我，就必被
凌ɏ，你�的房屋必成
ň堆。你�若将梦和梦的ƺ解告ǉ我，就必从我Ɋ里得ȧ品、和Ƞȡ、并
大尊荣。” {PK 492.1}

哲士�仍旧答复Ǣ：“Ǥ王将梦告ǉ仆人，仆人就可以ƺ解。” {PK 492.2}

ɊÛ，尼布甲尼撒因他曾ś信任之人的明Ý不忠而勃然大怒Ǣ：“我准知道你�是故意ɏ延，因

你�知道那梦我已ś忘了。你�若不将梦告ǉ我，只有一法待你�；因
你�ʣh了Ǳ言乱ǜ向我
Ǣ，要等候Û@改M；Ģ在你�要将梦告ǉ我，因我知道你�能将梦的ƺ解告ǉ我。” {PK 492.3}

à士�因自己失ȇ的后果而感到恐惧，便ǂ法向王表明他的要求不太合理，而且他的考ˌ也Ɍ超
乎一般君王所要求于任何人的。他�Ƀ解Ǣ：“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ɽ的事Ǣ出来，因
没有君王、
大臣、掌权的，向à士、或用法à的、或迦勒底人ɽɇɊë的事。

493

王所ɽ的事甚ʔ，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Ǣ出来。” {PK 492.4}

因此“王气忿忿的大L烈怒，吩咐Ďš巴比#所有的哲士。” {PK 493.1}

在官ɹ�准h±行王命而~找的人中，也包括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内。当他�听Ǣ根据Ɋ道命令
他�也必ʝ死的Û候，但以理就“用婉言”ɽºGɹ�略Ǣ：“王的命令
何Ɋëŉ急呢？”�略就告ǉ
他王怎ë因他的异梦而困¡不安，以及他未能从他一向寄予充分信任之人那里ƙ得帮助的śɇ。但
以理听到ɊǑ，便冒着生命的危ʒ，ɋ去ƮƩ王，�求{限一Û，Ƶ他祈求他的上帝将那梦和梦的
ƺ解P示与他。 {PK 493.2}

王允准了Ɋ个Ǥ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Ɋ事告ǉ他的同伴哈拿尼雅、米沙利、�撒利雅。
”于是他�共同向那光明与知Ǉ的根源祈求智慧。他�的信心a定，意Ǉ到Ɋ是上帝将他�安置在当
Û的境地中，他�正是在从事祂的工作，并在适�本分的需求。他�ɇ去每逢困惑和危ʒ的Û候，
�是向祂祈求指�和保º，而祂也Ý明是随Û的帮助。Ģ在他��着痛悔的心，重新向y判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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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屈膝，

494

�求祂在他�有Ɋ种特别需要的Û候ȡ予拯救。ŝ果他�并没有徒然Ǥ求。他�所一向尊荣的上
帝，ɊÛ也重看了他�。主的灵降在他�身上，而王的梦和梦的ƺ解，“就在夜ʀ异象中”Ý示ş但以
理了。 {PK 493.3}

但以理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就是
所ȡ与他的P示而感ǹ上帝。他ȦNǢ：“上帝的名是�当称
ʢ的，从亘古直到永Ɍ；因
智慧能力都属乎祂；祂改MÛ候、日期；�王、立王、将智慧ȡ与智
慧人，将知Ǉȡ与ƀ明人；祂Ý明深奥ʓ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祂同居。我列祖的上
帝啊，我感ǹ祢，Ȧ美祢；因祢将智慧才能ȡş我，允准我�所求的，把王的事ş我�指明。” {PK

494.1}

但以理立即去Ʃ王所派来Ďš哲士的�略，}他Ǣ：“不要Ďš巴比#的哲士；求你ʤ我到王面
前，我要将梦的ƺ解告ǉ王。”Ɋ位首ɹ就急忙将但以理ʤ到王面前，}王Ǣ：“我在被Ì的犹大人中
遇Ʃ一人，他能将梦的ƺ解告ǉ王。” {PK 494.2}

且看Ɋ个犹太的俘Ɵ，在世上最强盛的帝国君王面前仍保持ɷ定，泰然自若。他一开口就不将荣
耀�ş自己，却高�上帝
一切智慧的源i。}于王所L焦急的ɽʪ：“你能将我所作的梦和梦的ƺ
解告ǉ我么？

495

496

497

”他回答Ǣ：“王所ɽ的那奥秘事，哲士、用法à的、à士、ƪ兆的，都不能告ǉ王；只有一位在
天上的上帝，能Ý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 {PK 494.3}

但以理宣称：“你的梦，和你在床上Ɖ中的异象是Ɋë：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Ý明奥
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Ý明ş我，并非因我的智慧ƅɇ一切活人，乃

使王知道梦的ƺ解和心里的思念。 {PK 497.1}

“王啊！你梦Ʃ一个大像。Ɋ像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Ɋ像的i是精金
的，胸膛和膀臂是ɨ的，肚腹和腰是ɤ的，腿是ɢ的，脚是半ɢ半泥的。 {PK 497.2}

“你ƪ看，Ʃ有一`非人手4出来的石i，打在Ɋ像半ɢ半泥的脚上，把脚ı碎。于是金、ɨ、
ɤ、ɢ、泥，都一同ı得粉碎，成如夏天禾_上的糠秕，被ʯ吹散，无g可~；打碎Ɋ像的石i，
M成一座大山，充Ċ天下。” {PK 497.3}

但以理充Ċ自信地Ǣ：“Ɋ就是那梦；”尼布甲尼撒王全神ȏ注地*听每一ŗ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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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

知道Ɋ就是使他心里十分ĕ乱的梦。Ɋë他的思想就有了准h，愿意ʤ受Ɋ梦的ƺ解。那位万王
之王就要将 大的真理!şɊ位巴比#王。上帝要Ý明自己具有超乎世上万国的权柄，!!就是立
王、�王的权柄。如果可能，祂要使尼布甲尼撒心中ƭ悟到自己}于上天所有的ȅ任。那些直到末
Û的未来大事，ɊÛ就要向他P明了。 {PK 497.4}

但以理ŤŧǢ：“王啊！你是ǥ王之王；天上的上帝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ȡş你。凡世
人所住之地的走-，并天空的ʱ˖，祂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Ɋ一切。你就是那金i。 {PK 498.1}

“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ɤ的，必掌管天下。 {PK 498.2}

“第四国，必a壮如ɢ；ɢ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J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J制列国。 {PK

498.3}

“你既Ʃ像的脚和脚指i，一半是Ļ匠的泥，一半是ɢ，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Ʃɢ与泥Îâ，
那国也必有ɢ的力量。那脚指i，既是半ɢ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Ʃɢ与泥Îâ，那国民
也必与各种人Îâ；

499

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ɢ与泥不能相合一ë。 {PK 498.4}

“当那列王在位的Û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ȇ坏，也不�别国的人，却要打碎、Ďš那
一切国，Ɋ国必存到永Ɍ。你既看Ʃ非人手4出来的一`石i，从山而出，打碎金、ɨ、ɤ、ɢ、
泥，那就是至大的上帝把后来必有的事ş王指明；Ɋ梦准是Ɋë，Ɋƺ解也是确w的。” {PK 499.1}

王确信Ɋƺ解是真w的，便存着Ǽ卑和敬畏的心“俯伏在地……下拜”Ǣ：“你既能Ý明Ɋ奥秘的
事，你�的上帝ǐ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Ý明奥秘事的。” {PK 499.2}

尼布甲尼撒撤消了Ďš一切哲士的命令。他�的生命之得以幸存，都是由于但以理与那Ý明奥秘
事的主之ʀ所有的关系。ŝ果，“王高抬但以理，Ƞȡ他ƽ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全省，又立
他
�理，掌管巴比#的一切哲士。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得拉、米煞、�伯尼歌管理巴比#省的
事=，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 {PK 499.3}

在人类I史的ƹ�中，国家的成ɹ，邦国的兴衰，似乎有ȣ于人的意志和武力；

500

而事�的形成似乎大都取决于人的权@、野心、或反复无常的意愿。但在上帝的圣言中，幔子�
已掀开，使我�从世人的利益、权@、和情感所引起之千M万化的冲突的上面，幕后，或其中，都
可看出那位大有慈悲之主的ƽ多媒介，正在默然忍耐地wĢ祂自己旨意的ƶ令。 {PK 499.4}

使徒保ŷ曾用无比美妙而柔和的Ǒǜ，向雅典的哲士Ǣ明7造与分布万族万邦的神旨。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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Ǣ：“7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ʣ先定准他�的年
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使徒行!17:24-27 {PK 500.1}

上帝已śǢ明：凡愿意的，都可以来“被Ō拘束。”以西ŝ�20:37。 祂7造的旨意乃要全地都住Ċ
人，他�的存活不但要自身蒙福，而且互相造福、并要尊荣7造他�的主。凡愿意的都可以使自己
与Ɋ个旨意契合。有Ǒƿ到Ɋ等人Ǣ：“Ɋ百姓是我
自己所造的，好述Ǣ我的美德。” 以ȥ��
43:21 {PK 500.2}

上帝在祂的律法中已ʈ明了那
一切真兴盛!!无ƿ国家或个人的真兴盛之基Ĳ的原5。摩西曾向
以色列人ƿ及Ɋ律法Ǣ：“Ɋ就是你�在万民眼前的智慧、ƀ明。”“因
Ɋ不是虚空与你�无关的
事；乃是你�的生命。” 申命ƹ4:6; 32:47 那�ƽȡş以色列的福分，

501

也必按相同的条件和相同的程度，�ƽȡş普天之下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 {PK 500.3}

在某些国家尚未登上I史舞台之前千百年，那位无所不知的主已ś看清往后各世Ŏ的ɇ程，并且
ʣ言世上列国的兴衰。上帝向尼布甲尼撒宣称：巴比#国必要*覆，另一个国度要兴起，而Ɋ个国
度也必有它的ǎˌÛ期。它既不能高�真神上帝，它的荣耀就必衰退，而第三个国度必起而代之。
Ɋ国也必ɇ去；而第四个6强如ɢ的国度将制服世上列国。 {PK 501.1}

如果巴比#!!地上最富强的国度!!的君王�ś常敬畏耶和B，他�就必蒙Ȟ予智慧和能力，俾
使他�与祂ſ合，并得保持ɹ久强盛。但他�只在遇到困ʔ或ĕ¶Û，以上帝
他�的避ʔ所。在
Ɋë的Û候，他�因
从自己的哲士得不到帮助，才向但以理Ɋë的人求助，!!他�明知Ɋ班人是
尊重永生上帝，也是他所看重的。他�向Ɋ些人Ǥ求解ɖ上帝的奥秘；因
那班ˉ傲的巴比#的Ţ
治者虽是智力极高的人，但他�已因犯罪而Ɍ离上帝，以致他�无法了解那些ȡ予他�的有关将来
的P示与警告。 {PK 501.2}

凡研究上帝圣言的人，都可在各国的I史中看出神圣的ʣ言如何逐字地�ˌ。巴比#ř于粉碎崩
ĉ而消Ď了，因
它的Ţ治者曾在强盛中以
自己不必倚靠上帝，

502

并将国家的光荣�功于人的丰功 ť。后来Ġ代波斯国也遭受上天的刑Ÿ，因
上帝的律法在Ǘ
国曾遭受到蹂Ȯ。在š大多数人的心中，敬畏耶和B竟毫无地位。邪�、�Ć、和腐ȇ的事却普遍
流行。相Ť兴起的几个国家5更
卑鄙腐ȇ；它�在道德价)的天平上已越降越低了。 {PK 501.3}

地上每一个Ţ治者所±掌的权柄，都是上天所ȡ的；因此他的成功乃在乎如何Ɉ用Ɋ种ȡ予的权
柄。那神圣的“守望者”有Ǒ}每一个人Ǣ：“你虽不ƲǇ我，我必ş你束腰。” 以ȥ��45:5 而那昔
日}尼布甲尼撒所Ǣ的Ǒ，也是}每一个人所L生命的教ƶ：“以施行公断š罪ɇ，以怜£ĺ人除
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ɹ。” 但以理�4:27 {PK 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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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明白Ɋ一切，!!明白“公使邦国高�；”而且“国位是靠公a立，”“也因仁慈立Ĺ；”（箴言
14:34; 16:12; 20:28）并Ʋ清Ɋ些原5如何藉着那位“�王、立王”之主能力的彰Ý而wĢ出来，!!Ɋ
才算是明白I史的哲学。 {PK 502.2}

惟有上帝的圣言清楚地ʈ明了Ɋ种哲学。其中也Ý明了邦国的强盛犹如个人一般，并不在于那似
乎造成他�之�@的机会或条件；也不在于他�所夸耀的 大。它却是根据他�wĢ上帝旨意之忠
ǐ的程度而定的。 {PK 502.3}

503

第四十一章在火窑中

本章根据但以理�以理三章 {PK 503.1}

那ȡ予尼布甲尼撒大像的梦将直到末Û的大事展Ģ在他面前，原
使他明白在世界I史中他所要
扮演的角色，以及他的国与天国所�保持的关系。在Ɋ梦的ƺ解中，他也曾清楚的蒙指示，得悉有
关上帝ǂ立永Ɍ国度的事。但以理曾Ǣ：“当那列王在位的Û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ȇ
坏，也不�别国的人，却要打碎Ďš那一切国，Ɋ国必存到永Ɍ。……Ɋ梦准是Ɋë，Ɋƺ解也是
确w的。” 但以理�2:44, 45 {PK 503.2}

王曾承Ʋ上帝的权能，}但以理Ǣ：“你�的上帝，ǐ然是万神之神，……又是Ý明奥秘事的。”
但以理�2:47 此后，尼布甲尼撒虽然一度受敬畏上帝的意念所影响；

504

但他的内心仍未清除属世的野心和自高的欲望。他在位Û国家的强盛使他Ċ心ˉ傲。当他不再尊
荣上帝Û，他就�着更大的ė忱和固±而恢复敬拜偶像了。 {PK 503.3}

“你就是那金i，”Ɋ句Ǒ在王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国内的哲士就利用Ɋ一点，并趁王返
回敬拜偶像的机会，而建Ʒ王造一个与他梦中所Ʃ相似的像，并把它ǂ立在一个地点，使�人都可
以看到那被解ɖ
代表他国度的金i。 {PK 504.1}

王}于Ɋ个Ǭ媚的建Ʒʥ
喜悦，于是决意付ǥw行，并要作得更ɋ一步。他无意于仿造他所Ʃ
到的像，却要超ɇ那原来的。他的像在价)方面不可从i到脚逐ć减低，却�全部以ŏ金ɩ造，!!
通礼象征巴比#
一永存、不Ď、而¿有全能的王国，她必打碎其他列国，并要存到永Ɍ。 {PK 504.2}

建立一个存到永Ɍ的帝国和王朝，Ɋ种思想非常投合Ɋ位雄主所好，因
凡他兵力所及之g，地
上列国均不能抵Ù。ɊÛ他�着无限的野心和自私的ˉ傲，开始与他的哲士�商Ʒ如何wĢɊ事。
王和国内的ǰ士既忘ƹ了那与大像的梦有关的Ý著神意；也忘ƹ了以色列的上帝曾藉祂仆人但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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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明Ɋ大像的含，以及那与ƺ解有关的国内大人物得幸免可耻之死亡的事；

505

更忘ƹ了一切而只企]建立自己的@力与威权，因此就决意利用各ë可能的方法，力]高�巴比
#
至尊，配受普世的忠ʜ。 {PK 504.3}

Ɋ个原
上帝所用以向王和�民P示祂}于地上列国所有旨意的象征性表号，如今竟要被用来荣
耀人的权@了。但以理的ƺ解要被拒š、被ɓ忘；真理也要被曲解、被妄用。上天所命定要将未来
重要事件向人心意ʈ明的表号，如今竟要被用来À阻!布上帝定意令世人ʤ受的知Ǉ了。撒但正是
Ɋë藉着一班野心家的ưǰ，致力于破坏神}于人类的旨意。人类的仇Ù知道：没有ǾƿÍâ的真
理本是救人的大能；但当人�用来高抬自己并促ɋ人的ư划Û，它就成
行�的@力了。 {PK 505.1}

尼布甲尼撒从他丰富的宝藏取出金子来命人ɩ了一个大金像，形状与他在异像中所Ʃ的大致相
似，只是所用的材料不同。迦勒底人Ʃ©异教神明的庄�大像，可是从来没有制造ɇ象Ɋ般庄�雄
 ，而高Ɇ六十肘、{Ɇ六肘的光耀j目的大像。在Ɋ敬拜偶像蔚然成ʯ的国中，将此一ǂ置在杜
拉平原、代表着巴比#的光荣 大和强盛的壮�而ȓ重的大像，

506

供奉作
敬拜的}象，原是不足
奇之�。Ɋ事准h妥了，就有Ƕ旨ʡ布，命令一切臣民在行开
光礼的那一天都要跪拜Ɋ像，以表示他�š}忠于巴比#的权@。 {PK 505.2}

到了指定的那一天，无数从“各方、各国、各族”来的人，都聚集在杜拉平原。依照王的命令，一
听Ʃ�器的声音，全体聚集的人“就当俯伏敬拜……金像。”在Ɋ重要的一天，黑暗的权@似将ƙ得Ý
著的ƅ利；敬拜金像可望与拜偶像的既定形式永Ɍſ在一起，而被公Ʋ
巴比#的国教。撒但希望
藉此破坏上帝使被Ì到巴比#的以色列人成
造福一切异教国家之媒介的旨意。 {PK 506.1}

但上帝所命定的却不是如此。当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跪拜那代表世人权@的偶像。在那敬拜的群
�当中，有三个人a决不肯如此侮辱天上的上帝。他�的上帝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肯
跪拜别的神。 {PK 506.2}

ɊÛ，有消息呈»到Ɋ踌躇Ċ志的尼布甲尼撒面前，在他的臣民之中竟有人敢于不遵他的Ƕ旨。
某几个哲士}于王所ȡ与但以理三个忠心同伴的尊荣心�嫉妒，ɊÛ便向王禀告Ɋ些人竟明目�胆
地ɍ逆他的心意。

507

他�Ǣ：“愿王万�。……Ģ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省事=的沙得拉、米煞、�
伯尼歌；王啊，Ɋ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PK 506.3}

王吩咐把Ɋ三个人�到他面前来。他ɽ道：“你�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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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么？”他力]用威吓来;Ǡ他�参与群�的行>。他指着火Ļ提醒他�：如果他�a持不肯服从他
的旨意，就有Ɋ种刑Ÿ等待着他�。但是Ɋ三个希伯来人却a决地表明他�}于天上上帝的忠ȁ，
和}于拯救大能的信心。大家都明白向金像下跪乃是一种崇拜的行
。他�只能}上帝作Ɋë的敬
拜。 {PK 507.1}

当Ɋ三个希伯来人站立在王面前Û，他深信他�具有某种特ȉ，是他国内其他哲士所没有的。他
�已ś忠心履行各ʛ的本分。他愿意再ş他�一次ǎˌ。只要他�表示愿意与�人一同拜像，5一
切都没有ɽʪ；他又加上一句Ǣ：“若不敬拜，必立Û°在烈火的Ļ中。”于是他表示侮慢而�手向天
LɽǢ：“有何神能救你�脱离我手呢？” {PK 507.2}

王的威吓毫无效用。他无法ȳMɊ些人}于宇宙主宰的效忠。

508

他�已从其列祖的I史中得知不ʜ从上帝的ŝ果乃是羞耻、灾ʔ、和死亡；而敬畏主却是智慧的
开端，一切真兴盛的基Ĳ。他�泰然自若地面}火Ļ，Ǣ：“尼布甲尼撒啊，Ɋ件事我�不必回答
你。即便如此，我�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从烈火的Ļ中救出来；王啊，祂也必救我�脱离你的
手。”当他�声称上帝必因拯救他�而得到荣耀Û，他�的信心就越L增强起来，于是他�凭着因š
}信靠上帝而�生的ƅ利把握，再加上一句Ǣ：“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决不侍奉你的神，
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PK 507.3}

王ɊÛ怒不可遏。他“怒气填胸，”向Ɋ三个原是被ȸƬ被俘Ɵ民族的代表“沙得拉、米煞、�伯尼
歌、M了Ɗ色。”吩咐人把ĻĖė，比~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中的几个壮士将Ɋ三个敬拜以色列
上帝的人捆起来，准h立即±行火刑。 {PK 508.1}

“Ɋ三人穿着ƨ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在烈火的Ļ中。因
王命ŉ急，Ļ又甚
ė，那抬沙得拉、米煞、�伯尼歌的人都被火焰Ė死。” {PK 508.2}

但是主却没有忘ƹ属祂自己的人。当祂的ƩǄ人被°ɋ火ĻÛ，救主便�自向他�ÝĢ，

509

并与他�一同在火中游行。在控制冷ė的主面前，火焰失去了它ɬò的力量。 {PK 508.3}

王从他的御座上ƪ看，希望Ʃ到Ɋ三个抗逆他的人全然ĖĎ。但他ƅ利的感ƭ突然改M了。站在
他旁Ʉ的ȓ胄只Ʃ他从御座上起来，面色M得Ɠ白，ŉ�地望着那đ烈的火焰。王¤恐万状，ȳ身
}他的大臣Ǣ：“我�捆起来°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么？……看哪，我Ʃ有四个人，并没有捆Ŝ，在
火中游行，也没有受"；那第四个的相貌好象神子。” {PK 509.1}

Ɋ个信奉异教的王怎能Ʋ明上帝儿子的相貌呢？原来Ɋ些希伯来俘Ɵ在巴比#充任要žÛ，曾在
生活与品格上向他表Ģɇ真理。当有人ɽ到他�信仰的ű由Û，他�曾毫不ɏ疑地作答。他�曾Ņ
明地提述公的原5。藉此将有关自己所敬拜的上帝的知Ǉ教�周[的人。他�也曾ƺ到基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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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位要来的救ȟ主；因此王能从在火中第四位的形状，Ʋ出那就是上帝的儿子。 {PK 509.2}

ɊÛ，尼布甲尼撒忘ƹ了自己的 大和尊�，竟从他的御座上下来，走近火Ļ的門口，呼叫
Ǣ：“至高上帝的仆人……出来，上Ɋ里来吧！” {PK 509.3}

于是沙得拉、米煞、�伯尼歌便当着广大的群�面前走了出来，Ý明他�并没有受"。他�救主
的	格已ś保G他�不受"害，只是捆Ŝ他�的Ũ索被Ė尽了。

510

“那些�督、ɞ差、巡·、和王的ǰ士，一同聚集看Ɋ三个人，Ʃ火无力"他�的身体，iL也没
有Ė焦，衣裳也没有M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 {PK 509.4}

ɊÛ，那如此隆重ǂ立的大金像完全被ɓ忘了。�人在永生上帝的面前无不恐惧®兢。Ɋ个傲气
全消的王不得不承Ʋ：“沙得拉、米煞、�伯尼歌的上帝是�当称ʢ的，祂差遣使者救º倚靠祂的仆
人，他�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上帝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 {PK 510.1}

那一天的śI�使尼布甲尼撒ʡ布了一道Ƕ旨：“无ƿ何方何国何族的人。ǻĆ沙得拉、米煞、�
伯尼歌之上帝的，必被凌ɏ，他的房屋必成ň堆。”他强ǫʡ布Ɋ道Ƕ旨的理由Ǣ：“因
没有别神能
Ɋë施行拯救。” {PK 510.2}

巴比#王用以上Ɋ些以及类似的Ǒǜ，力]在世上万民之前宣µ：他确信希伯来人上帝的能力和
权威是配受无上崇敬的。上帝}于王Ɋë尽力向祂表示尊敬，并!布他承Ʋ效忠的事至全巴比#ʤ
域，也甚感喜悦。 {PK 510.3}

尼布甲尼撒王Ɋë作公开的表白，并力求高�天上的上帝ɇ于一切别神，固然是�当的；但他在
企]强迫他的臣民作同ë的信仰表白，并Ý出同ë的尊敬Ɋ件事上，

511

却超越了一个地上君王的权限。他不ƿ在民事方面或道德方面，都无权制定法令将不肯敬拜金像
的人投ɋ火Ļ，也不得以死亡威吓不敬拜上帝的人。上帝决不强迫人ʜ从他。他任凭各人自由ɐÂ
他�所要侍奉的。 {PK 510.4}

主藉着拯救祂忠心仆人的事，表示祂与受J迫的人站在一起。并要斥ȅ一切反抗上天权威的属世
@力。

512

Ɋ三个希伯来人向巴比#全国宣布了他�}于所敬拜之主的信心。他�倚靠上帝。他�在受ǎĐ
的Û候ƹ得Ɋ个�ƽ：“你从水中ś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ɇ江河，水必不漫ɇ你；你从火中行
ɇ，必不被Ė，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以ȥ��43:2 他�}于永生之道的信心，已当着�人眼前
通ɇ神奇的方式而受到尊重。那些�尼布甲尼撒之邀而来参加开光典礼的各国代表，也将他�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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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拯救的消息�到ƽ多国家去。上帝便藉着祂儿女的忠心而在全地得到了荣耀。 {PK 511.1}

从Ɋ些希伯来青年在杜拉平原的śˌ所学得的教ƶʥ
重要。今日上帝的ƽ多仆人虽然并无任何
ɲ行，也必被交在那些受撒但所鼓>、心中充Ċ嫉妒与宗教偏Ʃ之人的手中，h受凌辱和虐待。人
必特别迁怒于凡尊第四ǚ的安息日
圣的人；并且最后必有一道普世性的命令L出，指ȅ他�是�
Ǘg死的。 {PK 512.1}

那在上帝子民面前的遭ʔÛ期，是需要他�以毫不畏ŵ的信心来�付的。祂的儿女必ʝÝ明祂乃
是他�唯一敬拜的}象，没有任何理由足以Ǡ使他�}敬拜假神作�毫Ƶ步，Œ使ě牲性命亦在所
不惜。在忠心的人看来，多罪而有限之人的命令若与永生上帝的圣言相Ⱥ，

513

就Ý得卑不足道了。Œ然ʜ从的ŝ果是Ĭ禁、放逐、或死亡，真理�是必ʝʜ从的。 {PK 512.2}

主必
那些
正而a立的人施行大事；沙得拉、米煞、�伯尼歌的日子怎ë，世界I史ŝ束的
日子也必怎ë。祂的門徒无ƿ置身何g，那位与希伯来三杰同在火Ļ中游行的主也必与他�同在。
祂的永久同在必ş予安慰与支持。在大ƍʔ!!从有国以来直到此Û从来没有的大ƍʔ!!Û期中，
祂的ɐ民必屹然a立，决不>Ô。撒但与一切�使者都不能òĎ上帝圣徒中最ȶ弱的一个。“有大能
的天使”必保º他�，耶和B必
他�的ű故ÝĢ自己
“万神之神，”足能拯救一切信靠祂的人到
底。 {PK 513.1}

514

第四十二章真正的伟大

本章根据但以理�以理第四章 {PK 514.1}

尼布甲尼撒虽然在属世的尊荣上登峰造极，甚至Ɏ《圣ś》也承Ʋ他
“ǥ王之王，”（以西ŝ�
26:7）但他有几次仍不得不将他国度的光荣和他王朝的声威，�功于耶和B的恩x。在他梦Ʃ那大
像之后就是如此。他的心因Ɋ异象和以下的思想而深受感>，那就是：巴比#帝国虽然席卷天下，
但ř必*覆，其他各国必相Ť掌权，直到最后，一切属世的列强都要被天上的上帝所建立的国代
替，而Ɋ国乃是永不ȇ坏的。 {PK 514.2}

尼布甲尼撒后来在他的śˌ中，竟忘ƹ了他}于上帝
万国所定旨意的高ȓƲǇ；然而及至他的
傲气当着那聚集在杜拉平原的群�面前受到挫折的Û候，他就再度承Ʋ上帝的国“是永Ɍ的，祂的权
柄存到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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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他虽然出生并受教
拜偶像之人，又身
拜偶像之民族的元首，但他却具有天Ȟ的真ǐ与正
感，所以上帝能利用他作
¦Ÿ悖逆之徒并成就神圣旨意的工具。尼布甲尼撒被称
“列国中的强暴
人，”（以西ŝ�28:7）他śɇ多年的忍苦耐?。ř于征服了推ŷ；埃及也在他ƅ利的ʋ伍之前*覆
而成
掠物；当他将各国一一并吞于巴比#国ʤ土之内Û，他身
当代最 大的Ţ治者的威望也就
越来越高了。 {PK 514.3}

Ɋ个野心勃勃、狂傲成性、而无往不利的君王，竟因受Ǡ而偏离那惟一�往真正 大的Ǽ卑之
路，原是无足
奇的事。他在征®之余，也曾多用心机来巩固并美化他的京都，直到巴比#城成

他国度中的最大光荣，“黄金的城邑，”
“全地所Ȧ美的。”他那作建筑家的ė忱，以及他使巴比#成

世界奇ƪ之一的Ý著成就，都助ɹ了他的ˉ傲，直到他陷入有破坏自己
Ȇ明君王、可供上帝ŧ
用
完成神圣旨意之工具的ƹ�的�重危ʒ。 {PK 515.1}

上帝本乎慈怜又ȡş王另一个梦兆，将他的危ʒ以及那
陷害他而布置的网ŷ警告他。尼布甲尼
撒在夜ʀ的异象中，Ʃ到一棵大ê在全地当中ćɹ，高得ʙ天，ê枝一直伸展到地极。来自群山之
ʀ的牲畜、走-都在它的Ɩ下休息，

516

天空的ʱ˖也在其枝上搭Ľ。“叶子B美，果子甚多，可作�生的食物；……凡有血气的，都从Ɋ
ê得食。” {PK 515.2}

当王注Ƭ着Ɋ棵大êÛ，他Ʃ有“一位守望的圣者”来到ê前，大声呼叫Ǣ： {PK 516.1}

“伐倒Ɋê，砍下枝子，Ô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离开ê下，ʱ˖ȯ开ê枝；ê墩却要留在地
内，用ɢ圈和ɤ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Ƶ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
M，不如人心，ş他一个-心，使他śɇ七期。Ɋ是守望者所L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
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ȡ与Ǫ就ȡ与Ǫ，或立极卑微的人±掌国权。” {PK 516.2}

王因Ɋ梦而大
不安，因
它Ý然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所以他就将梦告ǉ“那些à士、用法à的、
迦勒底人、ƪ兆的；”Ɋ梦虽然非常明Ý，但哲士中却没有一人能加以^解。 {PK 516.3}

Ɋ个拜偶像的国家将再次得到一个ƩǄ，Ǣ明惟有敬畏上帝的人才能明白天国的奥秘。王在困惑
之中差人将他的臣仆但以理召来，因
他是一个在正直和忠w以及盖世无双的智慧上，都受人尊重
的人。 {PK 516.4}

517

当但以理�召侍立在尼布甲尼撒面前Û，王就}他Ǣ：“à士的ʤ袖伯提沙撒啊，因我知道你里i
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
ʔ，Ģ在要把我梦中所Ʃ的异象，和梦的ƺ解告ǉ我。
”尼布甲尼撒在ƺ述他的梦之后，就Ǣ：“伯提沙撒啊，你要Ǣ明Ɋ梦的ƺ解，因
我国中的一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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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都不能将梦的ƺ解告ǉ我。惟独你能；因你里i有圣神的灵。” {PK 517.1}

Ɋ梦的含}但以理而言，乃是明Ý的，而它的关系重大也使他感到震¤。他“¤Ƽ片Û，心意¤
惶。”王既看出但以理的ɏ疑和作ʔ，就向他的仆人表示关�Ǣ：“伯提沙撒啊，不要因梦和梦的ƺ解
¤惶。” {PK 517.2}

但以理回答Ǣ：“我主啊，愿Ɋ梦�与恨�你的人，ƺ解�于你的Ù人。”先知ɊÛLƭ上帝已ś
将一ʛ最�Ɓ的任=交ş他，就是要向尼布甲尼撒宣布那因他的ˉ傲自大而将降于他的刑Ÿ。但以
理必ʝ用王所能明了的Ǒ向他解ɖɊ梦；虽然Ɋ梦的可怕含曾使他¤Ƽ无言，但不ƿ后果}他自
己如何，他仍ʝƺ明其中的真理。 {PK 517.3}

于是但以理便解明了全能者的命令。他Ǣ：“你所Ʃ的êćɹ，而且a固，高得ʙ天，从地极都能
看Ʃ，叶子B美，

518

果子甚多，可作�生的食物；田野的走-住在其下，天空的ʱ˖宿在枝上。王啊，Ɋćɹ又a固
的ê就是你。你的威@ćɹ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 {PK 517.4}

“王既看Ʃ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Ǣ：将Ɋê砍伐ò坏；ê墩却要留在地内，用ɢ圈和ɤ圈箍
住，在田野的青草中，Ƶ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一同吃草，直到śɇ七期。王啊，ƺ解就是Ɋ
ë，	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同居，吃草如牛，
被天露滴湿，且要ś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ȡ与Ǫ就ȡ与Ǫ。守望者既
吩咐存留ê墩，等你知道ǥ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你。” {PK 518.1}

但以理既已忠w地ƺ解Ɋ梦，就;ǲɊ位ˉ傲的君王悔改�向上帝，藉着行或可避免那迫近眉
睫的灾ĳ。先知�;Ǣ：“王啊，求你悦ő我的ǲ言，以施行公断š罪ɇ，

519

以怜£ĺ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ɹ。” {PK 518.2}

先知的忠告和ǲ言在尼布甲尼撒的心中一Û留下的印象ʥ
深刻；但那未ś上帝恩典所改造的
心，很快就失去圣灵所留下的印象。任性和野心ɉ没有从王的心中除掉，ɇ不久Ɋ些癖性又死灰复
燃了。尼布甲尼撒不ʟ如此恩慈地ȡ与他的指教，以及ɇ去śˌ的警告，而竟又任由那}于将来要
Ť兴的各国所�的嫉妒心控制自己。于是他ɇ去所慨施的德û仁政就M成苛政了。他竟硬着心Ƃ用
上帝所ȡş他的才干来荣耀自己，高�自己ɇ于那位ȡ他生命与权@的上帝。 {PK 519.1}

śɇ数月之久，上帝的刑Ÿɏɏ不降。可是王非但没有因Ɋ种ɹ久的容忍而悔改，反而放Œ自己
的ˉ傲，直到不再相信那梦的解ɖ，并}自己先前的恐惧ƭ得可笑。 {PK 519.2}

尼布甲尼撒受到警告后ɇ了一年，正在自己的王z里游行，傲然想到自己作君王的权能和作建筑
家的成功，便感慨地Ǣ：“Ɋ大巴比#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
京都，要Ý我威�的荣耀么？” {PK 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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Ɋ狂傲的Ǒ在王口中尚未Ǣ完，就有声音从天上宣布上帝所指定刑Ÿ的Û候已ś到了。

520

有耶和B的命令!到他的耳中，Ǣ：“尼布甲尼撒王啊，有Ǒ}你Ǣ：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
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同居，吃草如牛，且要ś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
将国ȡ与Ǫ就ȡ与Ǫ。” {PK 519.4}

ʚ刻之ʀ，上帝所ȡş他的理性被取去了；王所Ʋ
健全的判断力和他所引以自豪的智慧都被挪
除了，ŝ果昔日的大Ţ治者竟成了一个ħ子。他的手再不能±掌王权了。尼布甲尼撒不ʟ警告的信
息；因此7造主所ȡ与他的权柄此Û被剥j了，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i
Lɹɹ，好象˟毛，指甲ɹɹ，如同˖爪。” {PK 520.1}

七年之久，尼布甲尼撒成了使他臣民¤ˋ的怪物；七年之久，他在全世界面前降卑了。后来他的
理性又恢复了，于是他从所受的¦Ÿ中Ʋ明了神圣的手段，便虚心地仰望天上的上帝。他在公布的
Ƕ旨中承Ʋ自己的罪，以及上帝在使他复原的事上所彰Ý的 大慈怜。他Ǣ：“日子Ċ足，我尼布甲
尼撒�目望天，我的ƀ明复�于我，我便称ʢ至高者，Ȧ美尊敬活到永Ɍ的上帝，祂的权柄是永有
的，祂的国存到万代。

521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
虚无；在天上的万/和世上的居民中，祂都凭自己的意旨行事，无人能
À住祂手，或ɽ祂Ǣ：祢作什么呢？ {PK 520.2}

“那Û我的ƀ明复�于我；
我国的荣耀威�和光耀，也都复�于我；并且我的ǰ士和大臣，也来
朝Ʃ我；我又得a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 {PK 521.1}

Ɋ个一度ˉ傲的君王，M成了上帝Ǽ卑的孩子；Ɋ个暴虐苛刻的Ţ治者，M成了Ȇ明仁慈的国
王。他曾抗拒并�Ć天上的上帝，但ɊÛ却承Ʋ至高者的能力，又ǐ�地ǂ法倡�敬畏耶和B并促
ɋ他臣民的幸福。尼布甲尼撒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斥ȅ下，ř于学得了每一个Ţ治者都需要学
�的教ƶ，!!真正的 大乃寓于真正的善良之中。他承Ʋ耶和B
永生的上帝，Ǣ：“我尼布甲尼撒
Ȧ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
祂所作的全都ǐw，祂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ˉ傲的，祂能降

卑。” {PK 521.2}

上帝要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彰Ý祂荣耀的旨意，ɊÛ已śwĢ了。尼布甲尼撒在Ɋ道公布的Ƕ旨
中承Ʋ上帝的慈怜、良善、和权柄，乃是圣史中所ƹȹ的他生平最后行的一件事。 {PK 521.3}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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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冥冥中的守望者

本章根据 但以理�以理五章 {PK 522.1}

当但以理的一生将近ŝ束Û，他和他的希伯来同伴六十余年前被Ì来寄居之地正在起着巨大的M
化。“列国中的强暴人”尼布甲尼撒已ś死了，”（以西ŝ�28:7）而“天下所称Ȧ的”巴比#在他的Ť承
人昏庸的Ţ治之下，（耶利米�51:41）已ś逐ć走上ř必瓦解之途了。 {PK 522.2}

由于尼布甲尼撒的外v伯沙撒的愚妄和懦弱，ˉ傲的巴比#不久便将*覆了。伯沙撒在青年Û期
就享有王权，因此他常以自己的@力
荣，而且心高气傲地反抗天上的上帝。他原有很多机会可以
了解神的旨意，并明白自己w行ʜ从的本分。他已ƙ知他外祖父是怎ë因上帝的命令而被逐Ɍ离人
ʀ；他也熟悉尼布甲尼撒的悔改和神奇的复原。

523

但伯沙撒竟任由ȋę宴�和荣耀自己的心磨Ď了他�永誌勿忘的教ƶ。他浪Ȗ了那恩慈地ȡş他
的各ʛÛ机，并且疏忽了利用他可能采取的方法来更透�地ƲǇ真理。尼布甲尼撒付出ʔ言之痛苦
与屈辱的代价所ř于ƙ得的教ƶ，伯沙撒却漫不ś意地忽略了。 {PK 522.3}

不久厄Ɉ便	到了。巴比#被Ġ代人大利�的侄子、也就是指ÈĠ代和波斯ſ/的古列所包[
了。但Ɋ个荒淫的君王既住在Ɋ个有着高大的城垣和黄ɤ的城門、似乎无法攻破的堡d之内，又

幼L拉底河所ºG，粮ʹ充足，防=完善，他就ƭ得安全无虞而ř日荒宴醉酒了。 {PK 523.1}

伯沙撒既ˉ傲自大，}于安全漫不ś心，便“
他的一千大臣ǂÓ盛筵，与Ɋ一千人}面ʵ酒。
”凡属Ȅ富和权@所能ƙ致的Ǡ惑物，都被用来增ɋ_面的豪奢。妖Ǝ的美女穿插于参赴王筵的|客
之ʀ。国内的名人学者全都在_。臣宰百官莫不ʵ酒如水，胡地胡天而狂ñ作�。 {PK 523.2}

王既因无耻的醉酒而�失了理性，且被卑鄙的冲>和情欲占了�@，就�自�i喧ʃ豪ʵ。正在
ñʵ之ʎ，他“吩咐人将……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ɨ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
u、好用Ɋ器皿ʵ酒。”

524

王想要藉此表明没有什么�西ɇ于神圣，而是他的手所不敢摸的。“于是他�把……金器皿拿来，
王和大臣、皇后、妃u就用Ɋ器皿ʵ酒。他�ʵ酒，Ȧ美金、ɨ、ɤ、ɢ、木、石所造的神。” {PK

523.3}

伯沙撒竟�毫没有想到，有一位天上的“ƩǄ者，”目3他Ɋ种崇拜邪神的Œʵ狂ñ；有一位他�
所不ƲǇ的“守望的圣者”在注Ƭ那�Ć的情景，听到那邪淫的狂ñ，并看到那拜偶像的行
。但不久
Ɋ位“不速之客”就要使人体Ʋ到祂的	格了。正)ñ宴的高潮，突然有一只没有血色的手出Ģ，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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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的f上写了几个L光如火的字，!!Ɋ几个字虽然是那一大群人所不ƲǇ的，但}于Ɋ个Ģ在受到
良心咎ȅ的国王和他的|客却是一个凶兆。 {PK 524.1}

会_的狂ñ声ʠÛ寂静下来，男男女女均
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惧所«j，凝Ƭ着那只手从容地写
出几个奥妙的字来。同Û他�罪�生活中的行
，都象活>影画似的一幕一幕地从他�眼前ɇ去；
他�似乎是被!到永生上帝的y判台前，而他�方才却曾ś反抗ɇ祂的威权。片刻之前ɉ是ñ笑作
�与�Ć的言，而Ģ在5是灰白的面孔和恐惧的哀呼了。每当上帝使人恐惧的Û候，他�便无法
掩ʶ他�强烈¤怖的真情。 {PK 524.2}

伯沙撒是�人中最恐惧的一个。那夜在巴比#境内冒犯上帝Ɇ到ʙ点的事，他�当Ⱥ比别人Ȃ有
更重的ȅ任。王在那位他曾抗拒其权柄、�Ć其圣名之冥冥中守望着的代表面前，

525

526

527

竟因恐惧而ĩĨ了。良心也ƭ醒了。“腰骨好象脱Ɛ，双膝彼此相碰。”伯沙撒曾不敬地高抬自己
ɇ于天上的上帝，并倚仗自己的能力，以
没有人敢ȉɽ他Ǣ：“你
什么Ɋë行？”但ɊÛ他ř于ƭ
悟他必ʝ
所托付与他的作管家的ȅ任交�，也无法
他所ɲ失的良机和傲慢的�度，提出任何托
辞。 {PK 524.3}

王ǎ]念ǧ那几个L光如火的字，却无法<到。但Ɋ里却有他不能þ透的奥秘，也有他无法理解
或反˂的力量。他在š望之中，便ȳ向他国内的哲士求取帮助。他那ħ狂的呼声响�全_，吩咐一
切ƪ兆的、迦勒底人、和用法à的来ǧɊ文字。他�ƽǢ：“Ǫ能ǧɊ文字，把ƺ解告ǉ我，他必身
穿紫袍，ʛ�金ɫ，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但他向他信任的ʟɽ所L的要求，以及提供的丰厚nȠ，
都�于徒然。属天的智慧不是能收�或出E的。“王的一切哲士都……不能ǧ那文字，也不能把ƺ解
告ǉ王。”他�正象前一代的哲士无法解ɖ尼布甲尼撒的梦兆一ë，无法ǧ出Ɋ几个神秘的文字。
{PK 527.1}

ɊÛ太后想起了五十多年前向尼布甲尼撒王Ǣ明那大像的梦及其ƺ解的但以理。

528

她Ǣ：“愿王万�，你心意不要¤惶，Ɗ面不要M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i有圣神的灵；你父
在世的日子，Ɋ人心中光明，又有ƀ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 ……立他
à士、
用法à的、和迦勒底人、并ƪ兆的ʤ袖；在他里i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Ǉƀ明，能^梦、ɖǸ
ǜ，解疑惑，Ɋ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
伯提沙撒；Ģ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Ɋ意
思。 {PK 527.2}

“但以理就被ʤ到王前。”伯沙撒勉强ɷ定下来，}先知Ǣ：“你是被Ì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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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父王从犹大Ì来的么？我听Ǣ你里i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ƀ明和美好的智慧。Ģ在哲士
和用法à的都ʤ到我面前，
叫他�ǧɊ文字，把ƺ解告ǉ我，无奈他�都不能把ƺ解Ǣ出来；我
听Ǣ你善于ƺ解，能解疑惑；Ģ在你若能ǧɊ文字，把ƺ解告ǉ我，就必身穿紫袍，ʛ戴金ɫ，在
我国中位列第三。” {PK 528.1}

529

但以理不
王的�ƽ所>，却�着至高者仆人的威�，Ɓ立在那¤恐万状的群�之前，他并不是
要ƺǬ媚的Ǒ，而是要解ɖ一ʛ不祥的信息。他Ǣ：“你的ȧ品可以�你自己，你的Ƞȡ可以�ş别
人；我却要
王ǧɊ文字，把ƺ解告ǉ王。” {PK 529.1}

先知首先提醒伯沙撒一些他所熟悉的事，但Ɋ些事并没有使他学得那可能拯救他的Ǽ卑的教ƶ。
他提到尼布甲尼撒的罪�与堕落，以及主}待他的śɇ，!!那ȡ与他的主权和荣耀，那因他的ˉ傲
而降下的神圣¦Ÿ，以及他后来}以色列上帝之权柄与恩慈所作的承Ʋ等；然后但以理又以勇敢而
有力的Ǒȅh伯沙撒的罪大�极。他将王的罪�露布在他面前，Ǣ明了他那本�学会而却未得到的
教ƶ。伯沙撒并未正确地了解他外祖父的śˌ，也未曾注意那些}他关系重大的各种事件中的警
告。他曾蒙ȡ予ƲǇ并ʜ从真神上帝的机会，但他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因此他就要收割他ɍ逆的后
果了。 {PK 529.2}

先知Ǣ：“伯沙撒啊，……你虽知道Ɋ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祂殿中的
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u用Ɋ器皿ʵ酒；你又Ȧ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Ǉ、
金、ɨ、ɤ、ɢ、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的上帝；

530

因此从上帝那里Ý出指i来写Ɋ文字。” {PK 529.3}

于是先知便ȳ向那写在f上的天ȡ信息，宣ǧǢ：“弥尼，弥尼，提客勒，�法珥新。”那只写字
的手已ś不Ʃ了，但Ɋ几个字却仍以可怕的明光ɻ耀着；ɊÛ�人都屏息静听那老迈的先知宣布
Ǣ： {PK 530.1}

“ƺ解是Ɋë：弥尼；就是上帝已ś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ó。提客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Ý出
你的�欠。毗勒斯（与�法珥新同）；就是你的国分裂，�于Ġ代人和波斯人。” {PK 530.2}

伯沙撒和他的大臣在最后ħ狂放ƕ之夜，就此使他�自己和迦勒底全国Ɇ到�ȏĊ盈的地步了。
上帝阻遏的手再不能Å住那迫近眉睫的灾ĳ了。上帝曾ǂ法用多种奇事来教�他�尊敬祂的律法。
祂ƿ到那些罪�滔天的人Ǣ：“我�想医治巴比#，她却没有治好。”耶利米�51:9 由于人心罕Ʃ地
±迷不悟，上帝ř于不得不宣布那无可挽回的判决。伯沙撒要死亡，他的国度要�与别人。 {PK 530.3}

先知ƺ完Ǒ之后，王就下令将所�ƽ的尊荣加于他；于是“人就把紫袍ş但以理穿上，把金ɫş他
戴在ʦʛ上，又!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 {PK 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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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百余年前，《圣ś》已ʣ言到：那“所羡慕的黄昏，”（以ȥ��21:4）王和大臣都要在�Ć上帝
的事上彼此争ƅ，却要在突然ʀM成®兢和òĎ的Û候。而Ģ在，重大的事件接踵而至，正�ˌ了
《圣ś》ʣ言}Ɋ幕活:中的要角�出世之前ƽ多年所作的描述。 {PK 531.1}

正当王ɉ在筵H内被那些�已注定厄Ɉ的人包[着的Û候，有一个送信的人来通知他Ǣ：“城的四
方”已ś被他以
其]ǰ必不得逞的Ù人所“攻取了；”而且“渡口被占据了，……兵丁也¤慌了。” 耶
利米�51:31, 32 正当他和他的ȓ人�用耶和B的神圣器皿ʵ酒、并Ȧ美金ɨ所造之神的Û候，Ġ代
和波斯的/ʋ已将幼L拉底河的水引离其河道，而ɹˁ直入那毫无戒h的大城中心。古列的/ʋɊ
Û已列ʌzf之外；全城都充Ċ了“象Ƣ蚱一ë”的Ù/；（耶利米�51:14）而且可以听到他�ƅ利
的Q喊，盖ɇ了那些¤慌的宴�者所Lš望的哀˘。 {PK 531.2}

“当夜，迦勒底王伯沙撒被á，”而由一个外国的君主登上了王位。 {PK 531.3}

希伯来的�先知早已清楚地ƿ到巴比#*覆的情景。当上帝在异象中向他�P示未来的事件Û，
他�曾感N地Ǣ：“示沙克（就是巴比#）何竟被攻取！天下所称Ȧ的何竟被占据！巴比#在列国中
何竟M
荒_！”“全地的大ɴ何竟砍断破坏！

532

巴比#在列国中何竟荒凉！”“因巴比#被取的声音地就震>，人在列邦都听Ʃ呼喊的声音。” {PK

531.4}

“巴比#忽然*覆ò坏。”“Ɋ是行òĎ的	到巴比#；巴比#的勇士被捉住，他�的弓折断了；因

耶和B是施行»�的上帝，必定施行»�。君王、名
万/之耶和B的，Ǣ：我必使巴比#的首
ʤ、智慧人、省ɹ、副省ɹ、和勇士都沉醉，使他�睡了ɹƭ，永不醒起。” {PK 532.1}

“巴比#哪，我
你ǂ下网ŷ，你不知不ƭ被ų住；你被~着，也被捉住，因
你与耶和B争ŀ。
耶和B已ś开了武�，拿出祂¡恨的兵器；因
主万/之耶和B，在迦勒底人之地有当作的事。”
{PK 532.2}

“万/之耶和B如此Ǣ：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J；凡Ì掠他�的，都ŉŉ抓住他�，不肯ɖ
放。他�的救ȟ主大有能力；万/之耶和B是祂的名；祂必伸清他�的冤，好使全地得平安，并Ð
¶巴比#的居民。” 耶利米�51:41; 50:23, 46; 51:8, 56, 57; 50:24, 25, 33, 34 {PK 532.3}

“巴比#{ʉ的城f，”就如此“全然*倒，她高大的城門……被火焚Ė。”万/之耶和B就如此“使
ˉ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 {PK 532.4}

533

“巴比#素来
列国的荣耀，
迦勒底人所矜夸的B美，”就如此与所多Ġ、蛾摩拉一ë，!!成

一个永Ɍ受咒ǆ的所在。《圣ś》已宣称：“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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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支搭�棚；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Ü野的走-卧在那里；咆哮的-Ċ了房屋；˅
˖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z中呼号；野狗必在他B美殿内吼叫。”“我必使巴比#

箭猪所得，又M
水池；我要用Ď亡的´帚´1它：Ɋ是万/之耶和BǢ的。” 耶利米�51:58;以
ȥ��13:11, 19-22; 14:23 {PK 533.1}

“守望的圣者”以表号向Ɋ巴比#的最后一位君王，犹如向它第一位君王那ë的宣判Ǣ：“王啊，有
Ǒ}你Ǣ：你的国位离开你了。” 但以理�4:31 {PK 533.2}

“巴比#的g女啊，下来坐在�埃，……
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
迦勒底的ʄ女啊，
你要默然静坐，ɋ入暗中；
因
你不再称
列国的主母。 {PK 533.3}

“我向我的百姓L怒，
使我的��被�Ć，将他�交在你手中；
你毫不怜£他�；…… {PK 533.4}

“你自己Ǣ：我必永
主母；
所以你不将Ɋ事放在心上，
也不思想Ɋ事的ŝ局。

534

“你Ɋ�好宴�，
安然居住的，
Ģ在当听ɊǑ，
你心中Ǣ：
惟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我必不至寡居，
也不遭�子之事。 {PK 533.5}

“哪知�子、寡居、Ɋ两件事，
在一日ȳ眼之ʀ必	到你；
正在你多行邪à、广施符咒的Û候，
Ɋ两件事必全然	到你身上。
你素来依仗自己的�行，
Ǣ：无人看Ʃ我。 {PK 534.1}

“你的智慧、ƀ明使你偏邪；
并且你心里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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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因此，ĳ患要	到你身，
你不知何ÛLĢ；
灾害落在你身上，
你也不能除掉；
所不知道的òĎ，也必忽然	到你身。 {PK 534.2}

“站起来吧，用你从幼年?神施行的符咒，
和你ƽ多的邪à，
或者可得益g，或者可得强ƅ。 {PK 534.3}

“你筹划太多，以至疲倦。
Ƶ那些ƪ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Ǣʣ言的，
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	到你的事。
他�要象碎Ķ；……
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
无人救你。” 以ȥ��47:1-15 {PK 534.4}

535

每一曾ś登上I史舞台的国家，都蒙ƽ可在地上占有相当的地位，以便决定它是否愿意成全那
位“守望的圣者”的旨意。ʣ言已ś描述了世界大帝国!!巴比#、Ġ代波斯、希腊、和ŷʾ的兴起与
LɆ。在Ɋ几个国家中，犹如在Ⱥ小的国家中一般，I史都已重演。每一个国家都śɇ一段ǎˌÛ
期； ŝ果都告失ȇ，它的光荣消退，它的权力也�失了。 {PK 535.1}

列国虽然都拒š了上帝的原5，并因而造成其自身的ȇ亡，但I代以来，神的控制一切的旨意Ý
然仍在Ɉ行着。Ɋ是先知以西ŝ流亡于迦勒底国Û在异象中所Ʃ到的，那Û在他¤异的注Ƭ之下，
有一些表号出Ģ，Ý明一个支配万有的“权力”如何掌管着地上一切Ţ治者的事=。 {PK 535.2}

以西ŝ在迦巴˔河Ʉ看Ʃ狂ʯ似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ɻĒ火的大云，周[有光ȿ，从
其中的火内L出好象光耀的精金。”ɉ有几个“ȵ中套ȵ”的ȵ，由四个活物推>着。在Ɋ一切以
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Ɲ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在基路伯翅膀之下，Ý出
有人手的ë式。” 以西ŝ�1:4, 26; 10:8 ȵ的ŝã极
复â，初看似乎混乱；但它�ȳ>Û却完全C
ǫ。

536

那些属天的“活物，”
那只出Ģ在基路伯翅膀之下的手支持着、引�着，ś常在推>那些ȵ；在
Ɋ一切之上，有亘古常在者坐在Ɲ宝石的宝座上；宝座的上方有一道代表神恩的虹ġŞ着。 {PK 535.3}

那像ȵ的复âŝã怎ë受着出Ģ于基路伯翅膀之下的手所引�，照ë，人世ʀ的一切œ繁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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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着神的控制。那位坐在基路伯以上的主，至今仍在邦国的œ乱与¶攘中指�世上的事。 {PK 536.1}

列国的I史今日向我�ǢǑ。上帝已
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在祂的大ư划中安排了一定的
地位。今日万国万民都受着那位š无ɲǞ之主手中“Ŕɣ”的ǎˌ。人人都在根据自己的ɐÂ而决定自
己的命Ɉ，上帝5掌管着一切，以成全祂的旨意。 {PK 536.2}

那位自有永有者在祂《圣ś》中所ȡ予的ʣ言，已将I史的事件一一串ſ起来，从永恒的ɇ去直
到永恒的将来，藉此指示我�今日在I史的ɇ程中已置身何g，以及将来可望有何事L生。直到今
日，凡ʣ言所Ǣ必要成就的事，都可从I史的篇ʘ中一一探~，因此我�可以确知那尚未成就的
事，也必依次wĢ。 {PK 536.3}

今日各种Û兆都Ǣ明：我�正置身于各ʛ重大而�Ɓ事件出Ģ的起点。我�世上的每一件事物无
不在>ƕ之中。救主所ʣ言在祂复	之前必定L生的事，正�ˌ在我�的眼前：“你�也要听Ʃ打仗
和打仗的ʯ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537

多g必有ʲ荒、地震。” ʾ太福音24:6, 7 {PK 536.4}

Ģ今乃是}于一切存活之人都具有极其重大关系的Û期。Ţ治者和政治家，身居要ž手握大权的
人，以及各ʍ�的有心人士，都在留心注意那在我�周[所L生的大事。他�很注意当前的国ʎ关
系。他�看到每一属世的@力都呈Ģ着ŉ�的状�，所以他�都Ʋ定将有重大而决断的事件L生，
!!全世界已č	¤人危机的Ʉű了。 {PK 537.1}

《圣ś》，惟有《圣ś》，}于Ɋ些事提供了正确的Ʃ解。《圣ś》P示了世界I史的重大的最
后几幕，就是那已投影于前面的各ʛ事件，而Ɋ些事件	近的响声已使大地震>，并使人因惧怕而
心¤胆怯。 {PK 537.2}

“看哪，耶和B使地空虚，M
荒凉，又翻ȳ大地，将居民分散；……因
他�犯了律法，�了律
例，背了永Ō。所以地被咒ǆ吞Ď，住在其上的Ý
有罪。” 以ȥ��24:1-6 {PK 537.3}

“哀哉，耶和B的日子	近了！Ɋ日来到，好象òĎ从全能者来到。……谷种在土`下朽ē，�也
荒凉，�也破坏； 因
五谷枯干了。牲畜哀˘，牛群混乱，因
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葡萄ê
枯干，无花果ê衰残；

538

石榴ê、棕ê、苹果ê、Ɏ田野一切的ê木，也都枯干；�人的喜�尽都消Ď。” Ō珥�1:15-18,
12 {PK 537.4}

“我心疼痛；……我不能静默不言；因
我已ś听Ʃ角声，和打仗的喊声。ò坏的信息ɎŠ不š；
因
全地荒�。” 耶利米�4:19, 20 {PK 538.1}

“哀哉，那日
大，无日可比。Ɋ是雅各遭ʔ的Û候；但他必被救出来。” 耶利米�30:7 {PK 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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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B是我的避ʔ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ĳ患必不	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棚。”
Ǐ篇91:9, 10 {PK 538.3}

“ɳ安的民哪，……耶和B必救ȟ你脱离仇Ù的手。Ģ在有ƽ多国的民聚集攻3你Ǣ：愿ɳ安被玷
õ；愿我��Ʃ她遭»。他�却不知道耶和B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 弥迦�4:10-12 上帝决
不会在教会遭遇最大危机的Û候�弃她。祂已�ƽ要施行拯救。祂曾Ǣ：“我必使雅各被Ì去的�棚
�回，也必ʟ惜他的住g。” 耶利米�30:18 {PK 538.4}

那Û上帝的旨意就必成全；祂国度的原5也必被天下�生所尊重。 {PK 538.5}

539

第四十四章在狮子坑中

本章根据 但以理�以理六章 {PK 539.1}

Ġ代人大利�j取了以前原属巴比#Ţ治者的王位之后，便立即着手ŖŘ新政府。他“立一百二十
个�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以上立�ɹ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督在他�三人面前回复事=，
免得王受�É。因Ɋ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Ý然超乎其余的�ɹ和�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
国。” {PK 539.2}

那加与但以理的殊荣引起了国内ʤ�人物的嫉妒，他�就要~找参他的把柄。但他�却找不
到，“因他忠心<事，毫无ɲǞɇ失。” {PK 539.3}

但以理Ɋ种毫无瑕疵的行
引起了Ù人更深的嫉妒。他�不能不承Ʋ：“我�要找参Ɋ但以理的把
柄，

540

除非在他上帝的律法中就~不着。” {PK 539.4}

因此�ɹ和�督聚集商Ʒ，想出了一个ưǰ，希望藉此陷害先知。他�决定去求王ń署他�所ʣ
h的一道禁令：三十日内国中不拘何人，不可在大利�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凡ɍ犯Ɋ禁令的
人就必°在Ğ子坑中。 {PK 540.1}

于是�督�¼就了一道Ɋë的禁令，呈Ǥ大利�ń署。他�ɘ}他的虚荣心，向他极力ʐǢɊ禁
令的w施必能大大增ɋ他的尊荣和威权。王既不知�督�的阴ʒ用意，也没有从禁令中看出他�的
仇恨，便俯从了他�的Ǭ媚，在禁令上盖了玉玺。 {PK 540.2}

但以理的Ù人从大利�面前退出来的Û候，就因他�已妥善地
耶和B的仆人布下网ŷ而雀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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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原来在策>Ɋ次的阴ǰ中，撒但乃是重要的角色。先知在国中握有大权，所以�天使深恐他的
@力会削弱他�}国内�ʤ袖的控制。那激使�督�生出猜忌嫉妒的，就是Ɋ些撒但的爪牙；那鼓
>布置阴ǰ除Ď但以理的，也是他�；而�督�既Ƶ自己作罪�的工具，就使阴ǰ得逞了。 {PK 540.3}

先知的仇Ùʣư但以理必a持原5，所以深信他�的]ǰ必能成功。他�}他品格所作的估ư并
无ɲǞ。

541

他很快就看出他�定立禁令的�意用意，但他�毫并未改M自己的素常行
。Ɋ正是他最需要祷
告的Û候，他怎能停止祈祷呢？他宁愿ě牲性命，也不肯放弃他从上帝那里得帮助的希望。他泰然
自若地克尽他作�ɹ的žȅ；及至祈祷的Û辰来到，他就回到自己的楼上，跪在开向耶路撒冷的窗
¯前，照他素常的�©，向天上的上帝献上他的祈祷。

542

他并未ǎ]遮掩他的行
。他虽然很充分地明知他忠于上帝必有的后果，但他的心意却不
所
>。他在那些ǂǰ陷害他的人面前，š不Ý出他与上帝之ʀ的ſ系有�毫断š的迹象。}于王有权
管理的一切事情，但以理都愿服从；但无ƿ是王或是王的禁令，都不能使他在效忠万王之王的事上
稍有偏差。 {PK 540.4}

先知便如此勇敢、却又安静而Ǽ卑地声明：世上任何的@力都无权介入人与上帝之ʀ，他虽被拜
偶像的人包[，但仍}Ɋ一ʛ真理作了忠心的ƩǄ。他不屈不Ä地a持正，无异明灯Ĕ照在那异
教z廷的道德黑暗中，Û至今日，但以理仍是站在世人之前的基督徒勇敢与忠ȁ的可ȓ榜ë。 {PK

542.1}

�督�ľ伺了但以理一整天。他�看到他三次上到楼房，三次听Ʃ他µ声向上帝祈祷�求。次日
早晨他�便ɋ到王前提出控ǉ。他所最重Ƭ、最忠心的�ɹ但以理已śɍ抗了王的禁令。他�提醒
王Ǣ：“王啊，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在Ğ子坑中，王不是在
Ɋ禁令上盖了玉玺么？” {PK 542.2}

王回答Ǣ：“w有Ɋ事，照Ġ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 {PK 542.3}

于是他�得意µµ地将大利�所最信任的ʟɽ的行>告ǉ他，Ǣ：“王啊，那被Ì之犹大人中的但
以理不理你，

543

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 {PK 542.4}

当王听到ɊǑÛ，就立即看出了那
他忠心仆人所ǂ下的网ŷ。他Lƭ那提出禁令的>机，并不
是ė心
增ɋ王的尊荣，而是由于嫉妒但以理。他因自己也在Ɋ件�已ɋ行的�事上有分“就甚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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ĕ，”他“筹划解救”他的朋友，“直到日落的Û候。”�督�ʣ料到王一定会作Ɋ番努力的，就来向他
Ǣ：“王啊，当知道Ġ代人和波斯人有例，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Ɋ道禁令虽然是ȕ
然ń署的，但也不能更改，必ʝ予以±行。 {PK 543.1}

“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来，°在Ğ子坑中。王}但以理Ǣ：你所常侍奉的上帝祂必救你。”于
是有人搬石i放在坑口，王就�自“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ɼ那坑，使¦<但以理的事毫无更
改。王回z，ř夜禁食；无人拿�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ƭ。” {PK 543.2}

上帝并没有阻止但以理的Ù人将他°在Ğ子坑中；祂容ƽ�天使和�人遂行他�的毒ǰ到Ģ在Ɋ
个地步；但Ɋ乃是要使祂拯救祂仆人的神迹更
Ý著，使真理与公的仇Ù所遭受的失ȇ更
�
底。

544

Ǐ人曾ƩǄǢ：“人的忿怒要成全祢的荣美。” Ǐ篇76:10 由于Ɋ个决心遵循正而不屈从权ǰ之
人的勇敢，撒但要被3ȇ，而上帝的圣名要受高�和尊崇。 {PK 543.3}

次日黎明，大利�王急忙往Ğ子坑那里去，“哀声呼叫”Ǣ：“永生上帝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
奉的上帝，能救你脱离Ğ子么？” {PK 544.1}

先知便µ声回答Ǣ：“愿王万�。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Ğ子的口，叫Ğ子不"我；因我在上帝
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ɇ�É的事。” {PK 544.2}

“王就甚喜�，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É，因

信靠他的上帝。“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Ɏ他�的妻子、儿女都�来，°在Ğ子坑
中；他�ɉ没有到坑底，Ğ子就抓住他�，咬碎他�的骨i。” {PK 544.3}

于是又有一位异教的Ţ治者ʡLǶ旨，Ȧµ但以理的上帝
真神。“那Û大利�王!旨，ÞǶ住在
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Ǣ：愿你�大享平安。Ģ在我降旨ÞǶ我所ŢɁ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
理的上帝面前，®兢恐惧；因
祂是永Ɍɹ存的活上帝，

545

祂的国永不ȇ坏，祂的权柄永存无极。祂º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
理脱离Ğ子的口。” {PK 544.4}

那反}上帝仆人的�党ɊÛ全然瓦解了。“但以理当大利�王在位的Û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Û
候，大享亨通。”Ɋ些异教的君王由于与他接触，就不得不承Ʋ他的上帝
“永Ɍɹ存的活上帝，祂的
国永不ȇ坏。” {PK 545.1}

从但以理得蒙拯救的故事中，我�可以明白：上帝的儿女g于ǎĐ和黑暗的Ûʎ，�当保持他�
在前途光明、充Ċ希望、一切如意的ġ境中所有的�度。那在Ğ子坑中的但以理，仍是那侍立王前
作首相、又作至高上帝之先知的同一但以理。一个a心倚靠上帝的人，在遭受最大ǎĐ的Û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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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在兴盛ʜ利!!上帝和世人礼遇恩待的Û候并无二致。信心可攀Ɇ那未Ʃ之事，并握住永恒的Ģ
w。 {PK 545.2}

天国与凡
受苦的人十分接近。基督与祂忠心的子民利害相共；祂与祂的圣徒同受苦ʔ；Ǫ"
害祂所¾ɐ的人，也就是"害祂。那随Û施予拯救以脱离身体上"害的能力，也随Û施予拯救以脱
离更大的ĳ患，使上帝的仆人能以在任何ġ境之下保持自己的ŏ正。并靠着神的恩典而得ƅ。 {PK

545.3}

546

但以理在巴比#和Ġ代波斯国作政治家的śˌ，Ý明了一ʛ事w：那就是管理事=的人并不一定
要作一个狡ǰ百出、玩弄权à的人；反之，他也可以作一个步步得蒙上帝引�的人。那身
世上最
强大国家之首相的但以理，同Û也是上帝的先知，ʤ受上天灵感的光照。他原是与我�一ë性情的
人，而灵感之笔却描述他是毫无ɇ失的。他所<理的事=，虽ś他的仇Ù仔ŗç究，也找不到一点
差ɲ。他是每一<理事=之人的榜ë，Ý明一个人的心意若重生而奉献ş主，>机在上帝看
ŏ
正，便能Ɇ到何等的地步。 {PK 546.1}

�格遵从上天的要求，不但�致属灵的、同Û也�致属世的福分。但以理a定不移地效忠上帝，
而不屈从自我的操Œ，凭着他那高ȓ的尊�和6毅的正直，就在青年的Û候，便博得照管他的外邦
官ɹ的“恩惠……怜£。” 但以理�1:9 他晚年的生活也表Ģ了同ë的特ȉ。他的地位扶Ô直上，ř至
成
巴比#国的首相。他Iś几个Ť起君王的Ţ治，邦国的*覆，和另一世界性帝国的兴起，他的
智慧与政治才能，他的机智，他的礼貌，他心地的真ǐ良善，以及他的忠于原5，都是如此完美，
甚至Ɏ他的仇Ù也不得不承Ʋ：他�“找不着他的ɲǞɇ失，因他忠心<事，毫无ɲǞɇ失。” {PK

546.2}

547

但以理一方面受人的尊敬而授予g理国=的要ȅ，并得以参与Ţ治天下之大帝国的机密，同Û也

上帝所重Ƭ而作祂的特使，得蒙ȡ予ƽ多有关未来世代之奥秘的P示。他所ƹ在但以理�第七至
第十二章的奇奥ʣ言，Ɏ先知自己也不完全了解；但他在一生工作ŝ束之前，已得到有福的保
Ǆ：“到了末期”!!就是Ɋ世界I史ŝ束的Û候!!他必再蒙允ƽ“起来，”享受他的福分和地位。他并
未ƙ准明白上帝所P示的全部神圣旨意。关于他所写的ʣ言�，他得蒙指示Ǣ：“要ʓ藏ɊǑ，封ɼ
Ɋ�；”Ɋ些�要被封ɼ，“直到末Û。”天使再度指示Ɋ个耶和B的忠心使者，Ǣ：“但以理啊，你只
管去；因
ɊǑ已śʓ藏封ɼ，直到末Û。……你且去等候ŝ局；因
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
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但以理�12:4; 9:13 {PK 547.1}

当我�	近Ɋ世界I史的末叶Û，我�需要特别注意但以理所ƹȹ的；与我�Ģ今Ɋ个Û代有关
的各ʛʣ言。Ɋ些ʣ言�与新Ō圣ś最后一卷的教ƶɎŝ起来。撒但已śǠ使ƽ多人相信但以理和
P示�作者Ō翰的�卷是无法了解的。但Ɋ�ƽ是很清楚的，研究Ɋ些ʣ言必有特别的福分伴随
着。有Ǒƿ到但以理所Ʃ到的、那些将在以后的日子要P明的异象Ǣ：“智慧人能明白；”（但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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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548

至于基督所ȡş祂仆人Ō翰
指引上帝各世代子民的P示，5有�ƽǢ：“念Ɋ�上ʣ言的，和那
些听Ʃ又遵守其中所ƹȹ的，都是有福的。” P示�1:3 {PK 547.2}

我�需要从但以理和P示�两�所ʈ明的邦国兴亡史中，明白�有外表和属世的荣耀Ǘ是多么地
无价)。巴比#及其空前š后的一切权@与荣美，!!Ɋ种权@与荣美在当Û的人看来，似乎是十分
Ĺ固而持久的，!!已是何等�底消逝了啊！它已象“草上的花”那ë衰残了。随之而兴起的Ġ代波
斯、希腊、与ŷʾ等帝国也都一ë地消Ď了。而一切不以上帝
基Ĳ的都必如此消Ď。惟有完全符
合祂旨意而表Ģ祂品德的，才能永Ɍɹ存。世上唯一永不M易的事物，就是祂的原5。 {PK 548.1}

仔ŗ研究上帝的旨意如何在各国I史和有关未来之事的P示中逐步wĢ，足以帮助我�得就一切
能Ʃ和不能Ʃ的事物之真正价)而作估ư，并明白何
人生的真正目的。如此，我�既根据永恒的
ƪ点而ƪ察一切ßÛ的事物，便可象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一ë，
那真w、高ȓ、永恒的事物而生
活。我�要在今生学�我�主救主的国度、就是那存在永永ɌɌ的幸福国度的原5，俾能准h妥当
而在祂复	Û与祂一同承受Ɋ个国度。 {PK 548.2}

549

第六Ű流亡以后
550

“撒但哪，耶和Bȅh你，就是¾ɐ耶路撒冷的耶和Bȅh你；Ɋ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么？” 撒迦利�3:2 {PK 550.1}

551

第四十五章归回故土

古列的大/ɋ迫巴比#的城垣，Ɋ}于犹太人而言，乃是一个先兆，表明他�脱离被Ì得ɖ放的
Û候近了。在古列出世一百多年以前，《圣ś》就已提及他的名字，并曾ƹȹ他在突然之ʀ攻陷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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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并
ɖ放被Ì之民ʣh道路等他所成就的wʎ事迹。藉着以ȥ�，曾有Ɋë的ǑǢ： {PK 551.1}

“我耶和B所膏的古列，我Î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使城門在他面前敞开，不得
关ɼ；我}他如此Ǣ：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之地；我必打破ɤ門，砍断ɢɺ。我要将暗中的
宝物、和ʓ密的Ȅ宝ȡş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 以ȥ��45:1-3
{PK 551.2}

552

波斯征服者的大/突然由�已改道而流的河床、ɋ入巴比#京都的中心，并ɾɋ那因自ƭ安全而
敞开且全无防守的内部門¯，犹太人在Ɋ些事上已有充分的凭据，Ǆ明以ȥ�所Ǣ有关那些J迫他
�的人忽然*覆的ʣ言已逐句�ˌ了。Ɋ}于他��是一个确切无Ǟ的表号，Ý明上帝正在
他�
的ű故而安排各国的事=；因
以下的Ǒ是与描述巴比#被攻占而*覆的ʣ言ŉŉ相Ɏ的： {PK 552.1}

“ƿ古列Ǣ：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L命立Ĺ圣殿的根基。
”“我凭公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ɖ放我被Ì的民，不是
工价，也不
是
Ƞȡ：Ɋ是万/之耶和BǢ的。” 以ȥ��44:28; 45:13 {PK 552.2}

流亡的犹太人不�可根据Ɋ几段ʣ言，以建立他�ƙ得迅速解救的希望。耶利米的著作是他�都
能ʇǧ的；Ɋ些著作中明明提到：以色列人从巴比#被ɖ�国以前，必śɇ一段相当的Û期。主曾
藉祂的信使ʣ言Ǣ：“七十年Ċ了以后，我必刑Ÿ巴比#王、和那国民、并迦勒底人之地，因他�的
罪孽使那地永Ɍ荒凉：Ɋ是耶和BǢ的。” 耶利米�25:12他要向犹大的“余数”施恩，以�答�切的
祈祷。“耶和BǢ：我必被你�~Ʃ；

553

我也必使你�被Ì的人�回，将你�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到的各g招聚了来，又将你��回
我使你�被Ì掠离开的地方：Ɋ是耶和BǢ的。” 耶利米�29:14 {PK 552.3}

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常常研究Ɋ些、以及描述上帝}祂子民所定旨意的类似ʣ言。ɊÛ，局@正在
迅速L展，Ý明上帝大能的膀臂正在各国中Ɉ行，但以理就特别想到那些ȡ与以色列的�ƽ。他}
于Ɋ些ʣ言的信心，更使他体味到神圣作者�所ʣ言的śˌ。主曾Ǣ：“
巴比#所定的七十年Ċ了
以后，我要眷ʟ你�，向你�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仍回此地。耶和BǢ：我知道我向你�所�的
意念，是ȡ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ĳ的意念，要叫你�末后有指望。你�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
�允你�。你�~求我，若�心~求我，就必~Ʃ。” 耶利米�29:10-13 {PK 553.1}

在巴比#*覆之前不久，正当但以理默想Ɋ些ʣ言，并祈求上帝帮助他明白有关Û期的含Û，
就有一Ɏ串ƿ到各国兴亡的异象ȡ予他。第一个异象ƹ在但以理�第七章中，附有一段解ɖ的Ǒ；
然而当Û先知也不完全明了。他提及当Û的śˌǢ：“我……心中甚是¤惶，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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Ɗ色也改M了；却将那事存ƹ在心。” 但以理�7:28 {PK 553.2}

由于另一个异象，未来的各ʛ大事有了ɋ一步亮光的P迪；而且在Ɋ异象将近ŝ束Û，但以理听
Ʃ “有一位圣者ǢǑ，又有一位圣者ɽ那ǢǑ的圣者，Ǣ：Ɋ……异象要到几Û才�ˌ呢？”（但以
理�8:13）当Û所得到的回答是：“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1，”（但以理�8:14）ɊǑ使他困惑
不已。他�切地祈求了解Ɋ异象的意。他不明白耶利米所ʣ言的被Ì七十年，与他在异象中听到
那圣者所Ǣ、在上帝圣所洁1之前必要śɇ的二千三百年，二者有何关系。天使加百列向他作了部
分的解ɖ；然而在先知听到“Ɋ异象……关乎后来ƽ多的日子”ɊǑÛ，他就昏倒了。他ƹ�当Û的ś
ˌǢ：“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理王的事=；我因Ɋ异象¤奇，却无人能明白其
中的意思。” 但以理�8:26, 27 {PK 554.1}

但以理既仍因以色列而心中�ĕ，于是就重新研究耶利米的ʣ言。Ɋ些ʣ言都非常清楚，!!清楚
得足使他从ƹȹ于�上的ƩǄ、而明白“耶和B的Ǒ	到先知耶利米，ƿ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
年
Ċ。” 但以理�9:2 {PK 554.2}

但以理凭着他那基于确切的ʣ言而生的信心，�求主迅速wĢɊ些�ƽ。他�求上帝ũº祂的尊
荣。

555

他在祈祷中完全将自己和那些辜Ȃ神旨的人Ƭ同一体，并承Ʋ他�的罪
他自己的罪。 {PK 554.3}

先知Ǣ：“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上帝祈祷�求。我向耶和B我的上帝祈祷、Ʋ罪。” 但
以理�9:3, 4 但以理虽已ɹ久侍奉上帝，并被上天称
“大蒙眷ę”的，然而他ɊÛ仍以罪人的身份来
到上帝面前，力ʐ他所ėę之民的需要。他的祈祷是Ņ明>人、而又ė切ǐ�的。且听他呼求Ǣ：
{PK 555.1}

“主啊，大而可畏的上帝，向ę主守主ǚ命的人守Ō施慈ę；我�犯罪作孽，行�叛逆，偏离祢的
ǚ命典章；没有听从祢仆人�先知奉祢名向我�君王、首ʤ、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Ǣ的Ǒ。 {PK

555.2}

“主啊，祢是公的；我�是Ɗ上蒙羞的；因我�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人，或
在近g、或在Ɍg被祢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祢，正如今日一ë。…… {PK 555.3}

“主我�的上帝，是怜£ʸ恕人的，我�却ɍ背了祂。”“主啊，求祢按祢的大仁大，

556

使祢的怒气和忿怒ȳ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祢的圣山；耶路撒冷和祢的子民、因我�的罪�和
我�列祖的罪孽，被四[的人羞辱。 {PK 555.4}

“我�的上帝啊，Ģ在求祢垂听仆人的祈祷�求，
自己使Ɗ光照祢荒凉的圣所。我的上帝啊，求
祢%耳而听，Į眼而看，眷ʟ我�荒凉之地、和称
祢名下的城；我�在祢面前�求，原不是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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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乃因祢的大怜£。 {PK 556.1}

“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允而行；
祢自己不要ɏ延。我的上帝啊，因Ɋ城和Ɋ民，都是称

祢名下的。” 但以理�9:4-9, 16-19 {PK 556.2}

天庭也在%耳*听Ɋ先知的�切祈祷。甚至在他ɉ没有ŝ束他�求赦免与复兴的祈祷之前，大有
能力的加百列又向他ÝĢ，并叫他注意他在巴比#*覆、伯沙撒被á之前所Ʃ到的异象。然后天使
便向他ǘŗ解ɖ那七十个七的Û期，Ǣ明Ɋ个Û期要“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但以理�9:25
{PK 556.3}

但以理的祈祷是在“大利�……元年”献上的，（但以理�9:1）Ɋ个Ġ代族王的元�古列曾将Ţ治
天下的大权从巴比#王手中jɇ来。大利�的Ţ治甚受上帝的重Ƭ。天使加百列曾奉差遣来到他那
里，“使他a强。” 但以理�11:1 Ō在巴比#*覆后二年，

557

大利�ˆ崩，古列Ť位，而在他±政的开始，就是第一批希伯来人从犹大地被尼布甲尼撒Ì到巴
比#之后、七十年Ċ足的Û期。 {PK 556.4}

上帝曾利用但以理蒙救脱离Ğ坑的事，在古列大帝的Ɖ海中生出了良好的印象。Ɋ个身
政治家
的神人，其�秀的气ȉ和高瞻Ɍ瞩的才能，使波斯的Ţ治者非常器重他，并且也很珍Ƭ他的意Ʃ。
ɊÛ，正)上帝所Ǣ祂要使祂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重新建造的Û期，祂就感>那
祂媒介的古列，使
他LƩ那有关他自己的ʣ言!!也就是但以理最熟悉的ʣ言，并准ƽ犹太人恢复自由。 {PK 557.1}

当古列王看到那在他出世前一百多年的Ǒǜ，ʣ言巴比#被攻取的情形；当他ǧ到宇宙的Ţ治者
向他L出的信息：“你虽不ƲǇ我，我必ş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g，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
外，没有别神；”当他看到那在他眼前的永生上帝的宣言：“因我仆人雅各、我所¾ɐ以色列的ű故。
我就ʪ名召你；你虽不ƲǇ我，我也加ş你名号；”并LĢ了以下默示的ƹ�：“我凭公兴起古列，
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ɖ放我被Ì的民，不是
工价，也不是
Ƞȡ，”（以ȥ�
�45:5, 6, 4, 13）他的心就大受感>，立志要完成上天所交派与他的使命。

558

他要ɖ放犹大的俘Ɵ；他要帮助他�重建耶和B的圣殿。 {PK 557.2}

古列在一道“通告全国”的ǋ�中，Ǣ明了他准h使希伯来人回国并重建他�的圣殿的意愿。王在
Ɋǋ�中感激地承ƲǢ：“耶和B天上的上帝已将天下万国ȡş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
祂
建造殿宇。在你�中ʀ凡作祂子民的，可以上……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B以色列上帝的
殿（只有祂是上帝）；愿上帝与Ɋ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ƿ寄居何g，那地的人要用金ɨȄ物牲
畜帮助他；另外也要
耶路撒冷上帝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以斯拉ƹ1:1-4 {PK 558.1}

他更ɋ一步降旨ƿ到圣殿的ã造，Ǣ：“要建造Ɋ殿
献祭之g，a立殿的根基；殿高六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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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肘；用三�大石i，一�新木i；śȖ要出于王�；并且上帝殿的金ɨ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
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的，要�ɉ�到耶路撒冷的殿中。” 以斯拉ƹ6:3-5 {PK 558.2}

Ɋ道ǋ令的信息!遍了波斯国最遥Ɍ的省份，所以分散在各g的以色列民都大
欣喜。ƽ多人也
象但以理一ë，

559

曾ś常研究ʣ言，并祈求上帝wĢ祂
ɳ安而伸手行事的�ƽ。ɊÛ他�的祈祷已蒙�允；他�
便可Ċ心快�地同声歌唱： {PK 558.3}

“当耶和B将那些被Ì的�回ɳ安的Û候，
我�好象作梦的人。
我�Ċ口喜笑，
Ċ舌ñ呼的Û候，
外邦中就有人Ǣ：
耶和B
他�行了大事。
耶和B果然
我�行了大事；
我�就ñ喜。” Ǐ篇126:1-3 {PK 559.1}

“于是犹大和便雅£的族ɹ、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上帝激>他心的人，”!!Ɋ是相当多的“余
民”，
数Ō五万之�，来自流亡各地的犹太人群中，他�决心趁着Ɋş予他�的š好机会：“上耶路
撒冷去建造耶和B的殿。”他�的朋友�也没有Ƶ他�空手而去。“他�四[的人就拿ɨ器、金子、Ȅ
物、牲畜、珍宝帮助他�。”除了Ɋ些和其他ƽ多甘心奉献的礼物之外，ɉ有“耶和B殿的器皿，……
Ɋ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波斯王古列派�官米提利Ɇ将Ɋ器皿拿出来，……共有
五千四百件，”�供那将要重建的圣殿之用。” 以斯拉ƹ1:5-11 {PK 559.2}

古列派大G王的一个后裔所ŷ巴伯（又名ǂ巴Ɯ）、Ȃȅ作那回到犹大地之人的省ɹ；

560

同他一起的有大祭司Ō��。他�ɹ途跋涉，śɇÜ野荒漠之地，ř于平安到Ɇ，于是Ɋ快�的
人群心中感ǹ上帝多方面的恩典，便立即下手重新兴建ɇ去被拆ò破坏的一切。先由“族ɹ”ʤ先献上
他�的Ȅ物，以Ʀ助重建圣殿的Ȗ用；�百姓5效法他�的榜ë，从自己有限的Ȅ物中自由奉献。
Ʃ以斯拉ƹ2:64-70 {PK 559.3}

他�尽速在圣殿院内祭b的旧址筑了一座b。于是�民“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参赴献b
礼以及一切有关的活>；他�在那里共同恢复那在尼布甲尼撒ò坏耶路撒冷Û中断了的神圣崇祀。
当他�分散而去住在他�所致力重建的家园之前，他�又“守住棚Ɛ。” 以斯拉ƹ3:1-6 {PK 560.1}

每日献燔祭之b的恢复，使Ɋ班忠心的“余民”大ƭ欣慰。他�ė切地着手ɋ行重建圣殿一切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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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h工作，并随筹建工作的逐月ɋ展而增加了勇气。他�被剥j了那Ý明上帝	格的可Ʃ表征已
有多年。而ɊÛ他�四[既然都是一些令他�想起祖先背道的可悲之物，他�就渴望看到某种ś常
Ý明神圣赦免与恩眷的表征。他�重Ƭ上帝的嘉ő，ɇ于收复个人的Ȅ�和往昔的权利。祂虽已

他�行了奇事，

561

562

563

而且他�也确w体Ʋ到祂常与他�同在；然而他�仍渴慕更大的恩惠。他��着ñ�的心情，期
待着将来在圣殿重新建成之后，可以看到祂的荣耀从其中照耀出来的那一天。 {PK 560.2}

筹h建筑材料的工人在�墟中找到了一些巨大的基石，是从前在所ŷ門的日子Ɉ到圣殿基地的。
Ɋ些石iʣh好了待用，同Ûƽ多新的材料也ʣh妥当了；于是工程很快地就ɋ展，到了必ʝ奠立
基石的ʍ段。Ɋʛ奠基礼是当着成千上万前来参ƪ工程ɋ行的人�行的，他�也因自己的得与Ɋ圣
工有分而深表快�。当奠立房角石的Û候，全体民�在祭司的号筒和�Ɯ子v的ɤɡ伴奏之下，“彼
此唱和、Ȧ美称ǹ耶和B，Ǣ：他本
善；他向以色列人永L慈ę。” 以斯拉ƹ3:11 {PK 563.1}

Ɋ行将重建的圣殿，乃是ƽ多ƿ到上帝�愿向ɳ安彰Ý眷ę之ʣ言的主ʪ，因此凡参赴奠基礼的
人，按理都当ė烈地感�当Û的ñ�精神。可是当Ɋñ�的一天，却听到在音�和Ȧ美的呼声中Í
â着不ǳ之音。“有ƽ多祭司、利未人、族ɹ、就是Ʃɇ旧殿的老年人，Ģ在�眼看Ʃ立Ɋ殿的根
基，便大声哭号。” 以斯拉ƹ3:12 {PK 563.2}

564

当Ɋ些老年人想到ɹ期怙�不悛的ŝ果Û，他�自然ƭ得Ċ心�愁。他�和他�同Û代的人若ʜ
从上帝，并w行祂
以色列所定的旨意，那么所ŷ門所建造的圣殿就不至于被ò坏，而被Ì的事也
就不必要了。可惜由于忘恩Ȃ与不忠不信，他�ř于被分散在外邦人中了。 {PK 564.1}

Ģ在情形改M了。主已本乎祂仁慈的怜£再度眷ʟ祂的子民，并且容ƽ他��回故土。他�因ɇ
去的ɲǞ而生的悲哀，ɊÛ�M
极大的喜�之情。上帝既已感>古列的心，来帮助他�重建圣
殿，Ɋ事理�使他�深表感恩。可是有一些人没有看清上帝明Ý的圣意。他�非但不感欣喜，反而
�藏不Ċ和灰心的情Ŧ。他�曾Ʃɇ所ŷ門圣殿的荣耀，所以他�便因Ģ在所造的殿不如以前而悲
哀起来。 {PK 564.2}

当ÛɊ些悲N和怨言，以及所作不�善意的比Ⱥ，在ƽ多人心中留下了使人�气的影响，ŝ果便
使匠人的手“Lȶ。”工人因而L生疑ɽ：Ɋ座在奠基之初就h受批ǅ、并引起悲戚的殿宇，他��否
Ťŧɋ行建造呢？ {PK 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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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会�中ɉ有ƽ多人，因
具有更大的信心和更Ɍ的眼光，并没有}ɊȺ小的荣耀表示不Ċ。
当Û“也有ƽ多人大声ñ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ñ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

565

因
�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Ɍg。” 以斯拉ƹ3:12, 13 {PK 564.4}

那些在奠立圣殿根基Û没有一同ñ�的人，若能ʣƩ自己当日缺少信心的ŝ果，他�就必心¤胆
ʮ了。他�既没有体会到自己非ʔ和灰心的Ǒǜ所有的份量；也没有ʤ悟到自己所表示的不Ċ之
情；如何大大地阻延了主殿的落成。 {PK 565.1}

第一座圣殿的壮�雄 ，以及其宗教崇祀的隆重礼Ɛ，乃是以色列人在被Ì之前ś常引以自豪
的；但他�的敬拜却往往缺少上帝所Ƭ
最重要的成分。第一座圣殿的荣耀及其�Ɛ的煊赫，并不
能使他�得蒙上帝的悦ő；因
那在祂看来唯一最有价)的，他�并没有献上。他�没有以痛悔Ǽ
卑的心
祭献ş祂。 {PK 565.2}

每当上帝国度的基本原5被ȸƬ之Û，宗教的�式就M
繁累奢侈了。每当品格的建立被疏忽，
心灵的美ʶ有缺欠，而ŏ真的敬虔也被鄙弃之Û，ˉ傲与ę好炫耀的心就必ȋ慕壮�的教堂、B美
的装ʶ、和堂皇的�式。但上帝在Ɋ一切的事上是得不到荣耀的。他之所以珍Ƭ祂的教会，不是因

她外表的�美，而是因
她具有那使她与世俗有别的真ǐ的敬虔。他}于教会所作的估ư，乃是
根据其会友在ƲǇ基督方面的ɹɋ，以及他�属灵śˌ的ɋ步程度。

566

他所注重的是仁ę与良善的原5。一切Əà方面的荣美，都不足与凡作基督代表之人所表Ģ的性
情和品格方面的�美相比。 {PK 565.3}

一个教会Z体可能是地上最Ȍĺ的。它可能在外表上毫无>人之g；但如果其中的分子具有基督
圣德的特ȉ，天使就必来参加他�的崇拜。他�从感恩之心所L出的Ȧ美与感ǹ，必如馨香的供物
升Ɇ上帝面前。 {PK 566.1}

“你�要称ǹ耶和B，因他本
善；
他的慈ę永Ɍɹ存。
愿耶和B的ȟ民ǢɊǑ，
就是他从Ù人手中所救ȟ的。” {PK 566.2}

“要向他唱Ǐ歌ʢ，
Ǯƿ他一切奇妙的作
。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
~求耶和B的人心中�当ñ喜。” {PK 566.3}

“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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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心里ʲʻ的人得ʷ美物。” Ǐ篇107:1-2; 105:2-3; 107:9 {PK 566.4}

567

第四十六章“上帝的先知……帮助他们”

在那些着手ɋ行重建圣殿之工的以色列人附近，住着一种撒Ġ利�人，他�是早年从�述各省迁
来的异邦殖民者、和从前留在撒Ġ利�与加利利的十个支派的剩余分子通婚、而�生的混合人种。
后来Ɋ些撒Ġ利�人也自称敬拜真神上帝；但在心灵和�俗方面，他�仍是敬拜偶像的。不ɲ，他
�固然Ʋ
他�的偶像，只是用来使他�想起那位宇宙的主宰永生的上帝；但Ɋ些人仍然是癖好敬
拜那些雕刻之偶像的。 {PK 567.1}

在犹大复国期ʀ，Ɋ些撒Ġ利�人被称
“犹大和便雅£的Ù人。”他�“听Ǣ被Ì�回的人
耶和
B以色列的上帝建造殿宇，就去Ʃ所ŷ巴伯和以色列的族ɹ，”表露他�甚愿一同建造的意]。他�
Ǣ：“Ǥ容我�与你�一同建造；因
我�~求你�的上帝，与你�一ë；

568

自从�述王以撒哈ʠ�我�上Ɋ地以来，我�常祭祀上帝。”然而他�}Ɋ种权利所作的要求被拒
š了。以色列的首ɹǢ：“我�建造上帝的殿与你�无干；我�自己
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C力建
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以斯拉ƹ4:1-3 {PK 567.2}

从巴比#被ɐ�回的只是一班“余民”；所以Ģ在当他�着手ɋ行一种似乎是他�ʔ以ƅ任的事工
Û，他�最接近的ɔ人就来提出帮助了。撒Ġ利�人提到自己是敬拜真神上帝的，并且表示愿意分
享与圣殿崇事有关的权力和福惠。他�Ǣ：“我�~求你�的上帝，与你�一ë。”“Ǥ容我�与你�
一同建造。”如果犹大的首ʤ�接受了Ɋ种帮助的提Ʒ，@必
偶像崇拜的侵入敞开了門¯。他�看
出了撒Ġ利�人的并无ǐ意。他�也Ʋ明与Ɋ些人ŝ盟所能得到的帮助，若和遵守耶和B的明令所
可能ƙ致的恩典相Ⱥ，就全然算不得什么。 {PK 568.1}

关于以色列和周[各民族所�保持的关系，主曾藉着摩西指示他�Ǣ：“不可与他�立Ō，也不可
怜恤他�。不可与他�ŝ�；……因
他必使你儿子ȳ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B的怒
气向你�L作，就速速的将你�Ďš。”“你�耶和B你上帝
圣洁的民，

569

耶和B从地上的万民中、¾ɐ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申命ƹ7:2-4; 14:2 {PK 568.2}

以色列与周[的列国立Ō的后果，早已清楚地Ǣ明了。摩西曾宣称：“耶和B必使你�分散在万民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223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中，从地ɊɄ到地那Ʉ；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ƲǇ木i石i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
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B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
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ʔ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Ʃ的，早晨必Ǣ：巴不得到晚上
才好；晚上必Ǣ：巴不得到早晨才好。” 申命ƹ28:64-67 而所ȡ的�ƽ5是：“但你�在那里必~求
耶和B你的上帝；你尽心尽性~求他的Û候，就必~Ʃ。” 申命ƹ4:29 {PK 569.1}

所ŷ巴伯和他的同人很熟悉Ɋ些以及ƽ多类似的ś文；并且他�新近在被Ì之中，已接二Ɏ三地
得到Ǆ据，Ý明Ɋ些Ǒ完全�ˌ了。而Ģ在他�既已悔改，离弃那些使他�和他�列祖招致藉摩西
所清楚ʣ言之各ʛ刑Ÿ的ǥ般罪�；又已全心全意ȳ向上帝，并与祂重新立Ō，

570

他�才蒙准�回犹大地，俾能恢复那已遭摧ò的一切。因此，ʔ道他�在Ɋ工作6开始的Û候，
就要与拜偶像的人立Ō么？ {PK 569.2}

上帝曾Ǣ：“不可与他�立Ō；”而那些新近在他圣殿�墟之前的祭b旁重新献身�主的人，也体
Ʋ到祂的子民与世人之ʀ的界Ŕ，必ʝ永Ɍ明白无ƾ地分清。他�不肯与那些虽然熟悉上帝律法的
要求、却不愿服从的人ůŝ盟Ō。 {PK 570.1}

那
教ƶ以色列而Ɔ列于申命ƹ中的各ʛ原5，都是上帝子民直到末Û所�当遵守的。真正的兴
盛端在乎我�与上帝ś常保持立Ō的关系。我�决不可与凡不敬畏祂的人ŝ盟而致妨害原5。 {PK

570.2}

一般自称
基督徒的人常有Ɋë的危ʒ，就是以
自己多少必ʝ效法世界，以便在世人身上LÈ
感化力，虽然Ɋ种<法似乎可提供很大的利益，但ŝ果却往往造成灵性上的É失。上帝的子民=ʝ
�防真理的仇Ù藉着Ǭ媚的Ǡ惑、而企]侵入的每一种阴ʒ影响。他�在Ɋ世上乃是客旅、是寄居
的，行走在Ċ布危ʒ的路上。所以他�万不可不留意仇Ù所用来ǎ探他�的狡猾Ǔư与迷人Ǡ惑。
{PK 570.3}

最可怕的并不是那些公开反}上帝圣工的Ù人。

571

事w上那些象“犹大和便雅£的Ù人”一ë，以花言巧ǜ公然来向上帝的儿女要求ůŝ友好盟Ō的
人，其欺ˎ力却更
强大。}于Ɋ一类的人，各人都当提高警ƭ，以免有巧妙掩ʶ的ŷ网在不知不
ƭ之ʀ捉住了他。尤其是在世界I史行将ŝ束的今天，主要祂的儿女保持一种不知懈怠的警惕。虽
然斗争是不ʀ断的，但是并没有人被撇弃而独自m斗。天使要来帮助并保º那些存Ǽ卑的心行在上
帝面前的人。我�的主决不会�弃一个信靠祂的人。当祂的儿女就近祂以求保守脱离凶�的Û候，
祂就本乎怜£和慈ę而
他�Ŀ立大旗ˁ逐仇Ù 。祂要Ǣ；不可"害他�；因
他�是属我的。我
已将他�ɦ刻在我掌上。 {PK 570.4}

撒Ġ利�人既千方百ư地反}，“就在犹大人建造的Û候，使他�的手Lȶ，¶乱他�。从波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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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列年ʀ，直到波斯王大利�登基的Û候，ș�ǰ士，要ȇ坏他�的ǰ算。” 以斯拉ƹ4:4, 5 他�利
用虚ã的Ǻ言，使一些容易�疑之人的心中生出猜疑。但邪�的@力竟被遏制多年，而犹大人却有
自由Ťŧ其工作。 {PK 571.1}

当撒但致力于左右Ġ代波斯国的最高掌权者向上帝子民表示嫌�的同Û，天使却在
那班流亡者
效力。Ɋ种争斗乃是全天庭所关�的。我�藉着先知但以理，便可瞥Ʃ善�两大@力之ʀ的大争斗
情形。

572

天使加百列曾有三周之久与幽暗的权@Ⱥ力，ǂ法抵消那些在古列王心中活>的影响；而在Ɋʛ
争斗ŝ束之前，基督曾�自前来帮助加百列。加百列Ǣ：“波斯国的魔君À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
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ǥ王那里。” 但以理�10:13 凡属上天所能
祂子民作
的都已作到了。ƅ利ř于ƙ得；而在古列的日子，以及他儿子甘拜西在位的七年半中，仇Ù的@力
一直都是被抑制着的。 {PK 571.2}

ɊÛ真是犹大人最好的机会。上天最高的灵力正在君王的心中Ɉ行，以便上帝的子民得以ĵ极工
作，使古列的Ƕ旨付ǥw施。他�正�不ɓ余力地重建圣殿、恢复崇事、并重整其在犹大地的家
园。但在上帝施展大能的日子，ƽ多人却不愿作工。他�Ù人的反}乃是强烈而a决的，因此造殿
的人ćć灰心了。有些人�忘不了在奠立根基Û的情景，当Û有ƽ多人}于Ɋʛ事工表示缺乏信
心。所以当撒Ġ利�人越来越猖狂的Û候，很多犹大人就�疑重建圣殿的Û候究竟有没有来到。Ɋ
种情Ŧ不久就蔓延开来。多数的工人感到灰心�志，就�回自己的家�去重操故�了。 {PK 572.1}

当甘拜西在位的年ʀ，建殿的工作ɋ行Ů慢。当$斯美底

573

以斯拉ƹ4:7作�Ɇ薛西在位Û，撒Ġ利�人竟Ǡ使Ɋ个ņ位的暴君下令禁止犹大人重建圣殿和圣
城。 {PK 572.2}

圣殿被疏忽、甚至几乎被放弃Ɇ一年之久。百姓都住在自己的家里，竭力追求属世的繁荣，但他
�的g境是可怜的。他�尽管辛苦操?，�不能兴盛。自然界的要素似乎都与他�作}了。他�既
然任凭圣殿荒�，因此主便也使干旱	到他�的一切田�。ɇ去上帝曾将田园的果w、五谷、酒、
油、ȡş他�作
祂眷ę的凭Ǆ；但由于他�如此自私地利用Ɋ些丰富的恩ȡ，因此福惠便挪去
了。 {PK 573.1}

Ɋ就是大利�……赫斯他笔在位i几年的情形。以色列人在属灵和属世方面的境况都很悲惨。他
�既久已口L怨言、心存疑念；并久已将个人的利益作
前提，眼看主的圣殿荒�而无>于衷，因
此ƽ多人已忘了上帝使他��回犹大的旨意；他�却Ǣ：“建造耶和B殿的Û候尚未来到。” 哈Ǘ�
1:2 {PK 573.2}

但是即使在Ɋ暗淡的Û期中，那些信靠上帝的人也并非毫无希望。哈Ǘ和撒迦利�两位先知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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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Û兴起�付危机。Ɋ两个被任命的信使用>人的Ǆ言，向民�指明了他�ĳ患的成因。先知声
称：他�之所以在Ģ世方面不Ʃ兴盛，乃是忽略将上帝的事工列
首=的ŝ果，以色列若曾荣耀上
帝，他�若曾将建造祂圣殿作
当=之急，藉以向祂表示�有的尊重和礼敬，

574

5他�就必邀致祂的	格与福祉了。 {PK 573.3}

哈Ǘ向那些灰心的人L出L人深省的ȅɽǢ：“Ɋ殿仍然荒凉，你�自己ɉ住天花板的房屋么？Ģ
在万/之耶和B如此Ǣ：你�要省察自己的行
。”你�所成就的
什么如此微小？你�
什么�ʟ
自己的房屋而不ʟ主的殿宇？你�一度
恢复主殿而表示的ė心如今到哪里去了？你�侍奉自己所
得到的是什么呢？你�因
想逃避Ȍ困，以致疏忽圣殿，但Ɋ种疏忽恰好使你�所惧怕的事	到你
�。“你�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吃，却不得ʷ；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ɠ
的，将工ɠ装在破漏的囊中。” 哈Ǘ�1:4-6 {PK 574.1}

于是主用他�决可ʤ悟的Ǒǜ，向他�指出了那造成他�Ȍ乏的原因：“你�盼望多得，所得的却
少；你�收到家中，我就吹去。Ɋ是
什么呢？因
我的殿荒凉，你�各人却ʟ自己的房屋：Ɋ是
万/之耶和BǢ的。所以
你�的ű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我命干旱	到地土、山
�、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碌得来的。” 哈Ǘ�1:9-11
{PK 574.2}

575

主促;他�Ǣ：“你�要省察自己的行
。你�要上山取木料，建造Ɋ殿；我就因此喜�，且得荣
耀。” 哈Ǘ�1:7, 8 {PK 575.1}

以色列的首ʤ和民�ǐ心接受了藉哈Ǘ而!来的ƶ勉与ȅh的信息。他�感ƭ上帝是以ǐ�}待
他�。他�不敢忽Ƭ那屡次!ş他�的教ƶ，!!就是他�属世和属灵的兴盛，都在乎忠心ʜ从上帝
的命令。先知的警告U醒了所ŷ巴伯和Ō��，“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B他�上帝的Ǒ，和先
知哈Ǘ……的Ǒ。” 哈Ǘ�1:12 {PK 575.2}

以色列一ś决定ʜ从，随着ȅh的Ǒǜ而来的便是勉励的信息。“哈Ǘ……}百姓Ǣ：耶和BǢ：
我与你�同在。耶和B激>……所ŷ巴伯、”和Ō��、“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就来
万/之耶和
B他�上帝的殿作工。” 哈Ǘ�1:13, 14 {PK 575.3}

他�重新着手建殿之后不到一个月，建造的人又得到了另一ʛ勉励的信息。主�自藉着他的先知
;勉他�，Ǣ：“所ŷ巴伯啊，……你当6强；……Ō��啊，你也当6强；Ɋ地的百姓，你�都当
6强作工，因
我与你�同在；Ɋ是万/之耶和BǢ的。” 哈Ǘ�2:4 {PK 575.4}

主曾}那在西乃山下扎ƚ的以色列人宣布：“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ʀ，作他�的上帝。他�必知道
我是耶和B他�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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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

是将他�从埃及地ʤ出来的，
要住在他�中ʀ；我是耶和B他�的上帝。” 出埃及ƹ29:45, 46
ɊÛ他�虽然屡次“悖逆，使主的圣灵担�，”（以ȥ��63:10）上帝却藉着祂先知所!的信息，再
度伸手施行拯救。祂要与他�重新立Ō，�ƽ祂的圣灵仍必与他�同在，藉此Ʋ可他�与祂的旨意
合作；祂又吩咐他�：“不要惧怕。” {PK 575.5}

主}祂Ģ代的儿女也Ǣ：“你�都当6强作工；因
我与你�同在。”基督徒在主里面ś常有一位
有力的帮助者。主帮助的方法，我�未必明了；但有一点是我�可以确知的：祂决不至使凡信靠祂
的人失望。如果基督徒都Ʋ明主曾多少次安排他�的道路，使仇Ù}他�所有的企]不能得逞，他
�就再不会怨天尤人地Ȭ跚而行了。他�的信心就必寄于上帝，而任何ǎĐ也不足使他�>Ô了。
他�必承Ʋ祂
他�的智慧与效能，而祂也必使祂所期望藉着他�成就的事得以wĢ。 {PK 576.1}

那藉哈Ǘ而ȡ下的�;和勉励，后来又ś撒迦利�加以强ǫ并Ʀ充，他是上帝所兴起
Ȼ助哈
Ǘ，敦促以色列w行那“起来建造”之命令的。撒迦利�的第一道信息乃是一个保Ǆ，Ǣ明上帝的圣言
决不落空；也是一个�ƽ，就是要ȡ福ş凡听从Ɋ确w无Ǟ之ʣ言的人。 {PK 576.2}

577

以色列人虽然田地荒凉，�存的余粮即将告罄，四[并有�具Ù意的民族，但他�仍然凭着信心
向前迈ɋ，响�上帝信使�的号召，殷勤地致力于修建荒�的圣殿。Ɋ乃是需要a定倚ȣ上帝的工
作。当�民克尽本分，力求在心灵和生活方面重得上帝的恩典Û，就有一道又一道的信息藉着哈Ǘ
和撒迦利�ȡş他�，保Ǆ他�的信心必可大得Ƞȡ，而且上帝ƿ及他�Ģ正兴建其f垣之圣殿未
来荣耀的Ǒǜ，都不致落空。在日期Ċ足的Û候，那位
“万国所羡慕的”主，必以人类的��和救星
的身份，出Ģ于Ɋ座殿宇之中。 {PK 577.1}

因此，建殿的人并没有被撇下而独自m斗；“有上帝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以斯拉ƹ5:2）并
且万/之耶和B也曾�自宣称；“你�都当6强作工；因
我与你�同在。” 哈Ǘ�2:4 {PK 577.2}

随着ǐ心悔改和�愿凭信心迈ɋ而来的，便是Ģ世方面昌盛的�ƽ。主Ǣ：“从今日起，我必ȡ福
与你�。” 哈Ǘ�2:19 {PK 577.3}

他�的ʤ袖所ŷ巴伯，!!就是他�从巴比#回来之后ś受多年�格ǎĐ的ʤ袖，!!曾蒙ȡ予一
ʛ最宝ȓ的信息。主宣称日子必要来到，那Û祂ɐ民的一切Ù人都要被3倒。“万/之耶和BǢ：我
仆人……所ŷ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
印；因我¾ɐ了你。” 哈Ǘ�2:23 ɊÛ，以色列的省ɹ
可以辨明上天ʤ其śɇ先前一段灰心困¡Û期的用意；

578

他也可以在Ɋ一切事上看出上帝的旨意。 {PK 577.4}

Ɋ句}所ŷ巴伯个人ƺ的Ǒ被ƹ在ś上，乃要勉励各世代上帝的儿女。上帝使ǎĐ	到祂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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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有祂一定的用意。祂决不勉强引ʤ他�，除非他�能从起初看到末后，并Ʋ明他�正在wĢ之
宗旨的光荣、而甘愿¾ɐ受引ʤ。凡祂在考ˌ和ǎĐ中所加于他�身上的一切，都是要使他�6强
而
祂作工、
祂受苦。 {PK 578.1}

哈Ǘ和撒迦利�所!出的信息，振m了民�，使他�尽其力所能及的去重建圣殿；但当他�作工
的Û候，却不幸地遭受到撒Ġ利�人和其他Ù人的Ð¶，Ɋ些人千方百ư地加以阻Ä。有一次，Ġ
代波斯的几个�督来到耶路撒冷，ȉɽ那授权ş重建圣殿之人的名字。如果当Û犹大人不倚靠主的
引�，Ɋ种ȉɽ很可能ş他��来大ĳ。但“上帝的眼目看ʟ犹大的ɹ老，以致�督等没有叫他�停
工，直到Ɋ事奏告大利�，得着他的回Ƕ。” 以斯拉ƹ5:5 �督�所得到的是很ƀ明的回答，以致他
�决定写信ş当ÛŢ治Ġ代波斯的大利�……赫斯他笔，Ǥ他注意古列所L的、最初吩咐重建上帝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并从王的府�中支付建殿Ȗ用的ǋ令。 {PK 578.2}

579

大利�便~找Ɋ道ǋ令，ŝ果找到了；于是他就吩咐那些ǔɽ的人，=要Ƶ重建圣殿的工作Ťŧ
ɋ行。他下令Ǣ：“不要À阻上帝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ɹ和犹大人的ɹ老，在原g建造上帝的
Ɋ殿。 {PK 579.1}

大利�ŤŧǢ：“我又降旨，吩咐你�向犹大人的ɹ老
建造上帝的殿当怎ë行，就是从河西的款
ʛ中，急速Á取ȃɨ作他�的śȖ，免得耽Ǟ工作。他�与天上的上帝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Ĝ、公
Ū羊、Ū羊羔、并所用的麦子、ī、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Ǒ，每日供ş他�，不得有
Ǟ；好叫他�献馨香的祭ş天上的上帝，又
王和王�子的寿命祈祷。” 以斯拉ƹ6:7-10 {PK 579.2}

王更ɋ一步地降旨宣称：任何人若更改Ɋ道命令，必受�厉的刑Ÿ；最后他以如下)得注意的声
明作
ŝ束：“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Ɋ命令，拆òɊ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
祂名居所的上帝将
他�Ďš。我大利�降Ɋ旨意，当速速遵行。” 以斯拉ƹ6:12 如此，主便
完成圣殿的工作ʣh了
道路。 {PK 579.3}

在ʡ布Ɋ道Ƕ旨之前几个月，以色列人曾凭着信心Ťŧɋ行工作，上帝的先知仍然用合Û的信息
来帮助他�，将上帝}以色列所有的旨意Ó在作工的人面前。

580

在哈Ǘ所ƹ�的最后信息!出来之后两个月，撒迦利�看到了一Ɏ串有关上帝在地上圣工的异
象。Ɋ些信息以比X和表号的方式；正在ʥ
>ƕ�急之Û!来，所以}于那些奉以色列上帝的名
而前ɋ的人尤具特别的意。在首ʤ�看来，那原来准ƽ犹大人重建圣殿的命令似乎要被撤ɬ了；
前途Ý得非常暗淡。上帝看出祂的子民ɊÛ需要有关祂无限怜£与慈ę的P示，藉以ƙ得鼓舞和激
励。 {PK 579.4}

撒迦利�在异象中听到主的使者LɽǢ：“万/之耶和B啊，祢¡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
ś七十年；祢不施怜£要到几Û呢？”撒迦利�Ǣ：“耶和B就用美善的安慰Ǒ，回答那与我ǢǑ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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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PK 580.1}

“与我ǢǑ的天使}我Ǣ：“你要宣告Ǣ，万/之耶和B如此Ǣ：我
耶路撒冷、
ɳ安、心里极
其火ė。我甚¡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怒我民，他�就加害ɇ分。所以耶和B如此Ǣ：
Ģ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Ũ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Ɋ是万/之耶
和BǢ的。” 撒迦利�1:12-16 {PK 580.2}

先知ɊÛ又受命L出ʣ言Ǣ：“万/之耶和B如此Ǣ：

581

我的城邑必再丰盛LɆ；耶和B必再安慰ɳ安，¾ɐ耶路撒冷。” 撒迦利�1:17 {PK 580.3}

撒迦利�随后看Ʃ有四个角，代表那“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权@。ŉ接着他又看Ʃ
四个匠人，代表主所用来恢复祂子民和祂礼拜之所的±行者。Ʃ撒迦利�1:18-21 {PK 581.1}

撒迦利�Ǣ：“我又�目ƪ看，Ʃ一人手拿准Ũ。我Ǣ： 你往哪里去？他}我Ǣ：要去量耶路撒
冷，看有多{、多ɹ。与我ǢǑ的天使去的Û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他Ǣ：你跑去告ǉ那
少年人Ǣ：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象无城f的�村；因
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BǢ：我要作耶
路撒冷四[的火城，并要作其中的荣耀。” 撒迦利�2:1-5 {PK 581.2}

上帝已ś命令要重建耶路撒冷；所以þ量圣城的异象乃是一个保Ǆ，Ǣ明祂必安慰并ȡ力量ş祂
受苦的儿女，并向他�w行祂永Ō的�ƽ。祂宣称祂的保G看ʟ，要象“四[的火城；”而且祂的荣耀
必藉着他�ÝĢ在人的�子之前。祂
祂子民所要成就的事将使全地都知道。“ɳ安的居民哪，当µ
声ñ呼；因
在你�中ʀ的以色列圣者，乃
至大。” 以ȥ��12:6 {PK 581.3}

582

第四十七章约书亚与天使

建殿之人工作的Ĺ定ɋ展，使那些邪�的@力大
懊�而¤慌。撒但决意要作更ɋ一步的努力，
将上帝子民品格上的缺点Ó在他�面前，藉此使他�ȩ于ȶ弱而致灰心�志。如果那些因犯罪而遭
受ɹ期痛苦的人，再被引Ǡ忽Ƭ上帝的ǚ命，那么他�就必再度受罪�的捆Ŝ了。 {PK 582.1}

由于以色列已蒙¾ɐ而在地上保守有关上帝的知Ǉ，他�就一直成了撒但仇恨的特别}象；他决
心要消Ď他�。何Û他�表示ʜ从，他就无法"害他�；因此他曾用尽其一切力量和狡ư来引Ǡ他
�犯罪。他�ɇ去曾陷入他的圈套，ɍ犯了上帝的律法，以致被撇下而成
Ù人的掠物。 {PK 582.2}

他�虽然被Ì到巴比#，但上帝并没有�弃他�。祂差遣祂的先知去ȅh并警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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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使他�ƭ悟自己的罪愆。当他�在上帝面前自卑、并真ǐ悔改而�向祂的Û候，祂就将勉励的信
息!ş他�，宣称要拯救他�脱离被Ì之地，使他�重得祂的恩眷，并将他�再度安置在他�的故
土。如今Ɋ种复兴的工作已ś开始，而以色列的余民也已�回犹大，撒但就决心要破坏神圣旨意的
wĢ，因此他ǂ法要鼓>外邦国家起来将他��底消Ď，以Ɇ成此一目的。 {PK 582.3}

但是在Ɋ个危机之中，主却“用美善的安慰Ǒ”来a固祂的子民。撒迦利�1:13 祂用一个表示撒但
工作和基督使命的>人w例，Ý明他�的“中保”的能力足以®ƅ那控告祂子民的仇Ù。 {PK 583.1}

先知在异象中看Ʃ“大祭司Ō��”“穿着õķ的衣服，”（撒迦利�3:1, 3）站在耶和B的使者面
前，代他那些受苦的子民乞求上帝的恩典。当他�求上帝wĢ祂的�ƽÛ，撒但5大胆地起立与他
作}。他指出以色列的罪，作
他�不�再蒙上帝恩眷的ű由。他宣称他�是他的掠物，所以要求
将他�交在他的手中。 {PK 583.2}

大祭司不能
自己或他的子民反˂撒但的控告。他没有声称以色列是没有ɇɲ的。他是民�的代
表，穿着那象征背Ȃ他�罪孽的õķ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一面承Ʋ他�的罪，一面也指出他�的
悔改与自卑，

584

并倚靠那位赦罪之救ȟ主的恩典。他凭着信心Ǥ求上帝wĢ祂的�ƽ。 {PK 583.3}

于是那位“使者”!!也就是罪人的救主基督本身，堵住了控告祂子民者的口，Ǣ：“撒但哪，耶和B
ȅh你，就是¾ɐ耶路撒冷的耶和Bȅh你；Ɋ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么？”（撒迦利�3:2）以
色列久已落于苦ʔ的熔炉中。由于他�的罪孽，他�在撒但和他的爪牙
òĎ他�而燃点的烈火
中，几乎被Ė尽了；但ɊÛ上帝却伸手将他�救出来了。 {PK 584.1}

Ō��的代求既蒙悦ő，便有命令L出Ǣ：“你�要脱去他õķ的衣服；”于是那使者}Ō��
Ǣ：“我使你脱离罪孽，要ş你穿上B美的衣服。”“他�就把洁1的冠冕戴在他i上，ş他穿上B美
的衣服。” 撒迦利�3:4, 5 他自己和他子民的罪孽都蒙赦免了。以色列穿上了“B美的衣服，”!!就是
基督所�ş他�的。那戴在Ō��i上的“冠冕，”就是祭司�所戴的，上面写有“�耶和B
圣”的
字ë，（出埃及ƹ28:36）表明他ɇ去虽然犯ɇ罪，但Ģ在却有Ȝ格在上帝的圣所中侍奉祂。 {PK

584.2}

如今那位使者告ǚŌ��Ǣ：“万/之耶和B如此Ǣ：你若遵行我的道，ǽ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
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Ɋ些站立的人中ʀ来往。”

585

撒迦利�3:7 他若ʜ从，就要被尊
圣殿及其一切崇事的管理或主持人；即使在今生也要在随侍
的天使中ʀ来住；最后更要参与[Ş上帝宝座的那班得蒙荣耀的群�之中。 {PK 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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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祭司Ō��啊，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是作ʣ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G的苗
裔L出。” 撒迦利�3:8 以色列的盼望都寄托于Ɋ个“苗裔”，就是要来的拯救者。Ō��和他的子民
之所以得蒙赦免，就是因
他�相信那位要来的救主。他�藉着信靠基督，已ś重蒙上帝的恩眷。
如果他�靠着祂的功?而遵行祂的道、ǽ守祂的律例，他�就必成
“作ʣ兆的，”（ǌ者注：英文本
作“
世人所¤服的。”）在地上的万国中被尊
上天所¾ɐ的。 {PK 585.1}

撒但怎ë控告Ō��和他的子民，他也要照ë在各世代控告一切~求上帝的慈怜与恩眷之人。他
是“那在我�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弟兄的。” P示�12:10 Ɋ_争斗必在每一从邪�@力之下被救
出、其名字已ƹ在羔羊生命册上之人的身上重演一次。任何人蒙接ő而加入上帝的大家庭，没有不
激起仇Ùa决反}的。但那位在古Û
以色列的盼望、保障、公、和救ȟ的主，也是今日教会的
盼望。 {PK 585.2}

撒但之所以控告那些~求主的人，并不是因
他不喜悦他�的罪。他常因他�不健全的品格而雀
Ȫ不已；因
他知道惟有使他�ɍ犯上帝的律法，他才能ƙ得权柄控制他�。

586

他的控告完全是出于他}基督的仇恨。耶ĸ正藉着救恩的ư划，3破撒但}全人类的控制，并拯
救ƽ多生灵脱离他的权@。当Ɋ个叛逆的魁首看到基督
至高至尊的明ǄÛ，他一切的仇恨和毒意
就都L作；于是他就以凶�的@力和狡ư，要ǂ法将那些已接受救恩的人从他手中jɇ来。他引Ǡ
人L生�疑，使他�}于上帝失去信心、并与祂的ę隔š；他Ǡ惑他�去ɍ犯律法，然后声称他�
是他的俘Ɵ，
基督将他�从他手中救出去的权柄而争ƿ。 {PK 585.3}

撒但明知凡向上帝祈求赦免与恩惠的人必能如愿以+；因此他将他�的罪Ó在他�面前，令他�
灰心。他ś常~找把柄，要控告那些勉力ʜ从上帝的人。甚至Ɏ他�最�良最蒙悦ő的服=，他也
要ǂ法使之Ý
ȇ坏。他千方百ư地用最阴ʒ最残酷的手段，企]断定他�的罪名。 {PK 586.1}

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决不能�付仇Ù的控告。他只能穿着罪迹斑斑的衣服，站在上帝面前承Ʋ自己
的罪。但我�的中保耶ĸ要
一切藉着悔改和信心、已将自己的心灵交ş祂保守之人作有效的Ƀ
º。祂要
他�的案情力Ƀ，并用髑˒地有力的ƿ据J倒他�的控告者。祂}于上帝律法的完全ʜ
从，已ś使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ȡ与祂了，而且祂也向祂的父、
罪人要求怜恤与和好。祂}那
控告祂子民的Ǣ：

587

“撒但哪，耶和Bȅh你。Ɋ些人是我用自己的血�来的；他�是从火中抽出来的柴。”祂也向凡
凭着信心倚靠祂的人L出保ǄǢ：“我使你脱离罪孽，要ş你穿上B美的衣服。” 撒迦利�3:4 {PK

586.2}

凡已穿上基督袍的人，必要站在祂面前作
蒙¾ɐ的忠w子民。撒但无权将他�从救主手中j
去。基督决不容ƽ一个已凭悔改和信心而求祂保º的人、落在仇Ù的权@之下。祂已�ƽǢ：“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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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 以ȥ��27:5 那ȡşŌ��的�ƽ，也是ȡş每
一个人的：“你若……ǽ守我的命令，……我也要使你在Ɋ些站立的人中ʀ来往。” 撒迦利�3:7 即使
在此世，上帝的天使也必行在他�的左右，他�最后更要站立在那些ġŞ上帝宝座的天使之中。 {PK

587.1}

撒迦利�所看到有关天使与Ō��的异象，特别适用于上帝的子民在ȟ罪大日最后几幕中的ś
ˌ。那Û，余民教会必遭受到极大的ǎĐ和患ʔ。凡守上帝ǚ命和耶ĸ真道的人，必感受到那ˢ和
他全/的忿怒。撒但将全世界都列
他的属下；他Ɏƽ多自称
基督徒的人也能加以控制。但Ɋ里
竟有一小群人抗拒他的权威。他若能将他�从地上除Ď，他的ƅ利就算是完全的了。

588

他从前怎ë鼓>异邦国家去òĎ以色列，照ë，在最近的将来，他也必煽>地上的�@力来òĎ
上帝的子民。人�要被迫ʜ从世人的法令，而ɍ犯神的律法。 {PK 587.2}

凡忠于上帝的人将要遭威Ƅ、被斥ȅ、并受排斥。他�要被“父母、弟兄、�族、朋友”所交官，
甚至“被他�害死。” 路加福音21:16 他�唯一的指望在于上帝的怜£；他�唯一的保障乃是祈祷。Ō
��怎ë在天使面前�求，照ë，余民教会也要以痛悔的心和a定的信仰，藉着他�的中保耶ĸ而
�求赦免与拯救。他�充分体会到自己生活中的罪�，看出自己的ȶ弱与不配；因此他�几乎要š
望了。 {PK 588.1}

那ǎ探人的站在旁Ʉ控告他�，正象他从前站在Ō��旁Ʉ与他作}一ë。他指出他�õķ的衣
服和不健全的品格。他提出他�的ȶ弱与愚妄，他�的忘恩Ȃ之罪，以及不像基督；侮辱他�之
救ȟ主的地方。他力]恐吓他�，使他�以
自己的景况已毫无希望，自己的õ点也永Ɍ不能洗
除。他希望如此破坏他�的信心，以致他�会屈从他的ǎ探，而ȳ离效忠上帝的立_。 {PK 588.2}

撒但熟悉他曾引Ǡ上帝子民去犯的各种罪，所以他竭力控告他�，声称他�已因犯罪而�失了神
圣的保º，并断言他有权òĎ他�。他宣称他�都象他自己一ë，已被摒于上帝的恩眷之外。

589

他Ǣ：“ʔ道Ɋ些人就是将来要在天上代替我、和与我ſ合之使者的地位的么？他�自称ʜ从上帝
的律法；但他�w在遵守了么？他��没有ę自己ɇ于ę上帝么？他��没有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他
的服=以上么？他��没有ȋę世俗？且看他�罪迹昭彰的一生。且看他�的自私自利，他�的�
意和彼此的仇恨。ʔ道上帝要把我和我的使者ˁ离祂的面，倒反而n励那些犯了同ë罪�的人么？
主啊，祢凭公决不能如此行。公要求定他�
有罪。” {PK 588.3}

基督的信徒固然都曾犯ɇ罪，但他�并没有Ƶ自己完全受撒但爪牙的控制，他�已ś悔改自己的
罪，并且Ǽ卑痛悔地~求主；所以那位神圣的中保便
他�代求。那位曾因他�的忘恩Ȃ而ʷ受
侮辱、并深知他�的罪辜和他�的�悔之主Ǣ：“撒但哪，耶和Bȅh你。我已
Ɋ些人舍命。他�
已被ɦ刻在我掌上。他�的品格也ƽ不完全；他�ɇ去所作的努力也ƽ失ȇ；但他�已ś悔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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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已赦免并悦ő他�了。” {PK 589.1}

撒但的攻3是猛烈的，他的迷惑是狡猾的；但主的眼目垂ʟ着祂的子民。他�的苦ʔ极大，Ļ炉
的火似乎要把他�Ė尽；但耶ĸ必使他�成
火Đ的精金。他�世俗的成分要被除1，以便基督的
形像可藉着他�完全反映出来。 {PK 589.2}

590

有Û主似乎是忘ƹ了祂的教会所有的危机，以及教会的仇Ù所加于她的"害。其w上帝š没有忘
ƹ。今世的任何事物，都没有象上帝的教会那ë受祂疼ę的了。祂的旨意是š不容ƽ属世的策略玷
õ教会的ƹ�。祂不会Ƶ祂的子民被撒但的ǎ探所ƅ。祂必刑Ÿ凡Ǟ表祂的人，但祂也必恩待一切
真ǐ悔改的人。祂必将一切必需的帮助，ȡş凡向祂祈求力量以L展基督化品格的人。 {PK 590.1}

到了末Û，上帝的子民必
地上所行一切可憎之事而N息哀哭。他�要含着眼泪警告�人关于蹂
Ȯ神圣律法的危ʒ，他�也要以Ǣ不出来的�"在主面前自卑痛悔。�人要Ƴǝ他�的�"并嘲笑
他��Ɓ的�求。但上帝子民的痛苦与自卑乃是确切的凭据，Ý明他�正在恢复他�因犯罪而致�
失的品格上的力量与尊ȓ。他�之所以如此清楚地看出罪的极端邪�，乃因他�正愈益�近基督，
又因他�的眼目已定注着在祂完全的ŏ洁上。柔和与Ǽ卑乃是成功与ƅ利的条件。有荣耀的冠冕正
等待着那些在十字架跟前低i下跪的人。 {PK 590.2}

}上帝忠心而祈祷的人，无ƿ是ɇ去或Ģ在，都是藏在祂里面的。他�ɉ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安全
地得蒙保º呢？Ɋ世界上的Ţ治者常受撒但所鼓>，ǂ法要òĎ他�；但如果上帝儿女的眼目能开
P，

591

像以利沙的仆人在多坍一ë，他�就必看Ʃ上帝的使者在他�的四[安ƚ，遏制着黑暗的大/。
{PK 590.3}

当上帝的子民在祂面前刻苦己心，�求心灵ŏ洁的Û候，就有命令L出Ǣ：“你�要脱去他õķ的
衣服，”并有以下勉励的ǑǢ：“我使你脱离罪孽，要ş你穿上B美的衣服。” 撒迦利�3:4 基督无玷
õ的袍要穿在那些受ɇ考ˌ和ǎ探的、忠心的上帝儿女身上。被藐Ƭ的余民竟穿上B美的衣服，
永不再被世俗的õķ所沾染。他�的名字要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被列于I代忠心分子之中。他�
已ś抵Å那欺ˎ者的Ǔư；他�也没有因ˢ的咆哮而背弃他�的忠ȁ。Ģ在他�永不再受ǎ探者的
Ǔư所害了。他�的罪已śȳ移到那罪�元凶的身上。有“洁1的冠冕”要戴在他�的i上。 {PK 591.1}

当撒但在竭力提出他�的控告Û，那看不Ʃ的圣天使正在各g往来，将永生上帝的印ƹ印在忠心
之人的ʬ上。Ɋ些就是与羔羊一同站在ɳ安山上、有父的名字写在他�ʬ上的人。他�在宝座前唱
新歌，除了从地上�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Ɋ歌。“羔羊无ƿ往哪里去，他�都跟随
祂。他�是从人ʀ�来的，作初熟的果子�于上帝和羔羊。在他�口中察不出Ǳ言来；他�是没有
瑕疵的。” P示�14:4, 5 {PK 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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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那使者所Ǣ的Ǒ，此Û就完全�ˌ了：“大祭司Ō��啊，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是
作ʣ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G的苗裔L出。” 撒迦利�3:8 基督要以祂子民的救ȟ者和拯救者的身
份ÝĢ。当余民在地上作客旅期ʀ的眼泪和屈辱，得以在上帝与羔羊面前M成喜�和尊荣Û，他�
的确就成
“世人所¤服的”了。“到那日，耶和BL生的苗必B美尊荣，地的出�必
以色列逃脱的
人Ý
荣B茂盛。……那Û，剩在ɳ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ƹ名
的，必称
圣。” 以ȥ��4:2-4 {PK 592.1}

593

第四十八章“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

先知撒迦利�ŉ接着在Ō��与使者的异象之后，又得到了一ʛ有关所ŷ巴伯之工作的信息。撒
迦利�Ǣ：“那与我ǢǑ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ƭ被U醒一ë，他ɽ我Ǣ；你看Ʃ了什么？我
Ǣ：我看Ʃ了一个ŏ金的灯台，ʙ上有灯Ī；灯台上有七Ī灯，每Ī有七个管子。旁Ʉ有两棵橄í
ê，一棵在灯Ī的右Ʉ，一棵在灯Ī的左Ʉ。 {PK 593.1}

“我ɽ与我ǢǑ的天使，Ǣ：主啊，Ɋ是什么意思？……他}我Ǣ：Ɋ是耶和B指示所ŷ巴伯的；
万/之耶和BǢ：不是倚靠@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PK 593.2}

“我又ɽ天使Ǣ：Ɋ灯台左右的两棵橄íê，是什么意思？

594

我二次ɽ他Ǣ：Ɋ两根橄í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Ʉ，是什么意思？……他Ǣ：Ɋ是两
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Ʉ。” 撒迦利�4:1-6, 11-14 {PK 593.3}

在Ɋ个异象中，那立在上帝面前的两棵橄íê，正在藉着金管子而将金色油ɀ入灯台上的灯Ī
内。圣所中的灯乃藉此得到供�，而L出明亮持久的光ȿ。照ë，那两位侍立在上帝面前的受膏
者，也将上帝丰盛的圣光、慈ę、和能力ɀ送ş祂的子民，使他�也可以将光明、喜�、与安舒分
ş别人。凡藉此而成
富足的人，也要以上帝慈ę的珍宝而使别人成
富足。 {PK 594.1}

所ŷ巴伯在重建主殿Û，曾冒着多种的困ʔ而ɋ行工作。Ù人从一开始，就来“使他�的手Lȶ，
¶乱他�，”“用@力强迫他�停工。” 以斯拉ƹ4:4, 23 但主曾
建造的人而干ʣ此事，ɊÛ祂更藉着
先知}所ŷ巴伯Ǣ：“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ŷ巴伯面前你必成
平地；他必搬出一`石i，安
在殿ʙ上；人且大声ñ呼，Ǣ：“愿恩惠恩惠�于Ɋ殿。” 撒迦利�4:7 {PK 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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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子民的全部I史中，常有如大山一般的似乎无法克服的困ʔ，出Ģ在那些力求w行上天旨
意的人面前。

595

主容ƽɊ些障碍物存在，乃要作
信心的ǎ金石。何Û我�四面受Ù，那就是最�信靠上帝和祂
圣灵之大能的Û候。操ŕ活ú的信心，乃意味着增强属灵的能力，并L展a定的信靠。Ɋë，心灵
才得以成
一股得ƅ的力量。在信心的要求之下，撒但所放在基督徒道路之上的障碍物必化
�
有；因
上天的能力必来帮助他。“并且你�没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 ʾ太福音17:20 {PK 594.3}

世人的作ʯ乃是以ɪ�夸大
开端。但上帝的方式乃是以每日的小事
真理与公之光荣ƅ利的
开端。祂有Û使祂的工作者遭遇失望和表面上的挫ȇ，藉以ƶŕ他�。祂的旨意乃是要他�学会如
何克服困ʔ。 {PK 595.1}

人�往往受ǎ探而在面	困惑与阻碍Û踌躇畏ŵ。但他�“若将起初确w的信心a持到底，”上帝
就必使道路Ý明。在他�与困ʔ搏斗的Û候，ƅ利就必	到他�。在一个所ŷ巴伯的6毅气概与a
定信心之前，ż立如山的困ʔ必夷
平地；而且他的手已立了Ɋ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Ɋ工。
”“他必搬出一`石i，安在殿ʙ上；人且大声ñ呼，Ǣ：愿恩惠恩惠�于Ɋ殿。” 撒迦利�4:9, 7 {PK

595.2}

上帝的教会并不是人的@力或人的权能所建立的，所以人的@力和权能也决不能òĎ它。教会不
是建立在人力的磐石上，

596

而是建立在那万古磐石基督耶ĸ上，所以“阴ʀ的权柄不能ƅɇ它。” ʾ太福音16:18 上帝的	格
使祂的圣工Ĺ定。那ȡş我�的ƶ言乃是：“你�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 Ǐ篇146:3 “你�
得力在乎平静安Ĺ。” 以ȥ��30:15 上帝荣耀的圣工既建立在正的永恒原5之上，就决不致�于
无有。它必力上加力地ɋ展无已，“万/之耶和BǢ：不是倚靠@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
灵，方能成事。” 撒迦利�4:6 {PK 595.3}

“所ŷ巴伯的手立了Ɋ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Ɋ工，”（撒迦利�4:9）Ɋ个�ƽ已字字�ˌ
了。“犹大ɹ老因先知哈Ǘ、和易多的v子撒迦利�所Ǣ;勉的Ǒ，就建造Ɋ殿，凡事亨通。他�遵
着以色列上帝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Ɇ薛西的旨意建造完ó。大利�王第六年，�Ɇ
月（即十二月）初三日，Ɋ殿修成了。” 以斯拉ƹ6:14, 15 {PK 596.1}

此后不久，Ɋ重建的圣殿就被奉献了。“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Ì�回的人，都ññ
喜喜的行奉献上帝殿的礼；”并在“正月十四日……守逾越Ɛ。” 以斯拉ƹ6:16, 17, 19 {PK 596.2}

Ɋ第二座圣殿没有i一座那么壮�美ƪ，也不象i一座那ë、有神圣	格的明Ý表征将之分别

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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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

在奉献的Û候也没有超自然能力的彰Ý。没有荣耀的云彩充ĊɊ新建成的圣所。没有火从天而降
焚Ėb上的祭物。至圣所内的两个基路伯之ʀ，再没有上帝的荣光˄留；其内也没有Ōæ、施恩
座、和法版了。求ɽ耶和B旨意的祭司，也得不到从天而来的信号。 {PK 596.3}

虽然如此，主曾藉着先知哈Ǘƿ到Ɋ座建筑物Ǣ：“Ɋ殿后来的荣耀，必大ɇ先前的荣耀。”“我必
震>万国，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就使Ɋ殿Ċ了荣耀：Ɋ是万/之耶和BǢ的。” 哈Ǘ�2:9, 7 数
百年来，ƽ多学Ǉ渊博的人，曾力求Ǆ明上帝藉着哈Ǘ所L的Ɋ个�ƽ已在哪一方面wĢ了；然而
在拿撒勒人耶ĸ!!就是“万国所羡慕的”降世，因祂的�自	格而使圣殿的范[成圣的事上，ƽ多人
却ʞ固地不肯从中看出任何特殊的意来。ˉ傲与不信已弄瞎了他�的心眼，以致不明先知ɊǑ的
真。 {PK 597.1}

第二座圣殿并不是因耶和B荣耀的云彩，而是因那位有“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
在”!!他里面!!就是上帝�自“在肉身ÝĢ”!!之主的	格而大得光荣。歌ŷ西�2:9;提摩太前�
3:16 由于基督在地上服=Û曾�自莅	Ɋ第二座圣殿，也惟有在Ɋ一件事上，才可以ǢɊ殿的荣耀
大ɇ先前的荣耀。当那位拿撒勒人在Ǘ殿的圣院内教ƶ并医治人的Û候，那
“万国所羡慕的”确w已
来到祂的殿中了。 {PK 597.2}

598

第四十九章在王后以斯帖的时代

被Ì之民在古列王所Ý示的恩待之下，将近有五万人利用了那准ƽ他�回国的命令所ş予的机
会。虽然如此，但Ɋ些人若和那散布在Ġ代波斯各省的数十万同胞相比，只不ɇ是“余数”而已。大多
数的以色列人宁愿留在流亡之地，而不肯忍受ɹ途跋涉和重建荒�城池与家园之苦。 {PK 598.1}

ɇ了二十余年之后，当Û在位的大利�……赫斯他笔王又ʡ布了一道御旨，与i一道一ë的充Ċ
了善意。上帝如此本乎祂的慈怜，
Ġ代波斯境内的犹大人ʣh了另一次�回列祖之地的机会。主
ʣ先展望到那在薛西!!就是以斯帖ƹ中的�哈随˔!!在位Û所要来	的患ʔÛ期，因此祂非但在
当Û掌权之人的心中改M了他�的情感，

599

并且也感>了撒迦利�去;�那些流亡的人回国。 {PK 598.2}

那ȡşɌ离故�、散居各地的以色列各支派的信息乃是：“耶和BǢ：我从前分散你�在天的四方
（原文作犹如天的四ʯ）；Ģ在你�要从北方之地逃回；Ɋ是耶和BǢ的。与巴比#人同住的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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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哪，�当逃脱。万/之耶和BǢ：在Ý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Ÿ那Ì掠你�的列国；摸你�的
就是摸祂眼中的瞳人。看哪，我要向他�¸手，他�就必作服事他�之人的Ì物；你�便知道万/
之耶和B差遣我了。撒迦利�2:6-9 {PK 599.1}

主ɊÛ的旨意仍和起初一ë，就是要祂的子民在地上成
可Ȧ美的，�荣耀与祂的圣名。在他�
流落异地的ƽ多年ʀ，祂曾ş他�不少机会，可以回i效忠于祂。有些人甘愿听从并受教；有些人
在苦ʔ中找到了救恩。Ɋ些人中后来有ƽ多都列在那回国的“余数”之中。《圣ś》将他�比作“香柏
ê梢，”要“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g的山”上。以西ŝ�17:22, 23 {PK 599.2}

那些在古列降旨后回国的人，乃是“被上帝激>他心的人。” 以斯拉ƹ1:5 但上帝也不住地�;那
些自愿留在流落之地的人；并藉着种种方法使他�也能回国。

600

可惜那
数�多而并未响�古列Ƕ旨的人，一直不
后来的;告所>；甚至到撒迦利�警告他�
要尽速逃离巴比#而不可ɏ疑的Û候，他�仍不肯听从召邀。 {PK 599.3}

ɊÛĠ代波斯国内的形@M化迅速。那在±政Û特别恩待犹大人的大利�•赫斯他笔，已
薛西斯
大帝所接替。当他在位Û，那些不肯听从逃命信息的犹大人，ř于面	可怕的危机了。他�既拒š
利用上帝
他�所ʣh的逃生机会，ɊÛ他�就面	死亡的威Ƅ了。 {PK 600.1}

撒但ɊÛ利用一个在Ġ代波斯掌握大权的�人!!�甲族的哈曼!!来ɋ行破坏上帝的旨意。哈曼
痛恨一个名叫末底改的犹大人。末底改并没有危害ɇ哈曼，只不ɇ是不肯向他跪拜表示敬意。哈曼
不屑“下手害末底改一人，”乃要ǂǰ“Ďš�哈随˔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末底改的本族。” 以斯
帖ƹ3:6 {PK 600.2}

�哈随˔王受惑Ǟ信哈曼的Ǜ告，同意降旨屠á所有“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的犹大人。日期已
śÂ定了，要ĎšɊ些犹大人并没收他�的Ȅ�。王并没有想到�底±行Ɋ道Ƕ旨Û，会有何等深
Ɍ的后果随之L生。

601

那幕后的煽>者撒但，正�自ǎ]藉此将凡保存有关真神上帝之知Ǉ的人从地上Ď尽。 {PK 600.3}

“王的Ƕ旨所到的各省各g，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号；穿麻衣Ȱ在灰中的甚多。” 以斯帖
ƹ4:3 Ġ代波斯人的命令不能撤ɬ；Ý然没有希望；全以色列人注定要惨遭òĎ了。 {PK 601.1}

但仇Ù的阴ǰř于被那在人ʀ±掌一切的“权能”所挫ȇ了。由于上帝的安排，一个敬畏至高者的
犹大女子以斯帖作了Ġ代波斯国的王后。末底改是她的近�。所以他�在走投无路的Û候，就决定
要
本国民族而向薛西王Ǥ愿。以斯帖要以代求者的身份冒ʒƮƩ国王。末底改Ǣ：“焉知你得了王
后的位分，不是
Ģ今的机会么？” 以斯帖ƹ4:14 {PK 601.2}

以斯帖必ʝ以迅速而Ʋ真的行>，去�付她所面	的危机；但她和末底改都Ʋ明；若非上帝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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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大能，他�自己的努力必�于徒然。因此以斯帖先用Ûʀ与她能力的来源!!上帝交通。她指
示末底改Ǣ：“你当去招集�珊城所有的犹大人。
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z女也要
Ɋë禁食；然后我ɍ例ɋ去Ʃ王，我若死就死吧。”以斯帖ƹ4:16 {PK 601.3}

602

随后相ŤL生的各ʛ事件，!!以斯帖ƮƩ国王，王向她特别施恩，王与王后以哈曼
唯一ȓ|的
筵席，王的失眠，末底改所公开受到的尊荣，以及哈曼毒ư被揭穿后的羞辱与挫ȇ，!!Ɋ些都是�
所熟知故事中的各部分。上帝
祂悔改的子民施行奇事；ŝ果由王ʡ布了另一道相反的Ƕ旨，准ƽ
他�
自己的生存作®，Ɋ道Ƕ旨由那些“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的ˇ卒迅速!遍全国各g。“王的
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ñ喜快�，ǂÓ筵宴，以那日
吉日。那国的人民有ƽ多因惧怕犹
大人，就入了犹大籍。” 以斯帖ƹ8:14, 17 {PK 602.1}

及至那所指定òĎ他�的日期来到，“犹大人在�哈随˔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3á那要害他�
的人；无人能ÙÅ他�；因
各族都惧怕他�。”当他�“聚集保º性命”的Û候，有大能的天使奉上
帝的差遣来保º祂的子民。以斯帖ƹ9:2, 16 {PK 602.2}

末底改得到了以前
哈曼所占有的尊ȓ地位。他“作�哈随˔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
大，得他�
弟兄的喜悦；”（以斯帖ƹ10:3）他也致力于促ɋ以色列的福利。如此，上帝使祂的ɐ民再度受Ġ代
波斯朝廷的�待，

603

604

605

使祂要他��回故土的旨意可以wĢ。但一直等到数年之后，在Ť承薛西大帝作王的�Ɇ薛西一
世第七年，才有
数甚多的犹大人在以斯拉的ʤ�下回耶路撒冷去。 {PK 602.3}

那在以斯帖Û代	到上帝子民的苦ʔśˌ，决不是只限于那个Û代的。P示�的著者展望直到末
日的各Û代，曾宣称：“ˢ向p人L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争®，Ɋ儿女就是那守上帝ǚ命，
耶ĸ
作ƩǄ的。” P示�12:17 有一些今日仍存活在世上的人，必�眼看到Ɋ番Ǒ的�ˌ。那在古Û�恿
人去逼迫真教会的同一精神，将要�致人}于a持效忠上帝的人采取同ë的手段。甚至Ģ今就在

Ɋ最后的大争斗从事准h了。 {PK 605.1}

那ř必ʡ布出来攻3上帝余民的命令，必和�哈随˔王所ʡ布攻3犹大人的十分相似。今日真教
会的仇Ù，将一小群守安息日ǚ命的人Ƭ
坐在朝門口的末底改。上帝的子民}于祂律法的尊重，
}于那些已ś放弃敬畏主而正在践踏祂的安息日之人，乃是一种ś常的Ȁȅ。 {PK 605.2}

撒但要激起公ª来攻3那少数不肯接受流行�俗与ɓ!的人。有权@有声望的人将与作奸犯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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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ſ合，共同策ǰ陷害上帝的子民。Ȅ富、才能、和学Ǉ都要ſ合用来向他�横加Ǜ蔑。

606

施行逼迫的±政者，教牧人R，和普通教友都要一致地反}他�，Ɋ班人要ǂ法用言ǜ和文字，
藉着夸�、恫吓、与Ƴǁ，力]推翻他�的信仰。人�要利用虚$的叙述和ª怒的控ǉ，煽>群�
的情Ŧ。他�既没有“ś上ƹ着Ǣ”作
根据、来反}那些ũº《圣ś》中安息日的人，就要利用强迫
性的法令来弥ƦɊ个缺欠。立法者
要博得�望与¿º起Ʃ，就必屈从而制定星期日律法的要求。
但那些敬畏上帝的人，决不能接受一种ɍ犯十ǚ中之一条的制度。真理与Ǿƿ之争的最后大争斗，
将以此
交ɰ的®_。我�}于Ɋ_争斗的ŝ果毋ʝ�疑。今日正如以斯帖和末底改的日子一ë，
主必ũº祂的真理和祂的子民。 {PK 605.3}

607

第五十章作祭司和文士的以斯拉

第一批被Ì之民在所ŷ巴伯和Ō��的ʤ�下，回国Ō七十年之后，�Ɇ薛西……朗杰Ŵő斯登
上了Ġ代波斯的王位。Ɋ个王的名字，因一系列特殊事件而得与圣史有所关ſ。以斯拉和尼希米生
存和工作的Û候，就是他在位的年ʀ。那在公元前四五七年ʡ布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重建耶路撒
冷之Ƕ旨的，就是他。在他作王的年ʀ，有以斯拉所率ʤ的一批犹大人回国，有尼希米和他的同人
修妥耶路撒冷的城f，圣殿的崇事被恢复，并有以斯拉和尼希米所倡�的宗教上的大改革。在他Ţ
治的ɹÛ期中，他Û常恩待上帝的子民；他也在他所信任所Ãę的犹大朋友以斯拉和尼希米身上，
看出他�是上帝所指派，所兴起以完成一番特别工作的人。 {PK 607.1}

以斯拉住在那些仍然居留巴比#的犹太人中的śˌ，是那么的与�不同，以至引起�Ɇ薛西王�
切的注意，

608

而使他得以和王自由地Ǯƿ天上上帝的大能，以及祂使犹大人�回耶路撒冷的神圣旨意。 {PK

607.2}

以斯拉是�#的后裔，曾受祭司的ƶŕ；此外，他也熟悉Ġ代波斯国内à士、ƪ兆的、和哲士的
著作。但他并不Ċ足自己的属灵状况。他渴望与上帝完全和ǳ一致；渴望得到智慧以w行神的旨
意。因此他“定志考究遵行耶和B的律法” 以斯拉ƹ7:10 Ɋ事使他殷勤致力于研究那ƹ在ǥ先知与君
王之著作中有关上帝子民的I史。他ç考《圣ś》中I史和Ǐ歌的�卷，要明白主何以容ƽ耶路撒
冷被òĎ，并使祂的子民被Ì往外邦。 {PK 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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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于自有�ƽş�伯拉罕以来以色列的śI，特别加以思考。他研究那在西乃山和Ü野ʰ
流的漫ɹÛ期中所ȡ下的教ƶ。当以斯拉越来越明悉上帝如何恩待祂的儿女、并ʤ悟那在西乃所ʡ
布之律法的神圣性Û，他的心就深受感>。他śɇ重新而�底的悔改，并决心要熟Ƿ那在圣史中的
ƹȹ，以便利用Ɋ种知Ǉ而将福惠与光明�ş他的同胞。 {PK 608.2}

以斯拉竭力要ƙ得心灵上的准h，俾ɋ行他所深信那已Ó在他面前的工作。他ǐ�地~求上帝，
使他可以在以色列中作一个ƀ明的教�。当他学�将心思意念ʜ服神的控制Û，

609

他的生活就ê立了真正成圣的原5，Ɋ种原5在以后的年月中，不�在那些~求他教�的青年身
上、更在一切与他同工之人的身上，LÈ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PK 608.3}

上帝¾ɐ以斯拉作
}以色列人有益的器皿，使他可以
祭司的ž分增光，因
Ɋ种ž分在被Ì
期ʀ已大大地消失了光彩。ŝ果以斯拉成了一个学Ǉ出�的人，成
“敏捷的文士，通Ɇ……摩西的
律法�。” 以斯拉ƹ7:6 Ɋ些Ȝ格使他成
Ġ代波斯国内一个杰出的人材。 {PK 609.1}

以斯拉成了上帝的代言人，常以那治理天国的原5教�他周[的人�。在他生平的最后一段Û期
中，无ƿ是在Ġ代波斯王z廷的附近，或是在耶路撒冷，他的主要工作都是
人�表。当他将自己
所学得的真理!授ş人Û，他工作的能力也就提高了，他成了一个虔ǐė心的人。他是主的ƩǄ
人，向世人Ý明《圣ś》真理所有使日常生活Ý
高ȓ的力量。 {PK 609.2}

以斯拉ó生辛?所从事的保存并复写《圣ś》的工作，ř于使他提倡恢复研究《圣ś》的努力有
了永久的效果。他搜集了他所能找到的律法抄本，将其Ư写、分L。Ɋŏ正之道被如此复制并分L
在ƽ多人的手中，就ş予了无法估价的知Ǉ。 {PK 609.3}

以斯拉}于上帝一定要
祂的子民施行一番 大工作的信念，促使他向�Ɇ薛西ʐ述他的心愿，
希望回到耶路撒冷去复兴研究上帝圣言的事工，并C助他的弟兄�重建圣城。

610

当以斯拉申明他完全相信以色列的上帝、足能保º并眷ʟ祂的子民Û，王就深受感>。他明知以
色列人�回耶路撒冷，乃
侍奉耶和B；然而他非常信任以斯拉的正直，因此向他表示特别的恩
x，允准他的要求，并ȡş他丰富的礼物以供圣殿崇事之用。王派他作Ġ代波斯国的特别代表，并
ȡş他广泛的权柄以wĢ他心中的意愿。 {PK 609.4}

�Ɇ薛西•朗杰Ŵő斯所ʡ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Ƕ旨，乃是七十年被Ì期Ċ后的第三道命令，其中
最堪注意的是ƿ及天上上帝的Ǒ，}于以斯拉所有造Ǖ的重Ƭ，以及ş予上帝余民的厚ȧ的{大之
情。�Ɇ薛西称以斯拉
“祭司，……是通Ɇ耶和Bǚ命、和ȡ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 “通Ɇ天上上
帝律法大德的文士。”王和他的ǰ士�都慷慨捐献“ş住耶路撒冷以色列上帝；”此外他另作安排，吩
咐他�可以“从王的府�里支取，”（以斯拉ƹ7:11, 12, 15, 20）以便支付多方面浩繁的Ȗ用。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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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1}

�Ɇ薛西}以斯拉Ǣ：“王与七个ǰ士……差你去，照你手中上帝的律法�，察ɽ犹大和耶路撒冷
的景况。”他更吩咐Ǣ：

611

“凡天上之上帝所吩咐的，当
天上上帝的殿ǘŗ<理；
何使忿怒	到王，和王�子的国呢？以
斯拉ƹ7:14, 23 {PK 610.2}

�Ɇ薛西在准ƽ以色列人回国Û，又安排使担任祭司圣ž的每一分子恢复他�古Û的礼Ɛ与特
权。他Ǣ：“我又ÞǶ你�：至于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門的、和尼提宁、并在上帝殿当差的
人，不可叫他�ɋȃ、交Ǩ、ő税。”王也安排委派政府官R，按照犹大法典秉公治理民�。他指示
Ǣ：“以斯拉啊，要照着你上帝ȡ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上帝律法的人立
士�、y判官、治理河
西的百姓；使他�教ƶ一切不明白上帝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上帝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
定他的罪，或治死、或充/、或抄家、或囚禁。” 以斯拉ƹ7:24-26 {PK 611.1}

如此，以斯拉“因他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而Ǣ服了国王，
Ġ代波斯国内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
的”以色列民，以及祭司和利未人回国的事，作了充分的准h。以斯拉ƹ7:9, 13 如此，分散的�民又
得到了一次机会，可以回到那与所ȡş以色列家的ƽ多�ƽ密切相关的地方去。

612

Ɋ道Ƕ旨使那些曾与以斯拉一同研究上帝}祂子民所有旨意的人大大ñ喜。以斯拉ȦN道：“耶和
B我�列祖的上帝是�当称ʢ的，因祂使王起Ɋ心意，修ʶ耶路撒冷耶和B的殿；又在王和ǰ士、
并大能的/ɹ面前施恩于我。” 以斯拉ƹ7:27, 28 {PK 611.2}

在�Ɇ薛西ʡLɊ道Ƕ旨的事上，上帝的美意是Ý而易Ʃ的。当Û有些人Ʋ清了Ɋ一点，并欣然
善用了在如此有利ġ境下回国的特权，一个全体集合的地点指定了；到了Ō定的日子，凡愿到耶路
撒冷去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准h作ɹ途的旅行。以斯拉Ǣ：“我招聚Ɋ些人在流入�哈瓦的河Ʉ；我
�在那里住了三日。” 以斯拉ƹ8:15 {PK 612.1}

以斯拉本来希望有很多的人愿意回耶路撒冷去，但是令人失望地，响�号召的人甚少，ƽ多�已
Ȏ置房屋田地的人不愿意ě牲Ɋ些��。他�ȋę安逸舒适，}于居留甚感Ċ意。他�的榜ë竟成
了其他原可决定与凡凭信前行之人共ɋ退者的障碍。 {PK 612.2}

以斯拉ç看聚集的人群之后，很¤异的LĢ其中竟没有一个利未的子v。那属于Ɋ个分别
圣、
�門担任圣殿崇事的支派之人在哪里呢？利未人本�首先响�那“凡属耶和B的都要到我Ɋ里来”的号
召。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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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Ì期ʀ与被Ì以后，他�曾蒙ȡ予ƽ多特权。他�曾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
他�被Ì之弟
兄的属灵需要服=。会堂�已兴建，其中有祭司主持敬拜上帝和教�民�的事。他�也得蒙准ƽ可
自由地遵守安息日、并�行犹太教的特殊圣礼。 {PK 612.3}

但在被ÌÛ期ŝ束之后，随着年月的消逝，情况改M了，有ƽ多新的žȅ加于以色列ʤ袖�的身
上。

614

耶路撒冷的圣殿�已重建完成并ś正式奉献，需要更多的祭司来ɋ行其中的崇事。当Û也亟需属
上帝的人来担任民�的教�。此外，那些留在巴比#的犹大人的宗教自由，也随Û有受到限制的危
ʒ。那在Ġ代波斯境内的犹大人藉着先知撒迦利�、以及最近在以斯帖和未底改Û期中所有苦ʔ的
śˌ，已受到清楚的警告，要回到自己的故�去。Û候已到，他�若在异教的ġ境之中再住下去，
w在太危ʒ了。ɗ于Ɋ些改M了的情况，那在巴比#的祭司�理�迅即从ʡ布的Ƕ旨中看出一ʛ特
别呼召，要他�返回耶路撒冷去。 {PK 613.1}

王和他的臣宰已分外尽力地
犹大人回国的事开路。他�已ś提供了充分的Ȅ物；可是所需要的
人在哪里呢？利未人的子v在原可决定陪同弟兄�回国、因而感化别人效学他�榜ë的Û候，他�
却失ȇ了。他�那种奇特的冷淡，可悲的Ý明了住在巴比#的以色列人}于上帝
祂子民所定旨意
的�度。 {PK 614.1}

以斯拉又再度�;利未人，向他�L出参加他的ʋ伍的迫切邀Ǥ。
要强ǫ迅速行>的重要起
Ʃ。他打L几位“首ʤ”和“教�”�着他�面的;告分别前去。以斯拉ƹ7:28; 8:16 {PK 614.2}

当大ʋ旅客和以斯拉一同等待的Û候，Ɋ些可靠的信使便赶回去呼吁Ǣ：“
我�上帝的殿�使用
的人来。”

615

以斯拉ƹ8:17Ɋ个号召ř于得到了响�；一些曾ś犹豫的人也作了回国的最后决定。Ɋ次�回ƚ
中的Ō有四十位祭司和二百二十个尼提宁，!!就是以斯拉所能信托而作ƀ明的±事、以及�良的教
�与助手的人。 {PK 614.3}

ɊÛ�人都已准h妥当要出L了。在他�的面前有好几个月的路程。人人都�着自己的妻子、儿
女、和Ȅ物，此外ɉ有
圣殿及其崇事所ʣh的大批Ȅ宝。以斯拉深知路上必有Ù人埋伏，准h¹
劫并á害他和他的ʋ伍；然而他并未向王要求武装部ʋº送。他解ɖǢ：“我求王Á步兵ʾ兵、帮助
我�抵Å路上的仇Ù，本以
羞耻；因我曾}王Ǣ：我�上帝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求他的；但
他的能力和忿怒，必攻3一切离弃他的。” 以斯拉ƹ8:22 {PK 615.1}

以斯拉和他的同伴在Ɋ事上看出一个良机，可以在外邦人面前尊上帝的名
大。如果以色列人Ɋ
Û向他�的神圣ʤ袖表示š}的信ȣ，那么他�}于永生上帝之能力的信心也必增强。因此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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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完全信ȣ祂。他�并不要求王派遣Gʋ。他�不愿ş外邦人任何机会，而将那D属于上帝的荣耀
�于人的力量。他�不能Ƶ他�外邦友人的心中，}于他�身
上帝子民而信靠祂的ǐ意L生一点
疑惑。

616

他�之ƙ得能力不是倚靠Ȅ富，也不是倚靠敬拜偶像之人的权@或影响，而是倚靠上帝的恩眷。
他�惟有常将上帝的律法Ó在面前并竭力ʜ从，才能得蒙保º。 {PK 615.2}

他�既然Ʋ明Ťŧ享有上帝使人亨通之手眷佑的条件，Ɋ就使以斯拉和他那班忠心之人在P程前
所�行的献身聚会、加上了一�特别�Ɓ的气氛。以斯拉曾提及Ɋ次的śˌǢ：“那Û我在�哈瓦河
Ʉ宣告禁食，
要在我�上帝面前克苦己心，求他使我�和p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
的道路。”“所以我�禁食祈求我�的上帝；他就�允了我�。” 以斯拉ƹ8:21, 23 {PK 616.1}

虽然有上帝的恩眷，但仍不能不作深思熟Ơ和ʣ防万一的措施。因此以斯拉
保ºȓ重Ȅ物ɉ作
了特别的ʣ防，他“分派祭司ɹ十二人，“!!他�的忠w可靠是śɇ考ˌ的，!!“将王、和ǰ士、/
ɹ、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人、
我�上帝殿所献的金ɨ和器皿，都秤了交ş他�。”Ɋ些人都是�Ɓ
地奉命要ǽ慎看守所托与他�照管的Ȅ物。以斯拉Ǣ：“你��耶和B
圣，器皿也
圣，金ɨ是甘
心献ş耶和B你�列祖之上帝的。你�当儆醒看守，直到你�在耶路撒冷耶和B殿的�内，在祭司
ɹ和利未族ɹ，

617

并以色列的各族ɹ面前ɇ了秤。” 以斯拉ƹ8:24, 25, 28, 29 {PK 616.2}

以斯拉}于主的Ȅ物Ɉ送及安全措施上所用的心机，ş予了一ʛ)得多加思考的教ƶ。惟有那些
信用受ɇ考ˌ的人才蒙¾ɐ；并且他�也清楚地受到了那有关加ǥ他�身上ȅ任的指示。以斯拉在
指派忠w官ɹ担任主的Ȅ物之司�Ɋ件事上，Ʋ清了秩序与ŖŘ在上帝圣工上的需要与价)。 {PK

617.1}

当以色列人逗留在河Ʉ的那几天之中，他�
ɹ途旅行所作的各ʛ准h都完成了。以斯拉写
道：“正月十二日，我�从�哈瓦河Ʉ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上帝的手保佑我�，救我�脱离
仇Ù、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 以斯拉ƹ8:31 旅程IÛŌ四个月，因
那随同以斯拉回国的数千人
中有p女儿童，所以必ʝŮŮ而行。但全体都安然得蒙保º。他�的Ù人已受阻遏而不致"害他
�。所以他�的旅程是十分ʜ利的；在�Ɇ薛西王第七年五月初一日，他�就到Ɇ了耶路撒冷。 {PK

617.2}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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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属灵的奋兴

以斯拉的到Ɇ耶路撒冷是合Û的。那Ʉ正极其需要他在_的感化力。他的到来şƽ多ɹ期在ƍʔ
中工作之人的心�来了勇气和希望。自从七十多年前、第一批流亡的犹大人在所ŷ巴伯和Ō��的
ʤ�之下回国以来，已ś有了不少的成就。圣殿已ś竣工，城f也修好了一部分。但ɉ有ƽ多待<
的事。 {PK 618.1}

在往年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中，有ƽ多是一生忠于上帝的；但他�的子v中却有不少已ś忘ƹ了上
帝律法的神圣性。甚至某些Ȃ有重ȅ的人竟在生活中公然犯罪。其他的人所作推ɋ上帝圣工的努
力，多半被他�的�行所抵消了；因
只要公然ɍ犯律法的�行不加斥ȅ，

619

上天的福惠就不能降于民�的身上。 {PK 618.2}

那些和以斯拉一同回来的人，曾享有特别~求主的Û机，Ɋ乃是出于上帝的美意。他�从巴比#
回来，一路并未得到人力的保º；Ɋ种新近ʤ受到的śˌ，已śş予他�丰富的属灵教ƶ。ƽ多人
在信仰方面已Ʃ增强；所以当Ɋ些人和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些灰心冷淡的人相gÛ，他�的感化力在
不久以后所L起的改革中，乃是一ʛ有力的因素。 {PK 619.1}

在抵Ɇ耶路撒冷后的第四天，金子和ɨ子等Ȅ物，以及在圣所崇事中所用的器皿，都由司��当
着ƽ多ƩǄ人点交ş圣殿的Ȃȅ人，而且�毫不差。每ë物件“都点了数目，按着分量写在册上。”
以斯拉ƹ8:34 {PK 619.2}

那些偕同以斯拉回国的被Ì之民，“向以色列的上帝献燔祭，”作
ȟ罪祭，并
圣天使沿途的保
º而表示感恩与ǹ忱。“他�将王的Ƕ旨交ş王所派的�督，与河西的省ɹ；他�就帮助百姓，又供
ş上帝殿里所需用的。” 以斯拉ƹ8:35-36 {PK 619.3}

ɇ了不久，以色列的几个首ʤ来向以斯拉提出了一ʛ�重的控ǉ。原来“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
人”中有些人竟完全不ʟ耶和B的神圣命令，和ɔ国的人民通婚。

620

他�告ǉ以斯拉Ǣ：“他�
自己和儿子，娶了Ɋ些外邦女子
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Ɋ些国的民
混â，而且首ʤ和官ɹ在Ɋ事上
罪魁。” 以斯拉ƹ9:1, 2 {PK 619.4}

以斯拉在研究那�致被Ì到巴比#的种种原因Û，得悉以色列的背道泰半��咎于他�与异邦人
的混合。他已看出：他�若曾遵守上帝的命令与四[的列国隔离，他�就可免受ƽ多悲惨而羞辱的
śˌ了。如今当他得悉某些知名人物也不ʟɇ去的教ƶ，竟敢ɍ犯那些作
防止背道之屏障的律法
Û，他的心就大
震¤。他想到上帝的良善，再ş祂子民在故�有立足之地，他便因他�的忘恩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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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充Ċ了怒和悲痛。他Ǣ：“我一听ƩɊ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iL和胡ʝ，¤惧�ʁ而
坐。 {PK 620.1}

“凡
以色列上帝言ǜ®兢的，都因Ɋ被Ì�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Ɋ里来；我就¤惧�ʁ而
坐，直到献晚祭的Û候。”（以斯拉ƹ9:3, 4 {PK 620.2}

及至献晚祭的Û候，以斯拉便站起来，再次撕裂衣服和外袍，跪下来向上天*吐心意。他向主伸
出双手高声Ǣ：“我的上帝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上帝仰面；

621

因
我�的罪孽Ďʙ，我�的罪�滔天。” {PK 620.3}

他Ťŧ祈祷Ǣ：“从我�列祖直到今日，我�的罪�甚重；因我�的罪孽，我�和君王、祭司都交
在外邦列王的手中，á害、Ì掠、¹j、Ɗ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Ģ在耶和B我�的上帝ß且
施恩与我�，ş我�留些逃脱的人，使我�安Ĺ如ə子ə在他的圣所，我�的上帝好光照我�的眼
目，使我�在Ɂ制之中稍微复兴。我�是奴仆；然而在受Ɂ制之中，我�的上帝仍没有�弃我�，
在波斯王眼前向我�施恩，叫我�复兴，能重建我�上帝的殿，修其ò坏之g，使我�在犹大和耶
路撒冷有f垣。 {PK 621.1}

“我�的上帝啊，既是如此我�ɉ有什么Ǒ可Ǣ呢？因
我�已ś离弃祢的命令，就是祢借祢仆人
�先知所吩咐的。……我�因自己的�行和大罪，遭遇了Ɋ一切的事，并且祢刑Ÿ我�ȸ于我�罪
所当得的，又ş我�留下Ɋ些人；我��可再ɍ背祢的命令与Ɋ行可憎之事的民ŝ�呢？若Ɋë
行，祢�不向我�L怒将我�Ďš，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么？耶和B以色列的上帝啊，因祢
是公的，我�Ɋ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哪，我�在祢面前有罪�；因此无人在
祢面前站立得住。”（以斯拉ƹ9:6-15 {PK 621.2}

622

以斯拉及其同人因那潜入主圣工之心ƈ中的�行而生的�"，ř于ŝ出了悔改的果子来。ƽ多曾
ś犯罪的人深受感>。“�民无不痛哭。” 以斯拉ƹ10:1 他�开始略
体Ʋ到罪�的可憎，以及上帝
}于罪�的K�。他�看出了那在西乃山所ʡ布之律法的神圣性，ƽ多人一想到自己的罪行就®兢
不已。 {PK 622.1}

当Û在_的人中，有一位名叫示迦尼的，他承Ʋ以斯拉所Ǣ的Ǒ尽都真w。他自ƲǢ：“我�在此
地娶了外邦女子
妻，干犯了我�的上帝；然而以色列人ɉ有指望。”示迦尼建Ʒ凡犯了Ɋ种ɲ行的
人都与上帝立Ō，离弃他�的罪，并“按律法而行。”他;以斯拉Ǣ：“你起来，Ɋ是你当<的事；我
�必帮助你；你当m勉而行。”“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ɹ、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人起誓，Ǣ：必照
ɊǑ去行。” 以斯拉ƹ10:2-5 {PK 622.2}

Ɋë就开始了一番奇妙的改革。以斯拉和他的同人凭着无限的忍耐和机智，慎重考Ơ每一有关之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245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人的权利与幸福，竭力引ʤ悔改的以色列人走向正路。最主要的是：以斯拉乃是一位律法�；所以
当他�自y<每一案件Û，他就ǂ法使人体悟到Ɋ律法的神圣性，以及那因ʜ从所能ƙ得的福惠。
{PK 622.3}

623

以斯拉无ƿ在哪里工作，哪里就�生了研究《圣ś》的m兴。ƽ多的教�被指派去教�民�；主
的律法因此被高�、被尊敬了。人�研究先知的�卷，其中ʣ言弥ȥ�降	的篇章，şƽ多�"而
疲h的心灵�来了希望与慰藉。 {PK 623.1}

自从“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B的律法，”（以斯拉ƹ7:10）直到如今已ś有两千多年了，Û光
的消逝并没有削弱了他虔ǐ榜ë的力量。I代以来，他一生献身的ƹ�，已ś感>多人决心“考究遵
行耶和B的律法。” {PK 623.2}

以斯拉的>机是高尚而圣洁的；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常
深切ę人的心所激励。他}于那些犯
罪的人!!不ƿ是出于故意或无知!!所表Ģ的怜£和温柔，}于一切力]ɋ行改革的人而言，都具
有wʎ的教ƶ。上帝的仆人在有关正原5的事上，固�a如磐石；但同Û他�也必ʝ表Ģ同情与
容忍。他�必ʝ像以斯拉一ë，将那作
一切行之基Ĳ的原5灌ɀ与人，借以教�犯罪的人明白
生命之道。 {PK 623.3}

在Ģ今的世界上，正)撒但千方百ư地ǂ法弄瞎男男女女的心眼，使他�看不出上帝律法中Ō束
人的要求Û，亟需有一班人能使人“因上帝的命令®兢。” 以斯拉ƹ10:3需要有真正的改革家向罪人
指出那位 大的立法者，并教�他�“耶和B的律法全h，能Ɣ醒人心。”

624

Ǐ篇19:7 需要大有能力ƺ解《圣ś》的人；其一言一行都高�耶和B之律例的人；致力于加强别
人信心的人。唉，那能鼓舞人心、使之尊重并ę慕《圣ś》的教�，Ǘ是多么地需要啊！ {PK 623.4}

今日不法的事之所以充斥各g，泰半都��咎于没有研究并ʜ从《圣ś》所致；因
上帝的圣言
何Û被弃置一旁，5其遏制肉心邪情私欲的能力也就被拒š了。人�既ʜ着情欲撒种，就必从情欲
收ȇ坏。 {PK 624.1}

随弃置《圣ś》而俱来的，便是ȳ离上帝的律法。所ǵ世人不必ʜ从神圣律例的ƿǫ，已ś削弱
了道德ȅ任的力量，并
全世界开放了罪�的水ʂ。以至不法、放ƕ、和腐ȇ的事象洪水一ë泛ċ
全地。到g都可Ʃ到嫉妒、猜疑、$善、离ʀ、争ŀ、不睦、背叛神圣的委托、和Œ欲等情形。那
原�作社交生活之基Ĳ与ŐŎ的宗教原5、和要道的整个系Ţ，看上去似已M成岌岌可危、ÔÔ欲
c的乱堆了。 {PK 624.2}

在Ɋ世界I史的末叶，那从西乃山上L言的声音依然宣称：“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出
埃及ƹ20:3 人已ś定意反抗上帝的旨意，但他却不能禁JɊ命令的Ǒǜ。人的思想决不能逃避它}
更高权力的ȅ任。理ƿ与臆þ尽管�出不ĺ；人�尽管ǎ]用科学来反}P示，想藉此�除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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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

625

但是Ɋ道“当拜主你的上帝，D要侍奉他”（ʾ太福音4:10）的命令却愈来愈有力了。 {PK 624.3}

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削弱或加强耶和B律法的事。Ɋ律法ɇ去如何，今日仍然如何。它ɇ去一直是
圣洁、公、善良、而全h的，将来永必如此。它不可能被�除或更改。所ǵ“尊重”或“不尊重”律
法，不ɇ是人的Ǣ法而已。 {PK 625.1}

真理与Ǿƿ之ʀ的争斗，必在人的法律与耶和B的ǚ命之ʀ作最后一_大决®。我�Ģ今正被卷
入Ɋ次争斗，!!并不是Ù}教会互争雄ɹ的争斗，而是《圣ś》的宗教与虚Ǯ及ɓ!的宗教之ʀ的
争斗。那ſ合起来反抗真理的各种媒介Ģ今正在极ĵ活>。上帝的圣言原是付出痛苦与流血的重大
代价而!ş我�的，但很少人重Ƭ。真正接受圣ś
人生ƫ律的人很少。不信的ʯ气不但在世界
上、而且在教会中也普遍流行到了¤人的程度。ƽ多人已Ɇ到否Ʋ那
基督教信仰柱石之要道的地
步。那些受灵感之作者所ʐ述有关7造的 大事w；人类的堕落；ȟ罪的ư划；律法的永恒性；!!
Ɋ一切wʎ上已被大多数所ǵ基督教界弃š了。数以千ư以学Ǉ自豪的人Ʋ
Ł信《圣ś》，乃是
ȶ弱的表Ģ，反之，}《圣ś》吹毛求疵，或用“属灵”的Ǣ法抹煞《圣ś》中最重要的真理，却是有
学ɽ的Ǆ据。 {PK 625.2}

626

基督徒�
不久即将在世上爆L的¤人事M作准h，而他�作准h的方法乃�殷勤地研究上帝的
圣言，并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得与其中的ƶǡ相符一致。永恒的�重ŝ局、需要我�具有一种超乎幻
想的宗教!!就是D有理ƿ与形式而避ƻ真理的宗教!!之外的信仰。上帝所要的乃是m兴与改革。
从ƺb上所听到的，�Ǘ是《圣ś》!!DD是《圣ś》的Ǒǜ。可惜《圣ś》的能力已被剥j，而
所Ʃ到的ŝ果5是灵性生活水准的下降。在今日的ƽ多ƺ道中，并没有那U醒良心并使心灵得着生
命之神能的彰Ý。听�不能Ǣ：“他和我�ǢǑ；ş我�ƺ解《圣ś》的Û候，我�的心�不是火ė
的么？”（路加福音24:32）ƽ多人正在呼求永生的上帝，渴慕祂的	格。惟愿上帝的圣言向人心Ǣ
Ǒ。惟愿那些向来只听到ɓ!、人的理ƿ、与格言的人，得听那能使心灵更新直到永生之主的声
音。 {PK 626.1}

从�先祖与先知那里已有 大的亮光照射出来。有关上帝圣城ɳ安的荣耀事物已有ƿ述。主定意
要Ɋ光如此藉着祂今日的信徒照耀出来。如果旧Ō的圣徒已作ɇ如此光荣的忠wƩǄ，那么一切ʤ
受I代累ĵ之光的人，�不也�
真理的能力作出更
Ý著的ƩǄ么？各ʛʣ言荣耀的光ȿ已照在
我�的道路之上。

627

在上帝的儿子舍命的事上，ʣ表已ś与所代表的本体会合了。基督已ś从死里复活，并在裂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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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墓上声称：“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Ō翰福音11:25）祂已ś差遣祂的圣灵到世上来，叫我�
想起祂}我�所Ǣ的一切Ǒ。祂已施展大能的神迹，在各世代中保全祂的《圣ś》。 {PK 626.2}

那些因抗Ʒ而使基督教得名的宗教改革家�，ƭ得上帝已呼召他�将福音的真光!ş全世界；他
�在努力从事Ɋ一工作Û，无不准hě牲自己的Ȅ物、自己的自由、甚至自己的生命。在与逼迫及
死亡相}抗之下，福音已被!到Ɍ近各方。上帝的圣言已被!ş世人；以至各ʍ�的人，无ƿȓ
ȑ、Ȍ富、智愚，都ė切地自行研究。ǎɽ我�在Ɋ大争斗的最后决®中，是否要象早期的改革家
一ë忠于自己的委托呢？ {PK 627.1}

“你�要在ɳ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Ɓ会；聚集�民，使会�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
童。……侍奉耶和B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b中ʀ哭泣，Ǣ：耶和B啊，求祢ʟ惜祢的百姓，不要使
祢的��受羞辱。”“你��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向我。你�要撕裂心Ƃ，不撕裂衣服，�向
耶和B你�的上帝；因
他有恩典有怜£，不ȸ易L怒，有丰盛的慈ę，并且后悔不降所Ǣ的灾，
或者他ȳ意后悔，留下余福……也未可知。” Ō珥�2:15-17, 12-14 {PK 627.2}

628

第五十二章善用机会的人

本章根据 尼希米ƹ1-2章 {PK 628.1}

尼希米是一个被Ì的希伯来人，他在波斯国的z廷中占有崇高的地位。他是王的酒政，得以随Û
ɋ到王的面前。由于他的地位，也因
他的才干和忠ǐ，他竟成了国王的�信与ʟɽ。Ɋ个受王x
信的人，虽然g于奢B富ȓ的ġ境之中，但他并没有忘ƹ自己的上帝和同胞。他的心以最深切的关
�ʟ念到耶路撒冷；他的希望与喜�与Ǘ城的昌盛系ŝ在一起。上帝定意藉着Ɋ个在波斯z廷中受
ɇ准h的人，要
祂那些回到他�列祖之地的子民造福。 {PK 628.2}

Ɋ个希伯来的ę国志士，从来自犹大的信使那里，得悉ǎĐ的日子已ś	到蒙ɐ之城耶路撒冷
了。那些被Ì�回的人正遭受着苦ʔ与凌辱。圣殿和圣城的一部分虽已重新修建；

629

但复兴的工作却受到了阻碍，圣殿的崇事常被Ð¶，城内居民也ś常提心吊胆，因
城f大部分
仍然òÉ不堪。 {PK 628.3}

尼希米不ƅ悲痛，不能吃喝；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禁食。”他在苦痛中就ȳ向那位神
圣的帮助者。他Ǣ：“我……在天上的上帝面前……祈祷。”他ǐ�地承Ʋ了自己和民�的罪。他�求
上帝ũº以色列的事工，恢复他�的勇气和力量，帮助他�修建犹大的荒�之g。 {PK 6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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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尼希米祈祷的Û候，他的信心和勇气就越La强了。他的口里就充Ċ了神圣的ƿ据。他指出上
帝的子民ɊÛ既已�向祂，如果被撇弃在ȶ弱与欺J之下，那么上帝就必受到羞辱；所以他�求主
wĢ祂以下的�ƽ：“你�若�向我，ǽ守遵行我的ǚ命，你�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
里将他�招聚回来，�到我所ɐÂ立
我名的居所。”参ʇ申命ƹ4:29-31 Ɋ个�ƽ在以色列人ɋ入
迦南之前，就已藉着摩西ȡş他�了；而数百年来，Ɋ个�ƽ一直毫无M更。上帝的子民ɊÛ已藉
着悔改和信心�向祂，所以祂的�ƽ决不致落空。 {PK 629.2}

尼希米ɇ去常
他的同胞而*心祈祷。但Ɋ次祈祷Û，他的心中却�生了一个圣洁的志愿。他决
定如果能得蒙王的恩准，并帮助他ƙ致必要的工具与材料，

630

他便要�自从事重建耶路撒冷城f与恢复以色列国力的大工。于是他便求主使他在王面前蒙恩，
以便Ɋ个ư划能付ǥwĢ。他祈求Ǣ：“求祢……使祢仆人Ģ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 {PK 629.3}

尼希米等待了四个月，希望得到有利的机会而向王提出要求。在此期ʀ，他的心虽然悲"沉重，
但他依然尽力在王面前表Ģ愉快的ë子。在那奢B堂皇的z廷之中，各人都ʝ有ȸ松快�的表露。
凡侍立在王面前的人万不可有一点�郁的表情。但当尼希米退出王前的Û候，他既不
世人所Ʃ，
上帝和�天使就多次听到并看Ʃ他的祈祷、Ʋ罪、和流泪。 {PK 630.1}

Ɋ个ę国志士ř于再也无法ʓį那ɹ久J在心上的�"了。夜ʀ的失眠和白日的操心在他Ɗ上留
下了明Ý的痕迹。王由于十分关心自己的安全，所以�于ƪ察人的Ɗ色，看穿人的$装，他ɊÛ看
出必有某些ʓ秘的ĕ¡困¶着他的酒政。他便ɽ道：“你既没有病，
什么面�愁容呢？Ɋ不是别
的，必是你心中愁ĕ。” {PK 630.2}

Ɋ个ɽʪ使尼希米甚
惶恐。王若听ǢɊ个朝臣外表虽然侍候王，而内心却ɌɌ¥念着他受苦的
同胞，�不要
之¡怒？Ɋ个犯罪者的性命�不就要�失？

631

他所挂念的恢复耶路撒冷权力的ư划!!是否就会被推翻呢？尼希米写道：“于是我甚惧怕。”他随
即以ʮ抖的嘴唇和充Ċė泪的眼睛解ɖ自己愁ĕ的原因。他回答Ǣ：“愿王万�。我列祖坟墓所在的
那城荒凉，城門被火焚Ė，我�能面无愁容么？” {PK 630.3}

尼希米Ɋ番ǉ述耶路撒冷情况的Ǒǜ引起了王的同情，而没有激L他的偏Ʃ。他的另一个ɽʪ正
好是尼希米期待已久的机会：“你要求什么？”但Ɋ个神人在未曾Ǥ示那位Ɍ超乎�Ɇ薛西王之上的主
以前，并没有ȕ然作答。他有一ʛ神圣的委托亟待完成，在Ɋ方面他需要王的帮助；并且他也Ʋ明
他能否博得王的恩准和Ȝ助，全在乎他提出要求的方式如何。他Ǣ：“于是我默祷天上的上帝。”在那
Ņ短的祷告中，尼希米竟然ɋ到万王之王面前，并Ȩ得那能改M人心如改M河道的能力�于他Ɋ一
Ʉ。 {PK 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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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学尼希米在ŉ急需要Û那ë的祈祷，乃是基督徒在无法�用其它祈祷方式的ġ境之下所能采取
的方法。那充Ċĕ¶而几乎被J倒的、在繁忙生活中辛?工作的人，可以向上帝提出�求以ƙ得神
圣的引�。那在海ʏ旅行的人，遇Ʃ极大的危ʒÛ也能Ɋë将自己交托上天的保º。在遇Ʃ突然的
困ʔ或危ʒÛ，我�可从心中L出呼吁，

632

�求那位曾ś�自�ƽ在忠ǐ相信之人每逢呼求祂Û、就ȡ予支援之主的帮助。在任何ġ境或情
况之下，那被悲"和�Ơ所J倒、或被ǎ探所猛烈侵Ƨ的生灵，可在那位守Ō之上帝的无ĺ慈ę与
能力中得到保Ǆ、支持、和援助。 {PK 631.2}

尼希米在Ɋ祈求万王之王的片刻之ʀ：ƙ得了勇气，便向�Ɇ薛西ʐ明他的心愿，希望准他ßÛ
放下z廷中的ž司；他也要求ƙ得权柄，以修建耶路撒冷荒�之g，

633

使之再度成
一座防御巩固的城池。}于犹大国无比重要的ŝ果都系于Ɋ个Ǥ求之上。尼希米
Ǣ：“王就允准我；因我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 {PK 632.1}

尼希米既得到他所求的帮助，便以y慎而熟Ơ的精神ɋ行必需的安排，以确保事工的成功。凡

Ɇ成Ɋ个目的的一切ʣ防措施，他都没有忽略。他甚至没有向他的同胞透露他的意]。他知道很多
的同胞固然会因他的成功而�幸，但他也害怕有一些人会因不智的行>引起仇Ù的嫉妒，而致使整
个事工�于失ȇ。 {PK 633.1}

尼希米向王所作的要求既蒙王的恩准，他就得到鼓舞而向王Ǥ求更多的援助。他
要使他的使命
具有充分的尊�和权威、并
旅途中得到保º起Ʃ，便提出要求也得到了武装的ºG。他取得王通
知伯拉大河以西各省省ɹ的ǋ�，Ɋ些区域乃是他前往犹大所必ś之地；他也得到一封ǋ�，通知
管理利巴嫩山王林的人，吩咐他要供ş所需要的木料。尼希米
避免ş人Ǣ他越出使命的范[，所
以很仔ŗ地Ǥ求将那ȡ与他的权柄清楚地予以限定。 {PK 633.2}

Ɋ种ƀ明的深思ɌƠ和果断的行>之榜ë，}于所有的基督徒都具有相当的教ƶ。上帝的儿女不
但要凭着信心祈祷，也要殷勤y慎地工作。

634

他�之所以遭遇ƽ多的困ʔ，并且Û常妨碍上帝
他�所定美意的施行，乃因他�以
y慎和辛
勤努力与宗教并无多大关系。尼希米在主面前哭泣、祈祷之后，并没有就此Ʋ
自己已尽到本分
了。他却以圣洁的m勉与祷告ſŝ起来，付出ǐ�虔敬的努力以求得他所从事的大工成功。今日推
ɋ圣工正和当年重建耶路撒冷城fÛ一ë，非有y慎的考Ơ与周密的ư划不可。 {PK 633.3}

尼希米并没有倚靠无定的事物。他缺少Ȅ物，就向那些可能捐献的人;募。Ģ今主仍愿
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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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而感>那些¿有祂的Ȅ物之人的心。所以凡
祂效力的人，都�利用祂激励人供ş的帮助。Ɋ
些ȧ礼可能打开門路，使真理的光得以照耀ƽ多黑暗的地方。捐助的人或ƽ不信基督，也不熟悉祂
的道；但我�不可因此就拒š他�的捐ȧ。 {PK 634.1}

635

第五十三章修造城墙的人

本章根据 尼希米ƹ2-4: {PK 635.1}

尼希米安全地到Ɇ了耶路撒冷。王所写ş他途ś各省省ɹ的ǋ�，使他得到了�厚的款待和迅速
的C助。没有一个仇Ù敢于"害Ɋ个既由波斯王权力所保º、又h受各省省ɹ所殷勤接待的官R。
虽然如此，但他既�着武装Gʋ来到耶路撒冷，Ý明他是Ȃ有某种重要使命的，因此引起了一般住
在圣城附近的异教民族的嫉妒，Ɋ些民族常因仇恨犹太人而肆意侵害侮辱他�。其中行
最�劣的
是Ɋ些民族的几位首ʤ!!和#人参巴拉、�³人多比雅、和阿拉伯人基善。Ɋ些首ʤ从起初就密切
ľ探尼希米的行>，并尽力用各ë手段来破坏他的ư划、À阻他的工作。 {PK 635.2}

636

尼希米ŤŧɈ用机警y慎的�度ɋ行工作，象他ɇ去的作ʯ一ë。他深知�毒而a决的Ù人随Û
准h反}他，所以他ßÛ不Ƶ他�知道他使命的性ȉ，直等到他考察了当Û的情况，使他能¼出他
的ư划来。他希望如此可以在引起Ù人的反}之前，先行ƙ得民�的合作而立即>工。 {PK 636.1}

尼希米先¾ɐ了几个他深知可Ȝ信托的人，告ǉ他�他前来耶路撒冷的śɇ事w、他所希望Ɇ成
的目的、以及他意欲循行的ư划。他�}于他的事工立即L生兴趣，所以就得到了他�的C助。 {PK

636.2}

尼希米在抵Ɇ后的第三夜，就在半夜起来，和几个�信的同伴，出去�自Ƭ察耶路撒冷的荒凉状
况。他ˍ着自己的ː子，从圣城的一g走到另一g，Ƭ察他列祖之城已被破坏的城f和城門。当Ɋ
个犹大的ę国志士衷心�"地凝Ƭ他所ėę的耶路撒冷已受ò坏的防御工程Û，他的Ɖ海中便充Ċ
了痛苦的反�。他回想以色列ɇ去的强大，与Ɋ屈辱的迹象6好成了Ý著的}照。 {PK 636.3}

尼希米秘密而寂静地ġ行城f一周。他后来Ǣ：“我往哪里去，我作什么事，官ɹ都不知道；我ɉ
没有告ǉ犹大平民、祭司、ȓ胄、官ɹ、和其余作工的人。”他将当夜余剩的Ûʀ用来祷告；

637

因
他知道次日早上ʝ以ǐ�地努力、来U醒并Zŝ他那灰心�志而意Ʃœ歧的同胞。 {PK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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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固然携有王命、吩咐居民都C助他修建城f，但他并没有倚靠w施威权的方法。他宁愿ǂ
法博取民�的信任与同情，因
他知道当前的大工非但需要群策群力，也需要一德一心。及至次日
他招集民�聚在一起Û，他所提出的ƿ据也是śɇ熟Ơ而U醒他�的潜力、并Zŝ他�的离散分子
的。 {PK 637.1}

尼希米的听�并不知道他曾在前一夜作ɇ一次巡Ƭ，他也没有告ǉ他�。但他所作的Ɋ次巡Ƭ，
却大大地有助于他的成功；因
他能很ǘŗ而准确地Ǯƿ圣城的Ģ状，藉使听�感到¤奇。而他在
Ƭ察耶路撒冷的衰微与ȇ落Û所感受的印象，也使他所ƺ的Ǒ更
ǐ�有力。 {PK 637.2}

尼希米向民�Ǣ明他�在外邦人中所受的耻辱，!!他�的宗教被õ蔑，他�的上帝被�Ć。他告
ǉ他�：他在Ɍ方听到了他�所受的苦，因此曾
他�的ű故�求上天的恩眷，当他祈祷的Û候，
他曾决心Ǥ求国王准他前来C助他�。他曾祈求上帝，非但要使王准如所Ǥ，更要授予他权柄和从
事工作所需要的帮助；

638

ŝ果他的祈祷果然如愿而得蒙�允，Ý明Ɋ个ư划确是出于主的。 {PK 637.3}

尼希米提述了Ɋ一切，也表明了他是
以色列的上帝和波斯王的双重权威所支持之后，就直接ǔ
ɽ民�是否愿意利用Ɋ次机会起来修造城f。 {PK 638.1}

Ɋ个号召直接打>了�人的心。他�想到上天的恩眷如何向他�Ý明，就深以自己的恐惧
耻，
他�便�着新的勇气异口同声地Ǣ：“我�起来建造吧。”“于是他�m勇作Ɋ善工。” {PK 638.2}

尼希米全心ȏ注于他所从事的工作。他的希望、活力、ėǐ、和决心是具有感染性的，鼓舞别人
也生出了同ë崇高的勇毅和 大的志愿。于是每一个人都M成了一个尼希米，ȳ而去帮助自己的ɔ
舍，使他的心和手都ȩ于a强。 {PK 638.3}

当以色列的仇Ù听Ǣ犹大人希望成就的事工Û，他�就嗤笑Ǣ：“你�作什么呢？要背叛王
么？”但尼希米回答Ǣ：“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亨通；我�作祂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却在耶路撒
冷无分、无权、无ƹ念。” {PK 638.4}

祭司�最先感染到尼希米ė切ǐ�的精神。由于他��足ȸ重的地位，Ɋ些人在推ɋ或À阻Ɋ工
都能起很大的作用；所以他�一开始就�意合作，Ɋ}于工作的成功ȃ献不小。以色列的首ʤ和官
ɹ�多半能克尽厥ž，

639

而Ɋ班忠心分子在上帝的圣�中也得到了表µ。但有少数人，就是提哥�的ȓ胄，“不用肩担他�
主的工作。”Ɋ些¬惰仆人的事迹ɓ留了可耻的õ名，流!下来作
世世代代的警戒。 {PK 638.5}

在每一ʛ宗教Ɉ>中，�有一些人虽然不能否ƲɊ是上帝的圣工，但他�依然袖手旁ƪ，不肯出
力C助。Ɋë的人最好要ƹ得那保留在高天的ƹ�，!!在那�卷中决无ɓ漏或ɲǞ，而他�将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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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它受y判。每一被忽略了的
上帝作工的机会都已ƹ下；而每一出于信心与ę心的行
。也
都在其上受到永Ɍ的ƹ念。 {PK 639.1}

幸而提哥�ȓ胄的坏榜ë，在尼希米在_的感召力之下，未能LÈ多少影响。一般Ǣ来，民�都

ę国心及ė忱所激励。有才有@的人将各ʍ�的居民分Ŗ成ʋ，由各ʋʋɹȂȅ修建城f的某一
段。《圣ś》ƿ到某些人Ǣ，他�“}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PK 639.2}

ɊÛ工作wʎ上已ś开始，而尼希米的ė忱并未稍减。他以不息不倦的警惕Ĭ督建造、指È工
人、留意障碍、并准h�付危机。他的感化力一直ȏ�于全ɹ三英里的城f之上。他用合Û的Ǒǜ
勉励胆怯的人、督促怠惰的人、称Ȧ殷勤的人。

640

同Û他也ś常注ƬÙ人的行>，因
他�不Û在城外某g聚集，共同商Ʒ，似乎在策划毒ư，然
后来接近工人，企]ȳ移他�的注意力。 {PK 639.3}

尼希米在他的ƽ多活>当中，�没有忘ƹ他力量的来源。他的心ś常高�到那ɗ察万有的上帝面
前。他大声Ǣ：“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亨通；”而Ɋ句Ǒ!来!去，使城f上所有工人的心大得鼓舞。
{PK 640.1}

641

但恢复耶路撒冷防御的工作，在ɋ行Û并不是毫无阻碍的。撒但一直在努力煽>反}，引致灰
心。他在Ɋʛ]ǰ中的主要工具参巴拉、多比雅、和基善，ɊÛ便下手阻Ä修建的工作。他�竭力
在工人当中挑拔离ʀ。他�嗤笑建筑者的努力，声称Ɋʛ工作是不可能的，并且ʣ料一定遭遇失
ȇ。 {PK 641.1}

参巴拉ƳǝǢ：“Ɋ些ȶ弱的犹大人作什么呢？要保º自己么？……要从土堆里拿火Ė的石i再立
f么？”

642

多比雅更ȸ蔑地Ǣ：“他�所修造的石f，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滑倒。” {PK 641.2}

建造的人不久便遭遇到更ĵ极的反}。他�不得不ś常提防他�仇Ù的阴ǰ，因
仇Ù一面表示
友善，一面却千方百ư地造成混乱和ĕ¶，并引起猜疑。他�力]挫折犹大人的勇气；他�ǂư各
ë阴ǰ，要使尼希米陷入他�的圈套；而一些虚$成性的犹大人ɉ甘愿帮助Ɋ种阴ǰ的ɋ行。各g
都散布Ǻ言Ǣ：尼希米在阴ǰ反叛波斯国王，意欲高抬自己作以色列王，所以凡帮助他的都是叛逆
者。 {PK 642.1}

但尼希米却Ťŧ仰望上帝的引ʤ和扶持，而且“百姓�心作工。”工程Ťŧɋ展，直到一切缺口都
已修妥，而全部城f也造到了ʣư高度的一半。 {PK 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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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色列的Ù人看出自己的努力都不生效Û，他�便大L烈怒。到此
止，他�ɉ不敢>用武
力；因
他�知道尼希米和他的同工是在±行王命，所以他�恐怕ĵ极的反}他，可能招致王的不
悦。但ɊÛ他�在狂怒之下，自己倒犯了他�控告尼希米所犯的罪。他�聚集商Ʒ，“同ǰ要来攻3
耶路撒冷。” {PK 642.3}

正在撒Ġ利�人阴ǰ反}尼希米和他工作的同Û，

643

犹大人中的一些ʤ袖人物也起了Ȑ心，他�夸大工作的困ʔ，企]藉此使他灰心。他�Ǣ：“灰土
尚多，扛抬的人力气已ś衰ȇ；所以我�不能建造城f。” {PK 642.4}

令人灰心的事又从另一方面L生了。“那靠近Ù人居住的犹大人，”就是没有参加工作的人，竟将
Ù人的ǢǑ和Ǻ言!来!去，用以削弱勇气而造成分裂。 {PK 643.1}

但嗤笑与Ƴǁ、反}与恫吓，似乎只能激使尼希米更
a决、更
警惕。他固然Ʋ清在Ɋ次与Ù
人争®中所必定遭遇的危ʒ，但他的勇气却š无�毫挫折。他Ǣ：“我�祷告我�的上帝，……派人
看守，昼夜防h。”“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ä、拿弓，站在城f后Ʉ低洼的空g。我察看
了，就起来}ȓ胄、官ɹ、和其余的人Ǣ：不要怕他�，当ƹ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要
弟兄、
儿女、妻子、家�争®。 {PK 643.2}

“仇Ù听Ʃ我�知道他�的心意，Ʃ上帝也破坏他�的ưǰ，就不来了；我�都回到城f那里，各
作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作工，一半拿ä、拿盾牌、拿弓、穿ɥ甲。

644

……修造城f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作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ʀ佩刀修造。” {PK 643.3}

尼希米身旁随侍着一个吹角的人，同Û在城f不同的部分，也˄有�着圣所号筒的祭司。民�在
工作Û都是散开的；但任何地点一有危ʒL生，就有信号使�人立即奔往那里。尼希米Ǣ：“于是我
�作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Ģ的Û候。” {PK 644.1}

凡是ɇ去住在耶路撒冷郊外村ɷ中的人，ɊÛ都必ʝ移住在城内，一方面
ºG工作，一方面

准h一早开工。Ɋë就可避免不必要的耽Ǟ，同Û也不ƵÙ人有机会在工人往返Û攻3他�。尼希
米和他的同工决不因困ʔ和ƍ巨的工作而畏ŵ。不ƿ昼夜，就是在短短的睡ƭÛʀ中，他�也都没
有脱下衣服或卸除盔甲。 {PK 644.2}

在尼希米Û代修建圣城的人，从公开的仇Ù和虚$的朋友那里，所遭受的反}与阻碍，乃是ʣ表
今日
上帝作工的人所必有的śˌ。基督徒遭受磨ʔ，不但是由于Ù人的忿怒、ȸƬ、和残酷，而
且也是由于一些自称
友人和助手的怠情、反复无常、不冷不ė，与叛M的行
。嘲笑与辱ˈ肆意
加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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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而且Ɋ同一Ǡ人侮蔑的仇Ù，如果遇Ʃ有利的机会，就会采取更
残酷而强暴的手段呢。 {PK

644.3}

撒但必要利用每一个没有献身的分子，来Ɇ成他的目的。在自称Ȧ助上帝圣工的人中，竟有一些
与祂的仇Ùſ合，Ɋë便使祂的圣工敞露于祂最凶狠仇Ù的侵Ƨ之下了。甚至那些渴望上帝圣工兴
旺的人，也会因聆听、!布、并半信祂仇Ù所ƺǻĆ、夸耀、和威Ƅ的Ǒ，而使祂仆人的手“Lȶ。
”撒但常以奇妙的成就藉着他的爪牙作工；所以凡屈从他�影响的人，就易受那种òÉƀ明人的智慧
与ȆɆ人的悟性的ƣ惑力所害。但上帝的子民=要象尼希米一ë，既不惧怕、也不ȸƬ他�的Ù
人。他�乃�信靠上帝，Ĺ步前ɋ，�着无私之心从事祂的圣工，并将他�所¿º的大工交托于祂
的安排。 {PK 645.1}

尼希米在极度灰心之中，�以上帝
他的倚靠和Ĺ固的屏障。而那位在当Û作祂仆人之支持的
主，也曾作每一世代中祂子民的倚靠。在每一危机之中，祂的子民尽可断然确信地宣称：“上帝若帮
助我�，Ǫ能ÙÅ我�呢？” （ŷʾ�8:31）撒但和他的爪牙所佈伏的阴ǰ不管多么狡黠，上帝�能
看穿，并使他�的一切毒ư全然落空。今日信心的答复，也就是尼希米当年所作的答复：“我�的上
帝必
我�争®；”由于上帝也参加Ɋ种工作，所以任何人都不能阻碍它的最后成功。 {PK 645.2}

646

第五十四章对于勒索的谴责

本章根据 尼希米ƹ5: {PK 646.1}

耶路撒冷的城f尚未完工，尼希米就注意到一般比ȺȌ苦ʍ�之人的不幸g境。在国内不安定的
ġ境之中，人�多少忽略了0作。此外，又因一些回到犹大之人的自私自利作ʯ，以致主的福û并
不降在他�的地上，故此当Û不免有缺粮的Ģ象。 {PK 646.2}

ĺ人
了得粮供养家属起Ʃ，就不得不向人ȝȎ，而粮价又分外昂ȓ。他�也必ʝ以高利借款、
来Ŷ付波斯王向他�征收的重税。此外，犹大人中Ⱥ
富足的人，也乘人之危从中Ĉ利致富，因此
更加增了ĺ人的痛苦。 {PK 646.3}

主曾藉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每逢第三年征收十分之一来帮助ĺ人；

647

而每逢第七年更ƫ定要停止0作，不耕田地，以便将一切自生的出�留şȌ乏的人。人若忠心将
Ɋ些捐ȧ用来解救ĺ人、并作其他慈善用途，就适足以将上帝乃万有之本主的真理、以及他�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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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惠之通渠的机会，ś常Ó在民�的面前。耶和B的旨意原是要以色列人接受ƶŕ，得以ɧ除私
心，而L展{厚高ȓ的品格。 {PK 646.4}

上帝也曾藉着摩西L出教ƶǢ：“我民中有Ȍĺ人与你同住，你若借ɠş他，不可如放(的向他取
利。”“你借ş你弟兄的、或是ɠȄ、或是粮食，无ƿ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 出埃及ƹ22:25;
申命ƹ23:19 祂又Ǣ：“在耶和B你上帝所ȡ你的地上，无ƿ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ĺ人，
你不可忍着心、Ø着手、不帮Ʀ你ĺ乏的弟兄；�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ş他，Ʀ他的不
足。”“原来那地上的ĺ人永不断š；所以我吩咐你Ǣ：�要向你地上困苦ĺ乏的弟兄松开手。” 申命
ƹ15:7, 8, 11 {PK 647.1}

在被Ì之民从巴比#回来以后，那些富裕的犹大人往往直接ɍ犯了Ɋ些命令。每当ĺ人必ʝ借ɠ
来Ŷ付王的税款Û，富人就借ş他�，但索取高利。他�又要ĺ人以田地
抵押，

648

藉此使不幸的(¯逐ć陷于极ĺ困的地步。很多人迫不得已，只有将自己的儿女出E
奴；而且
他�也似乎没有改善自己g境的希望，没有ȟ回自己儿女或田地的<法，他�的前途只有日益加重
的ƍ苦、和永久的ĺ困与奴役。其w他�和他�那些Ⱥ
富足的弟兄，原都属于同一国家，是在同
一个圣Ō之下的子民。 {PK 647.2}

Ɋ些ĺ人ř于将自己的境况向尼希米述Ǣ了。他�Ǣ：“Ģ在我�将要使儿女作人的仆婢，我�的
儿女已有
婢的；我�并无力拯救；因
我�的田地、葡萄园、已ś�了别人。” {PK 648.1}

当尼希米听到Ɋ种残酷的欺J事件Û，他便ª填膺。他Ǣ：“我听Ʃ他�呼号，ǢɊ些Ǒ，便甚
L怒。”他看出如果要有效地打破Ɋ种欺J人的勒索陋�，他就必ʝa决地主持正。于是他以超卓
的魄力与决心、下手解除他弟兄�的苦ʔ。 {PK 648.2}

那些J迫人的都是富豪，而他�的支持正是重修圣城工作中所迫切需要的，但Ɋ一事w却�毫没
有影响到尼希米。他�厉地申斥ȓ胄和官ɹ�；后来他召开了一次民�大会，将上帝在Ɋ方面所有
的要求都ʐ明在他�面前。 {PK 648.3}

他叫他�注意�哈斯王在位Û所L生的各ʛ事件。

649

他重述上帝那Û斥ȅ以色列残酷与J迫的信息。那Û犹大人因敬拜偶像，而被交在比他�更ė心
拜偶像的弟兄!!以色列人的手中。后者曾L泄他�的仇恨而在®_上á了好几万犹大人，并Ì掠了
所有的p女儿童，打算留下他�作仆婢、或Eş外邦人
奴。 {PK 648.4}

由于犹大的罪，主并未干ʣ制止Ɋ一次®争；但祂藉着先知俄德ȅhƅ利/ʋ的残酷企]，
Ǣ：“你�又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作你�的奴婢，你��不也有得罪耶和B你�上帝的事
么？”（I代志下28:10）俄德警告以色列人：主的忿怒已ś向他�L作，而他�那种不公与欺J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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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必要招致祂的刑Ÿ。以色列的/人听了Ɋ一番Ǒ，就将俘Ɵ和掠物留在�首ʤ和会�的面前。
于是以法Ƙ支派中的几个族ɹ就“使被Ì的人前来，其中有赤身的，就从所掠的Ȅ物中拿出衣服和鞋
来ş他�穿，又ş他�吃喝，用膏抹他�；其中有ȶ弱的，就使他�ˍ˃，送到棕ê城耶利哥他�
弟兄那里。” I代志下28:15 {PK 649.1}

尼希米和其他几个人曾将一些被Eş外邦人的犹大人ȟ回来，ɊÛ他便将Ɋ种行
与那些
属世
利益而奴役自己弟兄之人的行
作一}照。

650

他Ǣ：“你�所行的不善；你�行事不当敬畏我�的上帝么？不然，ʔ免我�的仇Ù外邦人òǻ我
�。” {PK 649.2}

尼希米向他�表示他自己既蒙波斯王授权，本来很可以
自己的利益而索取大量捐献。但他不�
Ɏ自己分所�得的未曾取用，反倒慷慨地拿出ɠ来帮Ʀĺ人的需要。他�;犹大官ɹ中那些曾ś犯
ɇ勒索之罪的，=要停止Ɋ种不法的行
；要将ĺ人的田地、和他�从ĺ人身上J榨出来的利ɠɉ
ş他�；以后Ȕ款不可索取抵押或高利。 {PK 650.1}

Ɋ番Ǒ是当着全体会�ƺ的。如果首ʤ�要
自己Ƀº的Ǒ，他�有机会可以Ɋë作。但他�并
没有提出Ƀ辞。他�都Ǣ：“我�必�ɉ，不再向他�索要，必照你的Ǒ行。”于是尼希米在祭司面
前，“叫�人起誓，必照着所�ƽ的而行。”“会�都Ǣ：阿�，又Ȧ美耶和B。百姓就照着所�ƽ的
去行。” {PK 650.2}

Ɋ段ƹȹ具有重要的教ƶ。“ȋȄ是万�之根。” 提摩太前�6:10 在Ɋ个世代之中，]利的愿望已
ś成了Òj心志的情欲。Ȅ富往往竟以欺ǈ的手段ƙ致。但同Û却有无数的人在ĺ困中Æ扎，被迫

低微的工Ȝ作苦工，而仍不能ũ持最低的生活需要。辛?与剥削，加以没有改善生活的希望，使
他�的Ȃ担Ý得沉重。

651

他�操心?力、受尽欺J，而又走投无路。然而Ɋ一切都不ɇ是使富人得以ũ持其奢侈的生活、
或放Œ其ĵ×Ȅ宝的私欲而已！ {PK 650.3}

ȋęȄɠ和喜好虚荣的心，已ś使Ɋ个世界M成了盗Ș的巢穴。《圣ś》描述在基督复	前夕所
必流行的ȋ婪与欺J的情形。雅各写道：“咳，你�Ɋ些富足人哪，……你�在Ɋ末世只知ĵ×ɠ
Ȅ。工人ş你�收割庄稼，你��欠他�的工ɠ，Ɋ工ɠ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冤声，已
ś入了万/之主的耳了。你�在世上享美福、好宴�；当宰á的日子竟q养你�的心。你�定了
人的罪，把他á害；他也不抵Å你�。” 雅各�5:1, 3-6 {PK 651.1}

就是在那班自称敬畏主的人当中，也有一些正在重蹈以色列ȓ胄的覆ɂ。他�因
自己既有权

所欲
，所以就作ɇ分的勒索，如此便成了欺J人的人。而由于在那些以基督之名命名的人生活中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257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Ʃ到ȋ婪和欺ǈ的行
，由于教会仍将那些以不法手段而致富之人的名字保留在它的名册上，所以
基督的宗教就h受藐Ƭ了。奢B、欺ǈ、勒索等正在腐ơ着ƽ多人的信仰，并ȇ坏他�的灵性。教
会必ʝ
其教友的罪�担Ȃ大部分的ȅ任。教会如果不µ声斥ȅ�行，就是Ȧ助�行了。 {PK 651.2}

世人的�俗决不能作
基督徒的è准。他万不可效法世人刻薄、欺ǈ、和勒索的行
。

652

一切}同胞的不正当行
，就是ɍ犯了那金科玉律。每一件得罪上帝儿女的行
，也就是得罪了
那与祂圣徒成
一体的基督。每一ʛ利用他人的无知、ȶ弱、或不幸的]ǰ，在天上的��中都被
ƹ�
欺ǈ的罪。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宁可昼夜辛?、食不果腹，也不愿放Œȋ得的私欲，去
欺J孤儿寡p、或屈枉寄居的人。 {PK 651.3}

}于正有�毫的偏离，就足以撤ò屏障，而使心灵准h行更大的不。一个人É人利己到什么
程度，他的心灵也必麻木而不受上帝之灵的感>到什么程度。付出Ɋ种代价而得来的利益，w在是
一种可怕的É失！ {PK 652.1}

我�原都是�欠了神圣公的(¯；但我�却一无所有以Ȝɉ(。因此那怜£我�的上帝的儿子
就付上了我�的ȟ价。祂成了Ȍĺ，使我�因祂的Ȍĺ可以成
富足。我�藉着向祂的ĺ苦儿女慷
慨行善，就可表示我�真ǐ感激祂所加于我�的怜ę。使徒保ŷ有;勉Ǣ：“有了机会，就当向�人
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Ɋë。” 加拉太�6:10 而他的Ǒ也与救主以下的Ǒ相符：“常有ĺ人和你
�同在，要向他�行善，随Û都可以。”“所以无ƿ何事，你�愿意人怎ë待你�，你�也要怎ë待
人；因
Ɋ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ʾ可福音14:7;ʾ太福音7:12 {PK 652.2}

653

第五十五章外邦人的阴谋

本章根据 尼希米ƹ6: {PK 653.1}

参巴拉和他的同党不敢公开与犹大人作®；但他�却�着与日俱增的仇恨，不断地暗中ǂ法令他
�灰心、困惑、并受害。耶路撒冷周[的城f很快就要完成了。如果城f修竣、安門落ɺ，Ɋ些以
色列的Ù人就再也没有侵入城内的希望了。因此，他�更迫切地要阻止Ɋ工作，不能再耽延了。最
后他�想出了一个ưǰ，企]藉此使尼希米离开他的�位，及至他落在他�@力范[之内Û，他�
就可á害或Ĭ禁他。 {PK 653.2}

他�假装要ǰ求双方和解，愿与尼希米ɋ行Ǯ判，所以Ǥ他到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但尼希
米受圣灵P示，看出他�的真正意]，便加以拒š了。他写道：“我差遣人去Ʃ他�Ǣ：我Ģ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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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

654

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Ʃ你�呢？”但引Ǡ他的人a持要求。他�一Ɏ四次送来相同重要的信
息，而每次所得到的都是同ë的答复。 {PK 653.3}

他�LƭɊ个ưǰ不能奏效，就采取另一个更大胆的策略。参巴拉差派一个使者到尼希米那里，
拿着一封未封的信Ǣ：“外邦人中有ʯ声，迦施慕（就是基善）也Ǣ：你和犹大人ǰ反；修造城f，
你要作他�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ƺ，Ǣ：在犹大有王；Ģ在ɊǑ必!于王知。所
以Ǥ你来，与我�彼此商Ʒ。” {PK 654.1}

如果信中所提的Ǻ言确已!开，那就真有)得惧怕的原因了；因
它@必很快!到王的耳中，而
王若生出些微的猜疑，就可能采取最�厉的手段。但尼希米明知Ɋ封信完全是虚ã的，不ɇ是要引
起他的恐惧，使他陷入圈套。Ɋ个推ƿ更因信在ɒ送Û并未封口的事w而确定了，ɊÝ然是要使民
�都可以ʇǧ其内容，因而L生恐慌并ʷ受威Ƅ。 {PK 654.2}

尼希米立即回答Ǣ：“你所Ǣ的Ɋ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尼希米š不是不洞悉撒但的
Ǔư。他深知Ɋ一类的企]乃
使建造之人的手Lȶ，因而令他�的努力�于无效。 {PK 654.3}

655

撒但已一再失ȇ；ɊÛ他�着更深的仇恨和狡ǰ，
上帝的仆人佈伏了一个更阴ʒ的圈套。参巴
拉和他的同伴ș�了一些自称与尼希米友好的人，ş他一些�意的建Ʒ，冒称是主的Ǒǜ。参与Ɋ
种不法之事的魁首，乃是尼希米以前非常尊重的示Ġ雅。Ɋ个人将自己关在靠近圣所的一ʀ小屋
内，表示害怕自己的性命有危ʒ。ɊÛ圣殿已有f垣和門¯保º，但城門ɉ没有安立。示Ġ雅自称
很关心尼希米的安全，所以;他ȯ藏在圣殿里面。他建ƷǢ：“我�不如在上帝的殿里会面，将殿門
关ɭ；因
他�要来á你，就是夜里来á你。” {PK 655.1}

尼希米如果听从Ɋ种Ǔǈ的;告，就要放弃他}于上帝的信心，并且在民�的眼前露出怯懦卑鄙
的�度。由于他所从事的工作如此重要，并且他曾宣称信靠上帝的能力，如今他若ȯ藏起来，似乎
惧怕不堪，那便是言行全不相符了。Ɋ种恐慌的情Ŧ@必在民ʀ!开，而人人都自求安全，圣城就
得不到保º，@必ø陷于Ù人之手。尼希米若作Ɋ种不智之�，那就必前功尽弃了。 {PK 655.2}

尼希米很快就看透了Ɋ个;告他之人的真相与目的。他Ǣ：“我看明上帝没有差遣他，

656

是他自己ǢɊǑ攻3我；是多比雅和参巴拉ș�了他。ș�他的ű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
罪，他�好!µ�言òǻ我。” {PK 655.3}

示Ġ雅所提出的无耻建Ʒ，ɉ被其他几个有声望的人所Ȧ同呢，原来他�口称是尼希米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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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wʎ上却是暗中与他的Ù人勾ŝ的。但他�所布置的圈套并不能生效。尼希米的无畏答复是：“象
我Ɋë的人，�要逃跑呢？象我Ɋë的人，�能ɋ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ɋ去。” {PK 656.1}

657

尽管Ù人公开或暗中施行各ë的阴ǰ，但修造的工作依然Ĺ步前ɋ，ŝ果在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
不Ċ两个月的Ûʀ内，全城就被它的f垣[º起来，而建造的人也能在城f上行走，俯瞰城外失ȇ
而¤ˋ万状的Ù人了。尼希米写道：“我�一切仇Ù、四[的外邦人、听Ʃ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

ƩɊ工作完成，是出乎我�的上帝。” {PK 657.1}

可惜ɎɊ种Ý明主手掌管万事的凭据，也不足以抑制以色列人中的不Ċ、悖逆、和MƐ。“犹大的
ȓ胄屡次寄信与多比雅，多比雅也来信与他�。在犹大有ƽ多人与多比雅ŝ盟，因他是……示迦尼
的女婿。”那与拜偶像之人通婚而有的�果于兹可Ʃ了。犹大的一个家族已ś和上帝的仇Ùŝ合，而
Ɋ种关系�已Ý明乃是一个网ŷ。ɉ有ƽ多其他的人也犯了Ɋ同ë的ɲǞ。Ɋ些人正像那些同以色
列从埃及出来的ɿâ人一ë，成了ɎŪ不š的ĕ¶之源。他�并不�心
上帝服=；及至祂的圣工
需要他�ě牲Û，他�就随Û会ɍ背自己先前表示合作与支持的�Ɓ誓言。 {PK 657.2}

有几个ɇ去最ĵ极布置阴ǰ陷害犹大人的仇Ù，Ģ在也表示愿意同他�修好了。那些已陷于与拜
偶像者通婚的罪中，并曾ǰ叛地与多比雅多次通信，而起誓
他效?的犹大ȓ胄 �，

658

ɊÛ竟称Ȧ多比雅
一个精明干ŕ的人，犹大人如与他ůŝ盟Ō一定大有裨益。同Û，他�常将
尼希米的ư划和行>密告多比雅。如此，上帝子民的工作就公然遭受Ù人的Ƨ3，并授予机会来歪
曲尼希米的言行、及阻Ä他的工作了。 {PK 657.3}

从前当Ȍ苦和受欺J的人上ǉ于尼希米，要求
他�伸冤Û，他曾勇敢地
他�Ƀº，并促使作
�的人除去所加于他�的õ辱。但那Û他
受欺凌的同胞所施行的威权，ɊÛ他却没有
自己Ɉ
用。他的努力虽然遭遇到某些人的忘恩Ȃ和奸ǈ背信，但他并没有利用自己的权柄来¦<Ɋ些叛
徒。他仍旧泰然自若、大公无私地Ťŧ
民�服=，既不懈怠，也不灰心。 {PK 658.1}

撒但的攻3始ř集中于那些力求推ɋ上帝圣工的人。他虽屡遭挫ȇ，但仍以新的力量，采用从未
ǎɇ的手段卷土重来。但最可怕的乃是：他藉着那些自称是上帝圣工之友的人所ɋ行的秘密活>。
公开的反}可能是猛烈而残酷的，但它}于上帝圣工的危害性ɉɌ不及那些口称侍奉上帝、而在心
中却是撒但之仆人所�的阴ʒÙ意。Ɋ班人足可使那些蓄意À阻上帝圣工、并陷害他仆人的人得到
ƽ多便利。 {PK 658.2}

659

黑暗之君所能提示的一切方法，都必用来引Ǡ上帝的仆人与撒但的爪牙ůŝ盟Ō。必有屡次的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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Ǥ来叫他�擅离工作�位；但他��当象尼希米一ëa决地回答Ǣ：“我Ģ在<理大工，不能下去。
”上帝的工人尽可安心Ťŧ工作，而Ƶ自己的努力来反˂那�意捏造以中"他�的ǿ言。他�要象耶
路撒冷城f上的工人一ë，不因威Ƅ、Ƴ嘲、或Ǳ言而离开工作�位。他�不可片刻松懈自己的警
惕；因
仇Ù一直跟踪着他�。他�=ʝś常祷告上帝，“昼夜防h。” 尼希米ƹ4:9 {PK 659.1}

当此末日	近的Û候，撒但必以加倍的力量来ǎ探上帝的工人。他要利用人
工具来Ƴǝ辱ˈ那
些“修造城f”的人。但建造的人如果下来�付Ù人的攻3，Ɋë就@必耽Ǟ工作。他�固�尽力挫ȇ
仇Ù的意]；但他�万不可容Ƶ任何事物引使他�离开自己的工作。真理�比Ǿƿ有力，正也必
®ƅ邪�。 {PK 659.2}

他�也不可ƵÙ人得到他�的友ǯ与同情，藉此引Ǡ他�离开工作�位。人若因任何冒昧的行

而使上帝的事工h受õ辱，或使他同工的手“Lȶ。”就必使自己品格染上一个不易磨Ď的õ点，同Û
也在自己将来效能的道路上布下了一道�重的障碍。 {PK 659.3}

660

“ɍ弃律法的，夸n�人。” 箴言28:4 当那些一面与世俗ſ合、一面却宣称非常ŏ洁的人倡言�与
那些向来反}真理事工之人ſ合Û，我�便�感到恐惧、而象尼希米那ëa决地Ɍ避他�。Ɋ一类
的;告乃是�善之Ù所策>的。Ɋ是机会主者的ƿǫ，而今日仍当像古Û一ë断然予以竣拒。凡
足以使上帝子民}祂引ʤ之能的信心L生>Ô的影响，都�a决地加以抗御。 {PK 660.1}

尼希米的Ù人之所以不能引Ǡ他落于他�的权@之下，乃因他a定地献身于上帝的圣工，并同ë
a定地信靠上帝。一个懈怠的生灵极易
ǎ探所ƅ；但在一个具有高尚目è和�一宗旨的生活中，
罪�就ʔ于找到立足之地。一个ś常向前迈ɋ之人的信心是决不致衰弱的；因
他体Ʋ到那无限的
慈ę，常在上下Ɍ近各方面支配万事来成就祂的美意。上帝的真仆人�以不屈不Ä的决心从事工
作，因
施恩宝座乃是他�ś常的倚靠。 {PK 660.2}

上帝已ś
我�人力所不足以�付的一切危机，供h了神圣的援助。他ȡ下圣灵来ÿ助每一ʛ急
ʔ，加强我�的盼望和信念，光照我�的思想并洁1我�的心灵。他提供很多的机会，并打开ƽ多
工作的門路。他的子民只要留意祂圣旨的指示，并随Û准h与祂合作，就必看到 大的成果。 {PK

660.3}

661

第五十六章领受上帝律法的训诲

本章根据 尼希米ƹ8-10: {PK 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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Ɋ正是吹角Ɛ的Û期。ƽ多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当Û的情景乃是悲惨而有趣的。耶路撒冷的城
f虽已重建，城門也已安立；但城内大部分仍是一片�墟。 {PK 661.2}

以斯拉ɊÛ年事已高，他站在城内最{街道中的一个木台上，四面都是犹大逝去光荣的可悲ʐ
迹。那聚集在他左右的是他利未族的弟兄�。他�从台上俯瞰下去，是一片人山人海。那与上帝立
Ō的子民已ś从四[各地聚½来了。“以斯拉称ʢ耶和B至大的上帝。�民都�手�声Ǣ：阿�；
……就低i，面伏于地，敬拜耶和B。” {PK 661.3}

然而即使在Ɋ里，也有以色列犯罪的Ǆ据。由于民�与异邦之人通婚，

662

希伯来的ǜ言已śȳƾ多Ǟ了，所以主ƺ人必ʝȖ尽心机用当Û民ʀ的言ǜ来解ɖ律法的原5。
“他�清清楚楚的念上帝的律法�，ƺ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PK 661.4}

“�民%耳而听”“Ɋ律法�。”他��心而恭敬地*听至高者的圣言。当律法被解明的Û候，他�就
看出自己的罪来，并因自己的ɇ犯而悲"。但Ɋ原是一个快�的Ɛ日，是主吩咐民�要以ñ欣的精
神遵守的圣会；因此他�受命要抑制自己的愁苦，并要因上帝加于他�的大慈怜而ñ�。尼希米
Ǣ：“今日是耶和B你�上帝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你�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ʣh
的，就分ş他；因
今日是我�主的圣日；你�不要�愁；因靠耶和B而得的喜�是你�的力量。”
{PK 662.1}

当日上午是�用来�行宗教聚会的，因此民�便用余下的Ûʀ存着感恩的心来ŗ述上帝的福惠、
并享用祂所供h的恩物。�人也将一部分食物分ş一无ʣh的ĺ人。�民大大快�，因
已ś宣ǧ
并明白了律法上的Ǒ。 {PK 662.2}

663

664

665

次日，他�Ťŧ宣ǧ并ƺ明律法。及至指定的日子!!七月初十日!!便根据上帝的命令、而�行
了ȟ罪日的�Ɓ礼Ɛ。 {PK 665.1}

在同月的十五日至二十二日，民�和首ʤ�再守了一次住棚Ɛ。那Û“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
告，Ǣ：你�当上山，将橄íê、野橄íê、番石榴ê、棕ê、和各ë茂密ê的枝子取来，照着所
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ê枝来，各人在自己的房ʙ上、或院内、或上帝殿的院内……搭
棚。……于是�人大大喜�。从i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上帝的律法�。” {PK 665.2}

民�天天*听律法上的Ǒǜ，就ƭ悟了自己的ɇ犯，以及他�国家在ɇ去各世代中所犯的罪。他
�看出上帝保º的恩眷之所以收回，�伯拉罕的子v之所以分散到外邦，都是因
他�离开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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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故此他�决心要祈求祂的怜£，并ƽ愿要遵行祂的ǚ命。当他�在住棚Ɛŝ束之后，ɉ没有参
加第二天所�行的�Ɓ会之前，他�先与当中的外邦人隔开了。 {PK 665.3}

当民�在主面前俯伏下拜、承Ʋ罪ɇ并�求赦免Û，

666

他�的首ʤ�便鼓励他�、要相信上帝已照祂的�ƽ垂听了他�的祈祷。他�不但需要悲哀、哭
泣、�悔，也必相信上帝已śʸ恕他�。他�必ʝŗ述祂的怜ę并Ȧ美祂的良善，藉此表Ģ自己的
信心。Ɋ班教��Ǣ：“你�要站起来，称ʢ耶和B你�的上帝永世无尽。” {PK 665.4}

于是，当聚集的会�起立向天伸手Û，便有以下的Ǐ歌唱出： {PK 666.1}

“耶和B啊，祢荣耀之名是�当称ʢ的，
超乎一切称ʢ和Ȧ美。
祢，惟独祢，是耶和B；
祢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
地和地上的万物，
海和海中所有的，
Ɋ一切都是祢所保存的；
天/也都敬拜祢。” {PK 666.2}

唱完Ȧ美Ǐ之后，会�的ʤ袖便述Ǣ以色列的I史，表明上帝ɇ去}他�是何等的仁慈，而他�
}上帝却是何等的忘恩Ȃ。于是全会�便立Ō要遵守上帝的一切ǚ命。他�已ś因自己的罪而受
Ÿ；ɊÛ他�承Ʋ上帝}待他�的一切都是公的，故此他�ƽ愿要遵守祂的律法。
要使ɊŌ成

“确w的Ō，”并永久保存作
他�所承担的=之ƹ念起Ʃ，就将它写了下来，祭司、利未人、和
首ʤ�也都ń了名。

667

ɊŌ要用来使他�ƹ起自己的ȅ任，并成
防御ǎ探的屏障。民��Ɓ地起誓“必遵行上帝藉祂仆
人摩西所!的律法，ǽ守遵行耶和B我�主的一切ǚ命、典章、律例。”Ɋ次所起的誓，也包括不再
与当地民族通婚的Ǧ言在内。 {PK 666.3}

在那禁食的日子ŝ束之前，民�藉立誓不再干犯安息日，更ɋ一步地表示决心�向主，尼希米Ɋ
Û并没有象后来那ë，使用他的权柄来阻止外邦商人ɋ入耶路撒冷；但
力求使民�不致屈从ǎ探
起Ʃ，他藉着一ʛ�Ɓ的誓Ō，限制他�答�不再在Ɋ日向Ɋ些ÕȊȎ物而ɍ犯安息日的律法，希
望如此可以阻止那些商人不再来作Ɋë的�E。 {PK 667.1}

同Û也
ũ持公共礼拜上帝的Ȗ用作了安排。会�ƽ愿每年在十分之一以外，另奉献一笔ƫ定的
款ʛ
圣殿崇事之用。尼希米写道：“我�……都掣ń，……每年将我�地上初熟的土�和各ë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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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B的殿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i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
我�上帝的殿。” {PK 667.2}

以色列已ś
自己背道的罪深感�"而�向上帝了。他�已ś痛哭哀号、承Ʋ己罪了。他�已ś
承Ʋ上帝}待他�的一切都是公的，

668

并已立Ō要遵守祂的律法。ɊÛ，他�就必ʝ表示相信祂的�ƽ。上帝已ś悦ő他�的悔改；他
�ɊÛ就要因罪ɇ得蒙赦免、并重ƙ神圣恩眷的凭Ǆ而欣喜了。 {PK 667.3}

尼希米所作恢复崇拜真神上帝的努力ř于ƙ得成功了。只要民�忠于自己所立的誓Ō，只要他�
ʜ从上帝的圣言，主就必wĢ祂的�ƽ而将丰富的恩惠*降与他�。 {PK 668.1}

Ɋ段ƹȹ}于一切自知有罪、并感ƭ不配因而ʨ�的人，都充Ċ了信心的教ƶ与鼓励。《圣ś》
固然据w叙述以色列背道的ŝ果；但它也描写他��向主的Ûʎ所表Ģ的深切自卑和悔改，以及ǐ
�献身与慷慨ě牲。 {PK 668.2}

每次真ǐȳ向主都
人生�来恒久的喜�。每当一个罪人ʜ从圣灵的感化Û，他就会在那位ɗ察
人心之大主的圣洁}比下，看出自己的罪愆与õķ来。他看出自己已被判定
犯法的人。但他万不
可因此ȩ于š望；因
他的赦免已śƙ得保Ǆ了。他尽可因感知自己的罪已蒙ʸ恕，并因那位�于
赦罪之天父的慈ę而ñ喜快�。上帝将悔改的罪人抱在祂慈ę的�中，ų裹他�的7"，除1他�
的罪õ，并以救恩的衣袍ş他�穿上，Ɋ乃是祂的光荣。 {PK 668.3}

669

第五十七章改革运动

本章根据 尼希米ƹ13: {PK 669.1}

犹大人已ś�Ɓ而公开地宣誓要遵守上帝的律法，然而一旦以斯拉和尼希米的感化力移开一段Û
期，就有很多人离开主了。ɊÛ尼希米已回到波斯去了。当他不在耶路撒冷Û，又有一些邪�ćć
侵入，@将ȇ坏全国。拜偶像的人不�在圣城内ƙ得了立足之地，而他�的存在更玷õ了圣殿所在
的地区。因与外族通婚，大祭司以利�w和以色列的死Ù�³人多比雅竟成了�属。由于Ɋ个不圣
洁的ŝ盟，ŝ果以利�w竟允ƽ多比雅住用与圣殿Ɏ通的一ʀ屋子，Ɋ屋子ɇ去是用来收存民�所
奉献的十分之一与祭物的。 {PK 669.2}

由于�³人和摩押人ɇ去}于以色列的残酷和狡ǈ，上帝曾藉着摩西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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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

他�永不可ɋ入祂子民的会。申命ƹ23:3-6 大祭司竟ɍ背ɊǑ，而将那些收存在上帝圣殿之内屋
中的供物搬出来，ƵɊ个代表被禁斥之民族的人居住。}于上帝和祂真理的仇Ù作如此的�待，真
是再也不能向上帝表示Ⱥ此更大的õ蔑了。 {PK 669.3}

尼希米从波斯�来之后，得悉Ɋ件大胆�Ć的事，便采取了迅速的措施，ˁ逐那个侵入分子。他
Ǣ：“我甚¡怒，就把多比雅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1Ɋ屋子；遂将上帝的器皿、和
素祭乳香又搬ɋ去。” {PK 670.1}

不但圣殿已被õ染，Ɏ供物也被ċ用了。Ɋ事不免阻抑了民�慷慨奉献的心。他�已ś失去先前
的ė忱，所以不愿Ŷő十分之一。主殿的府�缺乏供�；ƽ多歌唱的和其他在圣殿供ž的人既得不
到足够的ş养，于是就撇下上帝的圣工到别g去工作了。 {PK 670.2}

尼希米便下手改正Ɋ些�弊。他先将那些离开圣殿工作的人招聚回来，“使他�照旧供ž。”Ɋ事
激L了民�的信心，“犹大�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房。”一些“忠信的”人被派“作
�官管理�房，”“他�的ž分是将所供ş的分ş他�的弟兄。”

671

与拜偶像的民族交往的另一个ŝ果，就是}于安息日的忽Ƭ，而安息日5原是将以色列从其他国
民中分别出来、成
敬拜真神上帝之人的ƹ号。尼希米LĢ来到耶路撒冷的ɔ国的异教商人和小
Ȋ，已śǠ使ƽ多以色列人在安息日作�E。固然有一些人不致受游Ǣ而ě牲正；但其他的人却
干犯了，并与外邦人一同力;那些Ⱥ
正直的人放弃他�的ʟƠ。ƽ多人竟敢公然ɍ犯安息日。尼
希米写道：“那些日子我在犹大Ʃ有人在安息日酢酒，搬Ɉ禾捆、ʿ在˃上；又把酒、葡萄、无花
果、和各ë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又有推ŷ人住在耶路撒冷；他�把˓和各ëȈ物
Ɉɋ来，在安息日Eş犹大人。 {PK 670.3}

如果当Û的首ʤ�施用他�的权柄，本来大可防止Ɋ种事情的L生；但因他�只想增ɋ自己的利
益，就�致他�Ȧ助了那些不敬虔的分子。尼希米毫不畏忌地斥ȅ他�忽略ȅ任。他�厉地ȅɽ
Ǣ：“你�怎么行Ɋ�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列祖�不是Ɋë行，以致我�上帝使一切灾ĳ	
到我�和Ɋ城么；Ģ在你�ɉ犯安息日，使忿怒越L	到以色列。”于是他下令“在安息日的前一日，
耶路撒冷城門有黑影的Û候，”将城門关ɭ，不ɇ安息日不准开放；他相信自己手下的仆人，

672

ɇ于相信耶路撒冷所派的官R，所以就指派他�管理城門，Ĭ督±行他的命令。 {PK 671.1}

“商人，和ȊE各ëȈ物的”不愿放弃他�的]ǰ，所以“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希望找机会
可与城内居民或郊外�人作生意。尼希米警告他�：如果他�ŤŧɊë行，就必受Ÿ。他ȅɽ
Ǣ：“你�
何在城外住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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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若再Ɋë，我必下手拿<你�。”“从此以后，他�在安息日不再来了。”他ɉ吩咐利未人看守城
門，因
他知道利未人比普通人更得民�的尊敬，又因他�与上帝圣工的密切关系，自然有理由期
望他�更ė心厉行遵守祂的律法。 {PK 672.1}

ɊÛ尼希米又ȳ移其注意于那因与拜偶像之人通婚和交往、而再度迫	以色列的危ʒ。他写
道：“那些日子我也Ʃ犹大人娶了�w突、�³、摩押的女子
妻。他�的儿女ǢǑ，一半是�w突
的Ǒ，不会Ǣ犹大的Ǒ，所Ǣ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 {PK 673.1}

Ɋ种不合法的ſ姻，在以色列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因
在与异族通婚的人中有一些是身居高位
的，就是民�有权从而ƙ得ƶ勉、并Ʋ
是可靠榜ë的人。尼希米ʣ先看出：如果任凭Ɋ种�行Ť
ŧ存在，国家就必面	ȇ亡，因此他�切ÞǶ那些犯了Ɋ种ɲǞ的人。他拿所ŷ門的śˌ来提醒他
�：在列国之中从来没有兴起象他那ë、蒙上帝ȡ予大智慧的王；然而拜偶像的女子ř于使他的心
ȳ离上帝，而他的榜ë也腐化了全以色列。尼希米�厉地ȅɽǢ：“如此，我�听你�行Ɋ大�……
呢？”你�“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ş外邦人的儿子，也不
自己和儿子娶他�的女儿。” {PK 673.2}

当他将上帝的命令和警告、以及ɇ去因Ɋ罪而降于以色列的可怖刑Ÿ、向他�Ǣ明Û，

674

他�便良心LĢ了，ŝ果L>了一番改革工作，使上帝迫	的忿怒ȳ离他�，并�致了祂的嘉ő
和福惠。 {PK 673.3}

有一些Ȃ有圣ž的人ɉ
他�的外邦妻子提出�求，声称自己不能与她�分离。但Ɋ事不能有所
例外；不能偏徇身份或ž位。祭司或官ɹ如有不肯与拜偶像之人断š关系的，就立即被革除圣ž。
大祭司的一个v子既与劣迹昭彰的参巴拉的女儿ŝ了婚，就非但被革ž，并且立即被逐出以色列
境。尼希米祈祷Ǣ：“我的上帝啊，求祢ƹ念他�的罪，因
他�玷õ了祭司的ž任，ɍ背祢与祭司
利未人所立的Ō。” {PK 674.1}

Ɋ种必要的�厉作ʯ，使Ɋ个上帝的忠心工作者受了多少精神上的痛苦，惟有在y判的Û候才得
Ý明，他不断地与反}的@力m斗；而惟有藉着禁食、自卑、和祈祷，方能有所ɋ展。 {PK 674.2}

ƽ多与拜偶像者ŝ婚的人宁愿与他�一同流亡；Ɋ班人，Ɏ同那些从会�中被ˁ逐的人，都去投
奔撒Ġ利�人了。有些ɇ去在上帝圣工上居高位的人也在此~得了門道，ɇ了一些Û候就完全与他
�ſ合了。撒Ġ利�人既渴望加强Ɋ种ſ系，便�ƽ更完全地采ő犹太人的信仰和ʯ俗；ŝ果那些
背道者竟决意要ƅɇ他�ɇ去的弟兄，便在基利心山上建造了一座殿，与上帝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抗。

675

他�的宗教一直是犹太教与邪教的混合物；而他�自称
上帝ɐ民的身份，却成了Ɋ两国之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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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代分裂、œ争、与仇恨的根由。 {PK 674.3}

在今日所要ɋ行的改革工作中，正需要象以斯拉和尼希米Ɋë既不肯文ʶ或{恕罪�、也决不畏
避ũº上帝尊荣的人。那些以圣工
己任的人，决不会在有人犯ɲǞ的Û候ɼ口不言，也决不至以
虚$ę心的外衣遮掩罪�。他�必定ƹ得上帝是不偏待人的，而}待少数人的�厉g分，可能就是
加于多数人的{大g置。他�也必定ƹ得一个ȅh罪�的人，�要表Ģ基督的精神。 {PK 675.1}

以斯拉和尼希米从事他�的工作Û，常在上帝面前自卑，承Ʋ自己和民�的罪，并好象他�自己
也是犯罪者一ë地�求赦免。他�耐心操?、祈祷、并受苦。那使他�的工作最
ƍ辛的、ɉ不是
异教徒的公开Ù}，而是一些$装友人的暗中阻Ä，Ɋ等人因将自己的影响力委于邪�的事上，竟
使上帝仆人的Ȃ担加重十倍。Ɋ些叛徒将Ȝ料供ş上帝的Ù人，用以打3上帝的子民。他�邪�的
情欲与叛逆的心意，向来是与上帝明Ý的要求
Ù的。 {PK 675.2}

尼希米努力所ƙ致的成功，足以Ý明祈祷、信心、以及ƀ明有力的行>所必成就的事。尼希米并
不是祭司；他也不是先知；他没有托辞要求任何高ȓ的名ƥ。

676

他乃是一个
重要Û机而兴起的改革家。他的目的乃是要ǫ整他的同胞与上帝的关系。他既
 
大的宗旨所鼓舞，便竭尽他一己的力量以求其抵成。他的一切努力都揭ð着崇高而a定的正气。每
当他遇到邪�或与正}抗的事Û，他所采取的立_非常a定，以致民�都因而m起、以新的ė忱
和勇气来从事工作。他�不能不承Ʋ他的忠ǐ，他的ę国ė忱，以及他深切敬ę上帝的心；他�既
看出Ɋ点，就�于服从他的ʤ�了。 {PK 675.3}

在上帝所指派的ž分上勤勉从事，乃是真宗教的要旨。人��Ǘ握住一切机遇，作上帝所用以成
就祂旨意的工具。及Û而作的迅捷a决的行>必ƙ致光荣的ƅ利，而耽延和疏忽却必造成失ȇ，以
致羞辱上帝。如果真理事工的ʤ袖�不Lė心，如果他�得ɇ且ɇ、漫无目的，5会�也必疏忽怠
惰，喜ę宴�；但如果他�充Ċ敬拜上帝、D要侍奉祂的圣洁意志，那么�人也必Zŝ一致、Ċ有
希望、ė切作工了。 {PK 676.1}

上帝的圣言中充Ċ彰明昭著的}照。罪�与圣洁并肩相配，使我�看Ʃ之后得以Ɍ避Ɋ个而接受
那个。那形容参巴拉与多比雅的仇恨、虚$、和奸ǈ的篇章，也描述到以斯拉与尼希米的高雅、虔
ǐ、和舍己。我�尽可随意ɐÂ仿效任何一个。ɍ背上帝命令之可怕后果的}面，就是ʜ从而�致
的福惠。我�必ʝ自行决定：是要�受前者，ɉ是享有后者。 {PK 676.2}

677

自被Ì之地�国的人，在所ŷ巴伯、以斯拉、和尼希米的ʤ�之下，所ɋ行的复兴和改革工作，
乃是ʣ表世界I史末叶中所要ɋ行的属灵的复兴工作。以色列的余民不ɇ是一个弱小而四面受Ù的
民族；但上帝定意要藉着他�，在地上保留有关祂和祂律法的知Ǉ。他�乃是真崇拜的Ĭº人，是
上帝圣言的保管者。当他�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的城fÛ，所ƙ得的śˌ乃是多方面的；他�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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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反}是猛烈的。ʤ�Ɋ工作的人所有的Ȃ担ʥ
沉重；但Ɋ些人却本着不M的信念、Ǽ虚的精
神、和a定倚靠上帝的心向前迈ɋ，Ł信上帝必使祂的真理得到ƅ利。尼希米正如希西家王一
ë，“�靠耶和B，�不离开，ǽ守耶和B……的ǚ命。耶和B与他同在。” 列王ƹ下18:6, 7 {PK 677.1}

尼希米Û代ɋ行之工作所ʣ表的属灵复兴，以ȥ�的ʣ言中也有描述Ǣ：“他�必修造已久的荒
_，建立先前凄凉之g，重修I代荒凉之城。”“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之g；你要建立拆
ò累代的根基；你必称
Ʀ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以ȥ��61:4; 58:12 {PK 677.2}

先知在Ɋ里形容到一班人，他�在普遍偏离真理与正的Û期中，却ǂ法要恢复那本
上帝国度
之基Ĳ的原5。

678

他�乃是修Ʀ上帝律法中所造成的“破口”的人，!!Ɋ律法就是祂所置于祂ɐ民周[用以保º他�
的f垣，而ʜ从其公正、真w、与ŏ洁的条例，就必成
他�永久的保障。 {PK 677.3}

先知曾用意明确的Ǒǜ，指出Ɋ班修建城f的余民所要ɋ行的特殊工作Ǣ：“你若在安息日掉ȳ
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
喜�，称安息日
可喜�的，称耶和B的圣日
可尊重的；而且尊
敬Ɋ日，不<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Ǣ自己的私Ǒ；你就以耶和B
�；耶和B要使你
乘ˆ地的高g，又以你祖雅各的��养育你：Ɋ是耶和B�口Ǣ的。” 以ȥ��58:13, 14 {PK 678.1}

到了末Û，每一ʛ神圣的制度都要恢复。世人更改安息日Û在律法中所造成的“破口，”一定要修
Ʀ。上帝的余民要站在世人面前作改革家，Ǆ明上帝的律法乃是一切有恒久价)之改革的基Ĳ，而
且第四ǚ的安息日也要成立
7造大工的Ŏ念，不断提醒人ƹ得上帝的权能。他�要清楚而确切地
ʈ述ʜ从十ǚ每一条例的必要。他�要被基督的ę所激励，与祂合作，共同“修造久已荒�之g。”他
�都要作“Ʀ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Ʃ以ȥ��58:12 {PK 678.2}

679

第七Ű黄昏之光
680

“国度、权柄和天下ǥ国的大权，必ȡş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Ɍ的。” 但以理�7:27 {PK 680.1}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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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 拯救者的来临

自从我�的始祖�失其伊甸家园，直到上帝的儿子ÝĢ
罪人之救主的Û候，在Ɋ人类I史充Ċ
了“ƍʔ、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以ȥ��8:22）的漫ɹ世Ŏ中，堕落之人类的希望都集中于那位救
星的降	，来ɖ放男女脱离罪�与死亡的桎梏。 {PK 681.1}

Ɋ种希望的第一道提示，是在向伊甸园内的蛇所宣布的判决之中、ȡş�当和夏娃的，那Û主当
着他�而}撒但Ǣ：“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
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
仇；女人的后裔
要"你的i，你要"他的脚跟。” 7世Ŏ3:15 {PK 681.2}

当那}有罪的夫p听到Ɋ些ǑÛ，他�就
希望所鼓舞； 因
他�在Ɋ段ƿ及3破撒但权@的ʣ
言中，

682

看出了脱离那因犯罪而造成之ȇ亡的得救�ƽ。他�虽然必ʝ因仇Ù的强权而受苦，因
他�已
落在他Ǡ惑的影响之下，并已自愿ɍ背耶和B的明令；但他�ɉ不致完全š望。上帝的儿子愿意用
祂自己的生命宝血
他�ȟ罪。有{容的Û期要ȡ与他�，在此期ʀ他�可以藉着信靠基督拯救的
大能，而再度成
上帝的儿女。 {PK 681.3}

撒但因
能成功地使人ȳ离ʜ从的道路，就成
“Ɋ世界的神。” 哥林多后�4:4 那一度属于�当
的主权，也ȳ移şɊ个ņ位者了。但上帝的儿子定意到世上来承受犯罪的刑Ÿ，如此不但救ȟ人
类，并且也收复所�失的主权了。从前弥迦ƿ到Ɋ种光复，曾Ǣ：“祢Ɋ羊群的高台、ɳ安城的山
哪，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与你。” 弥迦�4:8 使徒保ŷƿ到Ɋ事
“上帝之��
被ȟ。” 以弗所�1:14 作Ǐ的人在Ǣ“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Û，（Ǐ篇37:29）他心中所想到
的，也就是人类最后恢复原有的��Ɋ同一件事。 {PK 682.1}

Ɋ种等候上帝的儿子以救主和君王的身份降	的救ȟ希望，在人类心中始ř没有完全消Ď。从起
初就有一些人，他�的信心穿越当前的阴影而展望到将来的Ģw。�当、塞特、以Ǧ、Ġ土撒拉、
挪�、ɻ、�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683

!!主曾藉着Ɋ些人、和其他的先Ȇ、保留了祂旨意的珍ȓP示。上帝也如此将祂律法的要求，以
及那因祂ę子ȟ罪的ě牲而成全的救恩，!ş祂的ɐ民以色列，而藉着他�要将�ƽ的弥ȥ�!ş
全世界。 {PK 682.2}

以色列的指望乃包含在呼召�伯拉罕Û所作的�ƽ中，而且后来ɉ一再向他的后裔重提：“地上的
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7世Ŏ12:3 当上帝救ȟ人类的ư划向�伯拉罕ʈ明Û，那“公的日i”就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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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灵，而他的黑暗便消散了。最后，当救主�自与世人同行共ǑÛ，祂也向犹太人
Ɋ位先祖
藉着救ȟ主的降	而ƙ得拯救的光明希望作ƩǄ。基督宣称：“你�的祖宗�伯拉罕ññ喜喜的仰望
我的日子；既看Ʃ了，就快�。” Ō翰福音8:56 {PK 683.1}

Ɋ同一的洪福之望，也曾在垂死的先祖雅各
他儿子犹大所宣布的祝福中ʣ示了： {PK 683.2}

“犹大啊，你弟兄�必Ȧ美你；
你手必掐住仇Ù的ʦʛ；
你父�的儿子�必向你下拜。……
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ʀ，
直等ŗŷ（就是ȡ平安者）来到；
万民都必�ʜ。” 7世Ŏ49:8-10 {PK 683.3}

684

后来在�ƽ之地的Ʉ境上，又在巴,所Ǣ的ʣ言中再度ʣ言了世界救ȟ主的来	：“我看他却不在
ĢÛ，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ò坏¶乱之
子。” 民数ƹ24:17 {PK 684.1}

上帝曾藉着摩西，将祂差遣祂的儿子来作堕落人类之救ȟ主的旨意保持在以色列面前。在摩西去
世之前不久，有一次他曾宣称：“耶和B你的上帝要从你�弟兄中ʀ，ş你兴起一位先知象我；你�
要听从他。”关于那未来弥ȥ�的工作，摩西曾因以色列的ű故而得蒙清楚的指示。耶和B}祂的仆
人Ǣ：“我必在他�弟兄中ʀ，ş他�兴起一位先知象你，我要将当Ǣ的Ǒ!ş他；他要将一切所吩
咐的，都!ş他�。” 申命ƹ18:15, 18 {PK 684.2}

在先祖Û代，那与神圣崇拜有关的祭牲ś常提醒人仰望救主的来	；自始至ř，以色列I史上圣
所崇事的全部礼Ɛ都是如此。起先在圣幕、以及后来在取代圣幕的圣殿种种礼�中，民�每日藉着
各ʛʣ表与象征而受教，学�那有关基督将以救ȟ主、祭司、和君王的身份降	的 大真理；

685

并且他�的心思也一年一度被引ʤ，而ſ想到基督与撒但的大斗争中的最后事件，就是宇宙ʀ一
切罪�与罪人的清除。摩西�文律法中的祭祀和祭物，一直是ʣ指一种更美的!!就是天上的崇事。
地上的圣幕乃是“作Ģ今的一个表ë，”在此奉献礼物和祭牲；它的两�圣所中都是“照着天上ë式作
的物件；”因
我�的大祭司基督，Ģ今乃是“在圣所，就是真�幕里作±事，Ɋ�幕是主所支的，不
是人所支的。” 希伯来�9:9, 23; 8:2 {PK 684.3}

自从主在伊甸园中向蛇宣称：“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
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

仇”之日以来，撒但就知道他决不能在世人身上操持š}的控制权。当�当和他的儿子�开始奉献上
帝所指定、作
那要来的救ȟ主之ʣ表的�文祭牲Û，撒但就在Ɋ些祭牲上看出了天地之ʀ交通的
象征。在此后ƽ多漫ɹ的世Ŏ中，撒但就不住地努力要截断Ɋ种交通。他不息不倦地ǂ法Ǟ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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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并曲解那些ʣ指救主的礼Ɛ；ŝ果他在š大多数人类的身上ƙ得了成功。 {PK 685.1}

上帝渴望教ƶ人�知道：那使他�与祂和好的“恩ȡ”乃是出于祂自己的ę，但同Û人类的首Ù却
ǂ法将上帝Ǣ成是喜悦他�Ď亡的。如此，那些上天所命定
彰Ý神圣之ę的祭牲和�式，

686

便被曲解
罪人�着礼物和功德，妄]藉以平息那位被触犯之上帝的忿怒的方法。同Û，撒但也
ǂ法激L并加强世人的邪情私欲，藉使无数的人得因屡次犯罪而不断受Ǡ，Ɍ离上帝，而毫无指望
地被罪�的枷ɭ牢牢困住。 {PK 685.2}

当上帝著写的圣言藉着希伯来�先知ȡ下Û，撒但便殷勤地研究那些有关弥ȥ�的信息。他仔ŗ
ç考那些清楚无ƾ地Ǣ明基督在人ʀ作受苦的ě牲、和得ƅ的君王之任=的Ǒǜ。他在旧Ō圣ś的
皮卷中，ǧ到那一位要“象羊羔被Ě到宰á之地”的主行将ÝĢ，“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
世人枯槁。” 以ȥ��53:7; 52:14 那�ƽ的人类的救主虽然要“被藐Ƭ，被人K弃；多受痛苦，常ś
�患；……被上帝3打苦待；”但祂仍要施展祂的大能“
民中的困苦人伸冤。”祂要“拯救ĺ乏之Ⱦ，
J碎那欺J人的。” 以ȥ��53:3, 4;Ǐ篇72:4 Ɋ些ʣ言固然使撒但恐惧®兢；但他仍不肯放弃他的
]ǰ，就是要尽可能地破坏耶和B
救ȟ�亡人类而定的慈怜ư划。他决意尽量弄瞎世人的心眼，
使之看不出Ɋ些有关弥ȥ�的ʣ言真，

687

以便ʣh道路，好在基督降世Û加以拒š。 {PK 686.1}

在接近洪水之前的几个世Ŏ中，撒但使全世界充Ċ背叛上帝之ʯ的努力，已śƙ得成功。甚至洪
水Ď世的教ƶ也不
人ɹ久ƹ念。撒但用狡猾的暗示，再度引Ǡ世人ć次步入肆无忌惮地背叛。Ɋ
Û他似乎又要得ƅ了；但上帝
堕落之人类所定的旨意，决不会就此放弃。那有关耶和B慈ęư划
的知Ǉ，要藉着属于ɻ的世系，大有信心的�伯拉罕的子v，而
未来世代之福利保存下来。Û常
有上帝所指派的真理信使兴起，U起人注意献祭礼�的意，并且特别注意耶和B}Ɋ一切献祭制
度�式所ʣ指之主降	而作的�ƽ。如此，Ɋ个世界就得以免于普遍背道了。 {PK 687.1}

神的旨意乃是冒着最ʞ强的反}而wĢ的。真理与公的仇Ù千方百ư地、力]使�伯拉罕的子
v忘ƹ他�崇高而圣洁的呼召，ȳ而敬拜假神。他的努力几乎成功了。在基督第一次降	之前的几
个世Ŏ中，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撒但正在将凶�的阴影投射在世人的道路上，以阻Ä他
�不能ƙ得有关上帝和来世的知Ǉ。

688

多数的人都坐在死亡的阴影中。他�唯一的希望乃是使阴霾消散，以便上帝得以ÝĢ。 {PK 687.2}

上帝的受膏者大G、曾以先知的眼光ʣƩ到基督的降	“必象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 撒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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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ƹ下23:4 何西阿也作ƩǄǢ：“他出Ģ确如晨光。”何西阿�6:3 晨光恬静而和煦地照射大地，ˁ散
黑暗的阴影，U醒大地ȩ于活>。那“公的日i”也必如此出Ģ，“其光Ŕ有医治之能。” Ġ拉基�
4:2 “住在死Ɩ之地”的群�将要看Ʃ“大光”了。以ȥ��9:2 {PK 688.1}

先知以ȥ�喜出望外地展望到Ɋ荣耀的拯救，而ȦN道： {PK 688.2}

“因有一t孩
我�而生，
有一子ȡş我�；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i上；
他名称
：
奇妙、策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ĺ；
他必在大G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使国a定Ĺ固，从今直到永Ɍ。
万/之耶和B的ė心必成就Ɋ事。” 以ȥ��9:6; 7 {PK 688.3}

在基督第一次降世之前，以色列的I史末后几个世Ŏ中，

689

以下的ʣ言乃是一般人所公Ʋ
ʣ指弥ȥ�降	的：“祢作我的仆人，使雅各�支派复兴，使以色
列中得保全的�回，尚
小事；我ɉ要使祢作外邦人的光，叫祢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先知也
曾ʣ言Ǣ：“耶和B的荣耀必然ÝĢ，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Ʃ。” 以ȥ��49:6; 40:5 后来施洗Ō翰宣
称：“我就是那在Ü野有人声喊着Ǣ，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ȥ�所Ǣ的；”（Ō翰福音1:23）他
也是
Ɋ“人的光”勇敢地作ƩǄ。 {PK 688.4}

以下Ɋ个ʣ言性的�ƽ，乃是ȡ与基督的：“救ȟ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B，}那被人所藐Ƭ、本国
所憎�、官ɹ所虐待的如此Ǣ：……我要保º祢，使祢作�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
地
�；}那被捆Ŝ的人Ǣ：出来吧；}那黑暗的人Ǣ：Ý露吧。他�……不ʲ不渴，炎ė和烈日
必不"害他�；因
怜恤他�的必引�他�，ʤ他�到水泉旁Ʉ。” 以ȥ��49:7-10 {PK 689.1}

犹太国中的aȁ分子，也就是那藉以保存有关上帝之知Ǉ的圣洁世系的后裔，常因思想Ɋ些以及
类似的章Ɛ来加强自己的信心。他�本着极其快�的心情ǧ到主将如何膏一位圣者来“!好信息şǼ
卑的人，”“医好"心的人，»告被Ì的得ɖ放；”

690

并»告“耶和B的恩年。” 以ȥ��61:1, 2 但当他�想到祂
成全神的旨意而必ʝ忍受的苦ʔÛ，
他�的心中便充Ċ了�"。他��着极其Ǽ卑的心灵来ç考ʣ言�卷中的Ǒ： {PK 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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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的有Ǫ信呢？
耶和B的膀臂向ǪÝ露呢？ {PK 690.1}

“他在耶和B面前生ɹ如嫩芽，
象根出于干地。
他无佳形美容；
我�看Ʃ他的Û候，
也无美貌使我�羡慕他。 {PK 690.2}

“他被藐Ƭ，被人K弃；
多受痛苦，常ś�患；
他被藐Ƭ，好象被人掩面不看的一ë；
我�也不尊重他。 {PK 690.3}

“他ǐ然担当我�的�患，
背Ȃ我�的痛苦；
我�却以
他受ȅŸ，
被上帝3打苦待了。 {PK 690.4}

“哪知他
我�的ɇ犯受害，

我�的罪孽J"；
因他受的刑Ÿ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我�得医治。
“我�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B使我��人的罪孽
都�在他身上。 {PK 690.5}

“他被欺J，
在受苦的Û候却不开口；
他象羊羔被Ě到宰á之地，
又象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
他也是Ɋë不开口。

691

“因受欺J和y判他被j去；
至于他同世的人，
Ǫ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ɇ呢？ {PK 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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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然未行强暴，
口中也没有Ǔǈ，
人ɉ使他与�人同埋，
Ǫ知死的Û候与Ȅ主同葬。” 以ȥ��53:1-9 {PK 691.1}

关于那位受苦的救主，耶和B�自藉着撒迦利�Ǣ：“刀9哪，�当兴起，攻3我的牧人和我的同
伴。” 撒迦利�13:7 基督将要作罪人的替身和中保，在神的公之下受苦受ʔ。祂要了解公的含
。祂要知道没有中保的罪人站在上帝面前的意味如何。 {PK 691.2}

救ȟ主也曾藉着Ǐ人ʣ言到自己Ǣ： {PK 691.3}

“辱ˈ"破了我的心；
我又Ċ了�愁。
我指望有人体恤，
却没有一个；
我指望有人安慰，
却找不着一个。
他�拿苦胆ş我当食物；
我渴了，他�拿醋ş我喝。” Ǐ篇69:20, 21 {PK 691.4}

祂ƿ到自己所要受到的待遇，ʣ言Ǣ：“犬类[着我；�党ġŞ我；他�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
的骨i，我都能数ɇ；他�瞪着眼看我。他�分我的外衣，
我的里衣拈ʆ。” Ǐ篇22:16-18 {PK

691.5}

692

Ɋ些有关�ƽ之主所受苦楚与惨死的描述固然甚
可悲，却含有丰富的�ƽ；因
耶和Bƿ到那
位祂所“定意将他J"，使他受痛苦，”以便祂成
“ȟ罪祭”的主Ǣ： {PK 692.1}

“他必看Ʃ后裔，并且延ɹ年日，
耶和B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必看Ʃ自己?苦的功效，便心Ċ意足。 {PK 692.2}

“有ƽ多人因ƲǇ我的仆得称
；
并且他要担当他�的罪孽。
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大的同分，
与强盛的均分Ì物；
因
他将命*倒，以致于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又
罪犯代求。” 以ȥ��53:10-12 {PK 692.3}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274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基督之所以付出救ȟ的代价，乃是因
祂怜ę罪人。“他Ʃ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
Ǚ异；”由
于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取ȟ人类脱离仇Ù的权@；所以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扶持自
己。” 以ȥ��59:16 {PK 692.4}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
所¾ɐ，心里所喜悦的；
我已将我的灵ȡş他；
他必将公理!ş外邦。” 以ȥ��42:1 {PK 692.5}

祂的生活中没有Îâ一点独断的成分。世人}于地位、Ȅ富、和才干的崇拜，都与上帝的儿子毫
不相干，世人所用来Ȩ得忠ʜ或博取崇拜的手段，弥ȥ�概不使用。

693

祂那种完全舍己的精神，已在以下Ɋ段Ǒ中ʣ示了： {PK 692.6}

“他不喧嚷，
不µ声，
也不使街上听Ʃ他的声音。
J"的芦ƒ，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Ď。” 以ȥ��42:2, 3 {PK 693.1}

救主在人ʀ的行事
人，与当日的教��有着˕明的}照。祂的生活中从来看不到一点喧ʃ的争
ƿ、夸耀的崇拜、或博取称Ȧ的行
。弥ȥ�乃要藏在上帝里面，而上帝也要在祂儿子的品德上彰
Ý出来。人类若缺少}上帝的ƲǇ，就必永Ɍø亡。世上的男女若无神的帮助，就必愈沉愈深。生
命与能力必ʝ由那位7造世界的主所Ȟ予。除此以外，人类的需要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Ċ足。 {PK

693.2}

更有ʣ言ƿ到弥ȥ�Ǣ：“他不灰心、也不�胆，直到祂在地上ǂ立公理；海�都等候祂的ƶǡ。
”上帝的儿子将要“使律法
大、
尊。” 以ȥ��42:4, 21 祂决不会减ȸ律法的重要性及其Ō束的要
求；祂反要将之高�。同Û，祂也要从神圣的律例上除去世人所加的令人ʔ堪的苛刻条文，因
ƽ
多人已因此而在努力向上帝作可蒙悦ő的侍奉上灰心了。 {PK 693.3}

耶和Bƿ到救主的使命有Ɋë的ǑǢ：“我耶和B凭公召祢，必Î扶祢的手，保守祢，使祢作�
民的中保，

694

作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ʤ被囚的出牢ğ，ʤ坐黑暗的出Ĭ牢。我是耶和B；Ɋ是我的名；
我必不将我的荣耀�ş假神，也不将我的称Ȧ�ş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ś成就，Ģ在我
将新事Ǣ明；Ɋ事未L以先，我就Ǣş你�听。”以ȥ��42:6-9 {PK 6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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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

以色列的上帝将要藉着那�ƽ的“后裔”使救恩	到ɳ安。“从耶西的本必L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
必ŝ果w。”“必有童女�孕生子，ş他起名叫以ʾ内利，到他Þ得弃�Â善的Û候，他必吃奶油与蜂
蜜。” 以ȥ��11:1; 7:14, 15 {PK 695.1}

“耶和B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ƀ明的灵，ǰ略和能力的灵，知Ǉ和敬畏耶和B的
灵，他必以敬畏耶和B
�；行y判不凭眼Ʃ，断是非也不凭耳ʅ；却要以公y判Ȍĺ人，以正
直判断世上的Ǽ卑人。以口中的杖3打世界，以嘴里的气á戮�人。公必当他的腰�，信w必当
他肋下的�子。”“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以
ȥ��11:2-5, 10 {PK 695.2}

“看哪，那名称
大G苗裔的，……他要建造耶和B的殿；并担Ȃ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
位上作祭司。” 撒迦利�6:12, 13 {PK 695.3}

有一个泉源要敞开，“洗除罪�与õķ；”（撒迦利�13:1）世人将要听到以下蒙福的邀Ǥ： {PK

695.4}

696

“你�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
没有ɨɠ的也可以来；
你�都来，�了吃；
不用ɨɠ，不用价)，
也来�酒和奶。 {PK 696.1}

“你�
何花ɠ�那不足
食物的？
用?碌得来的�那不使人ʷ足的呢？
你�要留意听我的Ǒ，就能吃那美物，
得享肥甘、心中喜�。 {PK 696.2}

“你�当就近我来；
%耳而听，就必得活；
我必与你�立永Ō，
就是�ƽ大G那可靠的恩典。” 以ȥ��55:1-3 {PK 696.3}

有�ƽȡş以色列Ǣ：“我已立他作万民的ƩǄ，
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ƲǇ的国民，你也
必召来；素不ƲǇ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B你的上帝以色列的圣者； 因
他已ś荣耀
你。” 以ȥ��55:4, 5 {PK 696.4}

“我使我的公	近，必不Ɍ离；我的救恩必不ɏ延；我要
以色列我的荣耀，在ɳ安施行救恩。
” 以ȥ��46:13 {PK 6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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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ȥ�在世上的服=中，将要藉着言行而向人类彰Ý天父上帝的荣耀。祂生活中的每一ʛ�>、
所Ǣ的每一句Ǒǜ、和所行的每一件神迹，都要向堕落的人类Ý明上帝无ĺ的慈ę。 {PK 696.6}

“»好信息şɳ安的啊，
你要登高山；
»好信息ş耶路撒冷的啊，
你要极力µ声；
µ声不要惧怕；
}犹大的城邑Ǣ：看哪，你�的上帝！

697

“主耶和B必象大能者	到，
他的膀臂必
他掌权。
他的Ƞȡ在他那里；
他的»�在他面前。
他必象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
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中，
慢慢引�那乳养小羊的。” 以ȥ��40:9-11
“那Û，Ž子必听ƩɊ�上的Ǒ，
瞎子的眼必从迷朦黑暗中得以看Ʃ。
Ǽ卑人必因耶和B增添ñ喜，
人ʀȌĺ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
“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
L怨言的必受ƶǡ。” 以ȥ��29:18, 19, 24 {PK 696.7}

上帝如此藉着先祖与先知、又藉着表号和象征，向世人Ǣ明了有关救人脱离罪�之主的来	，圣
灵所默示的一Ɏ串ʣ言，都指向那位
“万国所羡慕的”主的降	。哈Ǘ�2:7 甚至Ɏ祂ǒ生的地点和
祂ÝĢ的Û期，也都ǘŗǢ明了。 {PK 697.1}

那位大G的子v必定出生在大G的城里。先知Ǣ：“在以色列中……作掌权的，”将从伯利恒出
来；“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弥迦�5:2 {PK 697.2}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
你在犹大ǥ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
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以色列民。” ʾ太福音2:6 {PK 697.3}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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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第一次降	的Û期，以及有关祂一生工作的主要事件，都曾由天使加百列向但以理Ǣ明了。
天使Ǣ：“
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ś定了七十个七，要止住罪ɇ，除1罪�，ȟ尽罪孽，引ɋ
永，封住异象和ʣ言，并膏至圣者。” 但以理�9:24 ʣ言中的一日是ʙ一年。Ʃ民数ƹ14:34;以西
ŝ�4:6 所以那七十个七，或四百九十天，就是代表四百九十年。Ɋ段Û期的起点已śǢ明：“你当
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Û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
七，”（但以理�9:25）也就是六十九个七，或四百八十三年。恢复并建造耶路撒冷的命令，

699

是由�Ɇ薛西……朗杰Ŵő斯的Ƕ旨而成全的，（Ʃ以斯拉ƹ6:14; 7:1; 9）于公元前四五七年秋
季生效。从Ɋ个Û期起、数算四百八十三年，就到Ɇ公元二十七年秋季。根据以上的ʣ言，Ɋ段Û
期要伸展到那位“受膏君”弥ȥ�的Û候。在公元二十七年，耶ĸ果然在祂受浸Û受了圣灵的膏，此后
不久便开始祂的!道工作。那Û就有信息宣µǢ：“日期Ċ了。” ʾ可福音1:15 {PK 698.1}

当Û天使又Ǣ：“一七（七年）之内，他必与ƽ多人a定盟Ō。”因
在救主开始!道工作后的七
年之内，福音要特别向犹太人宣!；三年半由基督�自!ƺ，以后的三年半5由使徒!µ。“一七之
半，祂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 但以理�9:27 公元三十一年春，那作
真祭牲的基督被献于髑˒
地。当Û圣殿的幔子裂
两半，表明献祭礼Ɛ的神圣和意就此消失了。地上的祭祀与供献止息的
Û候已ś到了。 {PK 699.1}

那“一七”!!七年!!是在公元三十四年ŝ束的。那Û犹太人因将司提反用石i砍死，就最后确Ǆ了
他�拒š福音的决心；那些因受逼迫而分散的信徒便“往各g去!道；”（使徒行!8:4）再ɇ不久，
就有逼迫信徒的´ŷ悔改，而成了外邦人的使徒保ŷ。 {PK 699.2}

以上ƽ多有关救主降	的ʣ言，�使希伯来人抱持ś常期盼的�度而生活。

700

ƽ多人存着信心死去，并没有得着所�ƽ的。但他�“从Ɍg望Ʃ，”就相信了，并且承Ʋ自己在
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从以Ǧ的日子起，藉着�先祖与先知所重复ƺ述的�ƽ，便保存了Ɋ一得
Ʃ祂ÝĢ的希望。 {PK 699.3}

上帝起初并未P示基督第一次降	的准确Û期；甚至就在但以理的ʣ言Ý明Ɋ一点Û，也不是人
人都能正确地解ɖɊ一信息。 {PK 700.1}

一个世Ŏ接着一个世Ŏɇ去了；最后�先知的声音止息了。J迫者的魔掌重重地加于以色列人身
上。犹太人在Ɍ离上帝Û，信心就ȩ于黯淡，希望也几乎不能再照亮前途了。ƽ多人不了解�先知
所ƺ的Ǒ；而那些原�保持a强信心的人都准h要感NǢ：“日子ɏ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以
西ŝ�12:22）但在天上的Ʒ会中，基督降	的Û期却�已决定了； “及至Û候Ċ足，上帝就差遣他
的儿子……要把律法以下的人ȟ出来，叫我�得着儿子的名分。” 加拉太�4:4; 5 {PK 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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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ʝ用人类的言ǜ将教ƶȡ与人类。那位“立Ō的使者”必ʝǢǑ。祂的声音必ʝ在祂自己的殿中
被人听ʅ。祂身
真理的7始者，必ʝ将真理从人的言ƿ的糠秕中分别出来；因
人的言ƿ�已使
真理失效了。上帝政权的原5和救ȟ的ư划，必ʝ清楚地予以ʈ明。旧Ō中的教ƶ，必ʝ完全地Ó
在世人面前。 {PK 700.3}

701

及至救主ř于“成
人的ë式”ÝĢ、并开始祂恩慈的!道工作Û，撒但只能"害祂的脚跟，而基
督藉每一ʛ屈辱或受苦的行
，却在"害祂仇Ù的i。罪�所造成的痛苦，虽已*注在那无罪者的
心中；然而当基督忍受“罪人的ʙ撞”Û，祂却正是在
罪人+付罪(，并折断那捆Ŝ人类的枷ɭ。祂
所忍受的每一道:痛、每一次侮辱，都是
要作成拯救人类的大工。 {PK 701.1}

撒但若能;Ǡ基督屈从一次ǎ探，他若能引Ǡ祂在一言一行、甚或在一个思想上玷õ祂完美的ŏ
洁，Ɋ黑暗之君就能制ƅ人类的中保，并将全人类都Ì�他自己了。然而撒但虽能Ð¶，但他却无
法使之蒙受不洁。他虽能造成痛苦，但却不能玷õ。他使基督的一生成
一_ɹ期的争斗与ǎĐ；
然而他的每一次打3，却使自己在人类身上失去一分控制之力。 {PK 701.2}

在ǎ探的Ü野中、在客西ʾ尼园里、在十字架上，我�的救主gg与黑暗之君短兵相接。祂所受
的7"，成了他
人类作®ƅ利的Ŏ念。当基督g于被挂在十字架上的:痛之中，当邪灵雀Ȫ、�
人嘲笑Û，祂的脚跟确是被撒但"害了。但Ɋ同一事件也正好"了蛇的i。祂藉着死，已“ȇ坏那掌
死权的，就是魔鬼。” 希伯来�2:14 Ɋ一个行>决定了那叛逆之魁首的命Ɉ，并使救恩的ư划永保
a定。

702

祂在死亡Û，®ƅ了死亡的权@；祂在复活Û，就
一切跟从祂的信徒打开了坟墓的門。在那最
后的斗争中，我�可以看到以下Ɋ一ʣ言的�ˌ：“女人的后裔要"你的i，你要"他的脚跟。” 7
世Ŏ3:15 {PK 701.3}

“�ę的弟兄啊，我�Ģ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ɉ未Ý明；但我�知道主若ÝĢ，我�必要
像他；因
必得Ʃ他的真体。” Ō翰一�3:2 我�的救ȟ主已ś打开了門路，因此那最邪�、最困
苦、最受J迫、与最被ȸƬ的人，都可以到父面前来。 {PK 702.1}

“耶和B啊，祢是我的上帝；
我要尊崇祢，
我要称Ȧ祢的名；
因
祢以忠信ǐw行ɇ奇妙的事，
成就祢古Û所定的。” 以ȥ��25:1 {PK 702.2}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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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章“以色列家”

今日上帝在地上的教会在将永Ɍ福音的真理!ş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事上，正是�ˌ了古
Û的ʣ言：“以色列要L芽、开花，他�的果w必充Ċ世界。” 以ȥ��27:6 耶ĸ的信徒在与天上的
智者合作之下，正在迅速地占ʤ地上的荒�之g；而他�工作的果效，便是培养了无数宝ȓ生灵的
丰富收成。今日藉着献身的教会}于《圣ś》真理所ɋ行空前的!布，正在使人类得到ƽ多世Ŏ前
ȡş�伯拉罕和全以色列!!ȡş上帝在地上I代的真教会!!的�ƽ中所ʣ示的福惠： “我必ȡ福ş
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7世Ŏ12:2 {PK 703.1}

Ɋʛȡ福的�ƽ，原�在以色列人从被Ì之地�回后的几百年中大致wĢ。

704

上帝的ư划原要全地都ʣh好迎接基督的第一次降	，正如今日在
祂的第二次降	ʣh道路一
ë。在那些可耻的流亡�月ŝ束之后，上帝曾慈怜地藉着撒迦利�，将以下的保Ǆȡş祂的子民以
色列Ǣ：“我Ģ在回到ɳ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
ǐw的城；万/之耶和B的山必称

圣山。”祂又ƿ到祂的子民Ǣ：“我要作他�的上帝，都凭ǐw和公。” 撒迦利�8:3, 7, 8 {PK 703.2}

Ɋ些�ƽ是以ʜ从
条件的。以色列人决不可再犯他�在被Ì之前所犯的罪。主;勉那些参加重
建工作的人Ǣ：“要按至理判断，各人以慈ę怜£弟兄。不可欺J寡p、孤儿、寄居的、和Ȍĺ人；
Ǫ都不可心里ǰ害弟兄。”“各人与ɔ舍ǢǑǐw；在城門口按至理判断，使人和睦。” 撒迦利�7:9,
10; 8:16 {PK 704.1}

那�ƽş予凡w行Ɋ些公的原5之人的属世和属灵的Ƞȡ，都是丰富无比的。主Ǣ：“他�必平
安撒种；葡萄ê必ŝ果子，地土必有出�，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Ɋ余剩的民享受Ɋ一切的福。犹
大家和以色列家啊，你�从前在列国中怎ë成
可咒ǆ的；照ë，我要拯救你�，使人称你�
有
福的。” 撒迦利�8:12, 13 {PK 704.2}

705

以色列人由于被Ì到巴比#的śˌ，就切w地改正了敬拜雕刻之偶像的�©。在他�回国之后，
他�就很注意宗教上的ƶ示，并且注重研究律法和先知�中所ȹ有关敬拜真神的Ǒ。圣殿恢复之
后，他�就能完全地奉行圣所的�Ɛ。在所ŷ巴伯、以斯拉、和尼希米的ʤ�之下，他�屡次立Ō
要遵守耶和B的一切ǚ命和律例。那随之而来的兴盛Û期，充分Ǆ明上帝�于悦ő并ʸ恕；可惜他
�的眼光ɇ于浅近，因此一次又一次地ȳ离他�光明的前途，并将那原可使无数群�得着医治与属
灵生命的恩典，自私地据
己有了。 {PK 705.1}

Ɋ种不能wĢ神圣旨意的情形，在Ġ拉基的日子十分明Ý。主的信使正辞�地、指摘那些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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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失属世幸福和属灵能力的罪�。先知在斥ȅ罪人的Û候，不ɽ是祭司或平民都一Ƭ同仁。“耶
和B借Ġ拉基!ş以色列的默示”乃是：不可忘ƹɇ去的教ƶ，=要ǽ守耶和B与以色列家所立的
Ō。惟有痛心悔改，上帝的福惠才能wĢ。先知�;Ǣ：“我;你��求上帝，他好施恩与我�。”
Ġ拉基�1:1, 9 {PK 705.2}

无ƿ如何，上帝所定救ȟ人类的永久ư划，决不致因以色列ßÛ的失ȇ而被破坏。

706

先知当年所;�的人，也ƽ不听从所!的信息；但耶和B的旨意仍然Ĺ步前ɋ、直底于成。主曾
藉着祂的信使Ǣ：“万/之耶和BǢ：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g，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
大；在各g，
人必奉我的名Ė香、献洁1的供物；因
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
大。” Ġ拉基�1:11 {PK 705.3}

上帝与利未子v所立“生命和平安”的Ō，!!如果遵守ɊŌ，就必得着无限的福惠，!!ɊÛ主愿与
那些一度曾
属灵的ʤ袖、后来却因犯罪而“被�人藐Ƭ，看
下ȑ”的人重新Ʊ立。Ġ拉基�2:5, 9
{PK 706.1}

作�的人也受到�正的警告，得知那将要来	的y判大日，以及耶和B要以迅速的òĎ降于一切
罪人的旨意。然而任何人都不至被撇下而陷于š望；Ġ拉基所ƺ有关y判的ʣ言，也附�着有召U
一切怙�不悛之人与上帝和好的邀Ǥ。主;�Ǣ：“你�要ȳ向我；我就ȳ向你�。” Ġ拉基�3:7
{PK 706.2}

看起来似乎每一个人都必ʝ响�Ɋ种邀Ǥ。天上的上帝正在�;祂行ɲ的儿女ȳ回�向祂，以便
他�可再度与祂合作，去推ɋ祂在地上的圣工。主伸出了祂的圣手，要握住以色列民的手，

707

帮助他�行走克己ě牲的窄路，并与他祂同享后嗣的名分，同作上帝的儿子。他�肯听;么？他
�能看出自己唯一的希望么？ {PK 706.3}

可惜ƹ�是何等的悲惨，以色列人在Ġ拉基Û代竟ɏɏ不肯以敏捷而敬ę的ʜ服、与忠ǐ的合作
来折服他�ˉ傲的心意！他�所作的答复：“我�如何才是ȳ向呢？”Ý明了那自以
的心理。 {PK

707.1}

主向祂子民Ý明他�的一种特别罪�。祂ɽ道：“人�可j取上帝之物呢？你�竟j取我的供物。
”Ɋ些ɍ命的人ɉ不自ƭ有罪，却反ɽǢ：“我�在何事上j取祢的供物呢？” {PK 707.2}

主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就是你�在当ő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通国的人都j取
我的供物，咒ǆ就	到你�身上。万/之耶和BǢ：你�要将当ő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使
我家有粮，以此ǎǎ我，是否
你�敞开天上的窗¯，*福与你�，甚至无g可容。万/之耶和B
Ǣ：我必
你�斥ȅ蝗虫，不容它ò坏你�的土�；你�田ʀ的葡萄ê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
万/之耶和BǢ：万国必称你�
有福的，因你�的地必成
喜�之地。” Ġ拉基�3:7-12 {PK 707.3}

上帝ȡ福ş人手所作的工，使他�可以将祂的一份�ɉş祂。祂ȡş他�阳光和雨水；祂使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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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盛；祂ȡ予健康和得ȚȄ的力量。每一种福惠都从祂{厚的手而来，而祂也期望世人献ő十分之
一和各ʛ捐款，!!感恩捐、�意捐、ȟ愆捐，

708

而将所得的Ȅ物奉ɉ一部分ş祂，藉以表示他�的感恩之忱。他��将自己的ɠȄ用在祂的圣工
上，使祂的葡萄园不至于ɹ久荒�。他��当研究：如果主g于他�的地位，就会怎ë行。他��
将一切困ʔ的事在祈祷中交与祂。他��在建立祂在世界各地的圣工方面Ý示无私的关�。 {PK 707.4}

以色列人因旧ŌÛ代最后一位先知Ġ拉基所!的那种信息，又因异邦Ù人的J迫，ř于明白了Ɋ
ʛ教ƶ：就是真正的兴盛乃在于ʜ从上帝的律法。但就ƽ多人而言，ʜ从并非信心与ę心的流露。
他�的>机都是自私的。所作的外表上的侍奉，乃
求取国家富强的手段。Ɋ班ɐ民并没有成
世
上的光，却ɼ关自守，不与外界接触，而以此
避免受Ǡ去敬拜偶像的屏障。上帝所加的各种禁
制，例如不准祂的子民与异邦人通婚、禁止以色列参加四[列国拜偶像的行
等，竟被曲解
要在
以色列人与其他民族之ʀ筑起一道隔f，以至使别人得不到上帝委派与以色列!ş世人的福惠。 {PK

708.1}

同Û，犹太人也因自己的罪而与上帝隔š了。他�不能辨察他�那ʣ表性之崇事中深奥的属灵意
。他��着自以
的心理依恃自己的行
，依恃祭物和条例的本身，而不倚靠一切事物所ʣ表
之主的功?。

709

他�既然是Ɋë“想要立自己的，”（ŷʾ�10:3）就将自己建立在自Ċ的形式主中了。他�
既缺乏上帝的圣灵与恩惠，就企]用�格遵守宗教的礼Ɛ和�式来弥ƦɊ个缺欠。他�不以上帝�
自命定的�式
足，竟加上他�所L明的无数苛刻条文来阻碍神的命令。他�离上帝越Ɍ，5他�
}于Ɋ些形式的遵守就越�格。 {PK 708.2}

律法既加上Ɋ些ģŗ而繁重的ƫ条，人民Ņ直就不可能遵守它了。十条ǚ命所揭ð的 大公原
5，以及表号性崇事所象征的荣耀真理，都被掩蔽、被埋没在一大堆人的ɓ!和ƫ条之下了。那些
ǐ心盼望侍奉上帝，以及ǎ]遵守祭司和官ɹ所吩咐的全部律法的人，都被沉重的担子J得苦不堪
言。 {PK 709.1}

作
一个国家的以色列民，虽然极愿弥ȥ�降	，但他�在心灵与生活方面却已ɌɌ离开上帝，
以致}那�ƽ中的救ȟ主的品德或使命都无法具有正确的ƪ念。他�的心既不指望从罪中得蒙救
ȟ，也不渴慕圣洁的荣耀与平安，却只一味想得蒙解救而脱离他�国家的Ù人，并恢复属世的权
@。他�指望弥ȥ�来作一个征服者，来折断一切的枷ɭ，并使以色列掌权Ţ治列国。如此，撒但
就得以成功地准h了民�的心，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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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在救主出ĢÛ拒š祂。他�自己心中的ˉ傲、以及他�}于祂品德与使命所有的ɲǞƪ念，
都使他�不能ǐǐww地衡量祂作
弥ȥ�的各ʛ凭Ǆ。 {PK 709.2}

犹太人等候�ƽ中的救主来	，已I一千多年了。他�最光明的希望都寄于Ɋ件大事上。一千年
来，祂的名在Ǐ歌与ʣ言、在圣殿的礼Ɛ与家庭的祈祷中被尊
圣；然而到祂来	的Û候，他�竟
没有Ʋ出祂乃
他�所期待已久的弥ȥ�。“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Ō翰福音
1:11 }于他�ȋę世俗的心而言，那
上天所ę的却“象根出于干地。”在他�看来，“他无佳形美
容；”他�看Ʃ祂的Û候，祂也无美貌使他�羡慕他。以ȥ��53:2 {PK 710.1}

拿撒勒人耶ĸ住在犹太人中的全部生活，}于他�的自私乃是一种Ȁȅ，因此他�不愿承Ʋ他�
所受托看守的葡萄园之主人的合理要求。他�仇Ƭ祂那ǐw敬虔的榜ë；及至最后的ǎˌ，就是那
决定ʜ命以至永生、或ɍ命以至永死的ǎˌ来到Û，他�竟拒š了以色列的圣者，并要
祂的被ə
死在髑˒地的十字架上Ȃȅ。 {PK 710.2}

基督将近ŝ束祂在地上的!道工作Û，曾在葡萄园的比X中U起犹太教��注意上帝所ȡş以色
列的丰富福�，并藉此Ý明上帝}于他�ʜ命所有的要求。

711

祂将上帝荣耀的旨意清楚地ʐ明在他�面前，Ɋ原是他�可以藉ʜ从而wĢ的。祂更将未来的帷
幔揭开，Ý明全国是如何因不wĢ祂的旨意而�失祂的福惠、并自取Ď亡。 {PK 710.3}

基督Ǣ：“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圈上Ň笆，里面挖了一个J酒池，盖了一座楼，租ş
园¯，就往外国去了。” ʾ太福音21:33 {PK 711.1}

救主如此提到“万/之耶和B的葡萄园，”就是先知以ȥ�在数百年前所Ǣ的“以色列家。” 以ȥ�
�5:7 {PK 711.2}

基督ŤŧǢ：“收果子的Û候近了，”葡萄园的主人“就打L仆人，到园¯那里去收果子。园¯拿住
仆人，打了一个、á了一个、用石i打死一个。主人又打L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ɉ是照
ë待他�。后来打L他的儿子到他�那里去，意思Ǣ，他�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看Ʃ他儿
子，就彼此Ǣ：Ɋ是承受��的；来吧，我�á他，占他的��。他�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
á了。” {PK 711.3}

基督向祭司�描述他�šʙ的�行之后，便ɽ他�Ǣ： “园主来的Û候，要怎ëg治Ɋ些园¯
呢？”祭司�曾深感兴趣地聆听Ɋ个故事；他�并没有考Ơ到Ɋ个ʪ目与他�自己所有的关系，便与
民�同声回答Ǣ：“要下毒手除Ď那些�人，

712

将葡萄园另租ş那按着Û候交果子的园¯。” {PK 711.4}

他�竟在无意之中宣布了自己的厄Ɉ。耶ĸ就望着他�，而他�在祂的洞ɗ之下，深知祂已察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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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中的ʓ私。ɊÛ祂的神性以确切的能力在他�面前ɻ射出来。他�在那些园¯身上看到了自
己的真相，便不由自主地喊叫Ǣ：“Ɋ是万不可的！” {PK 712.1}

基督�Ɓ而感慨地ɽ道：“ś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i，已作了房角的i`石i；Ɋ是主所作的，
在我�眼中看
希奇。Ɋś你�没有念ɇ么？所以我告ǉ你�：上帝的国必从你�j去，ȡş那能
ŝ果子的百姓。Ǫ掉在Ɋ石i上，必要跌碎；Ɋ石i掉在Ǫ的身上，就要把Ǫı得稀ē。” ʾ太福音
21:34-44 {PK 712.2}

如果民�接受了基督，祂就必能扭ȳ犹太国的厄Ɉ。可惜嫉妒和忌恨使他�M成6愎不化。他�
决心不接受拿撒勒人耶ĸ
弥ȥ�。他�拒š了世上的光，所以此后他�的人生就被深夜一般的黑
暗所ł罩了。ʣ言中的厄Ɉř于	到犹太国。他�自己那种不受Ō束的đ烈情欲，ř于造成了他�
的Ď亡。他�在盲目的忿怒中自相残á。他�那种悖逆、ʞ强的ˉ傲，招惹了ŷʾ征服者的狂怒落
在他�身上。

713

耶路撒冷被ò，圣殿成
�墟，而其基址竟如田地被耕种。犹大的子民竟以最残酷的死亡方式被
消Ď了。成千上万的人被E到外邦之地
奴。 {PK 712.3}

上帝原来定意藉着ɐ民以色列
全世界所要成就的旨意，祂ř必藉着祂今日在地上的教会来完
成。祂已“将葡萄园另租ş……园¯，”

714

就是那忠心地、“按着Û候交果子的”祂守Ō的子民。主在Ɋ世界上�有一班以祂的事工
己任的
真代表。上帝的Ɋ些ƩǄ人乃列于属灵的以色列人中，所以耶和B向祂古代子民所ȡ立Ō的�ƽ，
都要wĢ在他�身上。 {PK 713.1}

上帝今日的教会，可以自由地推ɋ拯救�亡人类的神圣ư划。上帝子民的自由在ɇ去ƽ多世Ŏ曾
遭受限制。那Û!ƺŏ正的福音是被禁止的，凡敢ɍ犯Ɋ人
的法令之人要受到最�厉的¦Ÿ。因
此ŝ果是：主的道的大葡萄园中几乎没有人作工了。民�得不到上帝圣言中的亮光。Ǿƿ与迷信
的黑暗ʥ有将真宗教知Ǉ涂抹殆尽之@。在Ɋ段无情逼迫的ɹÛ期中，上帝在地上的教会ww在在
已被俘Ɵ，正如以色列人在放逐Û期被Ì到巴比#去一ë。 {PK 714.1}

但是感ǹ上帝，祂的教会如今不再受捆Ŝ了。属灵的以色列已ś恢复了上帝子民在脱离巴比#Û
所有的权利。在世上每一地区，男男女女都在响�写P示�的Ō翰所ʣ言的、必要在基督复	之前
宣µ的天来信息：“�当敬畏上帝，将荣耀�ş他；因他施行y判的Û候已ś到了。” P示�14:7 {PK

714.2}

715

邪�权@的全/再不能俘Ɵ教会；因
那“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大城*倒了，*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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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信息!ş属灵的以色列：“我的民哪，你�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灾
殃。” P示�14:8; 18:4 古Û被Ì的流亡者，怎ë听从“你�要从巴比#中逃奔”的信息，（耶利米�
51:6）而�回�ƽ之地，照ë，今日凡敬畏上帝的人也要听从脱离属灵巴比#的信息，不久他�要
在新天新地、就是天上的迦南中，作
神圣恩典的Ŏ念品。 {PK 715.1}

在Ġ拉基的Û代，怙�不悛之徒所提“公的上帝在哪里呢？”Ɋ个Ƴǝ的ɽʪ得到了�Ɓ的答
复：“主必忽然ɋ入他的殿，立Ō的使者……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Ǫ能当得起呢？他ÝĢ的Û候Ǫ
能立得住呢？因
他如Đ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碱。他必坐下如Đ1ɨ子的，必洁1利未人，
熬Đ他�象金ɨ一ë，他�就凭公献供物ş耶和B。那Û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B
悦ő，仿佛古Û之日、上古之年。” Ġ拉基�2:17; 3:1-4 {PK 715.2}

当那�ƽ的弥ȥ�将要ÝĢÛ，基督的先ɰ所!的信息是：税吏和罪人悔改吧；法利ȥ人和撒都
Ǘ人悔改吧；因
“天国近了！” ʾ太福音3:2 {PK 715.3}

716

今日上帝所指派的使者，本着以利�和施洗Ō翰的“心志能力，”正在U醒Ɋ个迫近y判的世界，
注意那恩典Û期行将ŝ束，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基督耶ĸÝĢÛ即将L生的各ʛ�Ɓ事件。再ɇ
不久，每一个人都要按自己的行
受y判。上帝y判的Û候到了，所以祂在地上教会中的每一分子
都Ȟ有�Ɓ的ȅ任，要!警告与那些正站在永ɌĎ亡之Ʉű上的人�，必ʝ向普天之下每一个愿意
聆听的人Ǣ明正在ɋ行的大争斗中所Ě涉的原5，就是那
人类命Ɉ所系的各ʛ原5。 {PK 716.1}

在此人类得蒙{容的最后Ûʀ中，当一个生灵的命Ɉ不久即将永Ɍ决定之ʎ，天地的主宰切望祂
的教会空前地m起采取行>。主耶ĸ以那些因明白宝ȓ的真理、而在基督里得到自由的人
祂的ɐ
民，他�Ⱥ比地上其他任何民族更蒙恩眷；所以祂要他�宣µ那召他�“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德。”那丰丰富富地ȡ予的福惠，乃是要!ş别人的。救恩的佳音必ʝ!Ɇ各国、各族、各方、各
民。 {PK 716.2}

古Û的�先知在异象之中，曾Ʃ到荣耀的主在祂复	之前的黑暗与不信的日子里，

717

将特别的亮光ȡş祂的教会。他以“公的日i”向祂的教会出Ģ，“其光Ŕ有医治之能。” Ġ拉基
�4:2 每一个真w的門徒要LÈ一种Ȟ予生命、勇敢、 助益、与真医治的感化力。 {PK 716.3}

基督将在Ɋ世界I史最黑暗的Û期中复	。挪�和ŷ得的日子，乃是Ɋ世界在人子降	前夕之情
形的写照。《圣ś》已ʣ言到Ɋ个Û期Ǣ：撒但要*其全力“行各ë出于不的Ǔǈ。” 帖撒ŷ尼迦
后�2:9, 10 他的作
已在迅速加:的黑暗，就是Ɋ末日的种种Ǿƿ、异端、和迷惑的事上清楚地暴
露出来了。撒但不�在Ǡ使世界受其俘Ɵ，而他那些欺ǈ的伎'也正感染到一般自称
属于我主耶
ĸ基督的教会了。Ɋ种大ƫ模的背道将一直L展到有如深夜的黑暗。}上帝的子民而言，Ɋ将是ǎ
Đ的黑夜、痛哭的黑夜、并
真理受逼迫的黑夜。但在那幽暗的黑夜必有上帝的亮光照射出来。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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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1}

祂“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 哥林多后�4:6 当“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Û候，“上帝的灵Ɉ
行在水面上。上帝Ǣ：要有光；就有了光。”7世Ŏ1:2, 3 照ë，在那属灵的幽暗黑夜中，上帝也要
L言Ǣ：“要有光。”祂}祂的子民Ǣ：“兴起L光；因
你的光已ś来到，耶和B的荣耀LĢ照耀
你。” 以ȥ��60:1 {PK 717.2}

718

《圣ś》Ǣ：“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B却要ÝĢ照耀你，他的荣耀要Ģ在你
身上。” 以ȥ��60:2 天父荣耀所L的光ȿ基督来到世ʀ作世上的光。他来向人表彰上帝，所以
《圣ś》ƿ到他Ǣ：他是受“圣灵和能力”的恩膏，并“周流四方行善事。” 使徒行!10:38 祂在拿撒勒
的会堂中Ǣ：“主的灵在我身上，因
他用膏膏我，叫我!福音şȌĺ的人；差遣我»告被Ì的得ɖ
放，瞎眼的得看Ʃ，叫那受J制的得自由，»告上帝悦ő人的禧年。” 路加福音4:18, 19 Ɋ也是祂差
遣祂門徒去作的工。祂Ǣ：“你�是世上的光；……你�的光也当Ɋë照在人前，叫他�看Ʃ你�的
好行
，便将荣耀�ş你�在天上的父。” ʾ太福音5:14, 16 {PK 718.1}

Ɋ也就是先知以ȥ�所形容的工作，他Ǣ：“不是要把你的ʺ分şʲʻ的人，将ʰ流的ĺ人接到你
家中？Ʃ赤身的，ş他衣服遮体；ʟ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么？Ɋë，你的光就必LĢ如早晨的
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L明。你的公必在你前面行；耶和B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 以ȥ��
58:7, 8 {PK 718.2}

上帝的荣耀就要Ɋë在属灵的黑夜里藉着祂的教会照耀出去。匡扶被J倒的人、并安慰凡"心的
人。 {PK 718.3}

719

在我�的周[都可听到世界苦海中的哀号。到g都是困乏和苦ʔ的生灵。我�的本分乃要帮助解
除并减ȸ人生的ƍʔ与痛若。惟有基督的ę才能Ċ足心灵的需要。基督若住在我�里面，我�的心
就必充Ċ神圣的怜£。那已被封ɼ之ǐ�的、基督化仁ę的泉源就必开放。 {PK 719.1}

有ƽ多人已ś断š了希望。=要使他�重Ʃ光明。ƽ多人已ś失去勇气。要向他�ƺǢ鼓舞的Ǒ
ǜ。要
他�祷告。ɉ有那些需要生命之粮的人。要向他�宣ǧ《圣ś》中的恩言。ƽ多人患了心
灵的疾病，是地上的Ɨ物所不能治，医�所不能医的。要
Ɋ些生灵祷告。ʤ他�到耶ĸ面前来。
要告ǉ他�在基列有乳香，在那里有“医生”。 {PK 719.2}

光乃是福惠，一种普世的福惠，它将它的宝藏*注ş一个忘恩Ȃ、õý不洁、堕落ȇ坏的世
界。公之日i的光ȿ也是如此。Ɋ整个大地虽然已被罪�、�"、和痛苦所包[，但必因ƲǇ上
帝的慈ę而得蒙光照。那来自天庭宝座的光ȿ，决不至因人的宗派、地位、或ʍō的不同而将其摒
弃于外。 {PK 719.3}

希望与恩典的信息要!到地极。凡愿意的，都可以伸手持住上帝的能力、而与祂和好，祂就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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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好。异邦人将不再被ł罩在午夜的黑暗之中。那幽暗必在公之日i的明光照射下消散无踪。 {PK

719.4}

720

基督已作了一切的准h，俾使祂的教会成
śɇM化的Z体，受“世界的光”所光照，并Ȟ有以ʾ
内利的荣耀。祂的旨意乃是要每一个基督徒能
光明而和平的属灵气氛所ġŞ。祂切望我�在生活
中彰Ý祂自己的喜�。 {PK 720.1}

“兴起L光；因
你的光已ś来到，耶和B的荣耀LĢ照耀你。” 以ȥ��60:1 基督将要在有能
力、有大荣耀中降	。祂要�着祂自己的荣耀和祂父的荣耀降	。圣天使将一路º送祂。当全世界
都ø陷于黑暗之中Û，�圣徒的居所却必有光。他�必要Ʃ到祂降	的第一Ŕ荣光。从祂的荣耀要
L出ŏ洁的光ȿ来，而救ȟ主基督要被一切侍奉祂的人所景仰。当�人ļ逃的Û候，基督的信徒却
要在祂的面前ñ喜快�。 {PK 720.2}

那Û，从人ʀ取ȟ的人必承受所�ƽȡş他�的��。上帝
以色列所定的旨意就Ɋë地字字�
ˌ了。凡上帝所定的旨意，世人无力将其打消。即使在罪�的活>之中，上帝的旨意依然Ĺ步地向
前L展，卒底于成。从前}于那自始至ř在分裂Ţ治I史中的以色列家是如此；今日}于属灵的以
色列也是如此。 {PK 720.3}

拔摩�上的先Ʃ从I代展望到以色列在新天新地中复兴的Û日，作ƩǄǢ： {PK 720.4}

“此后，我ƪ看，Ʃ有ƽ多的人，没有人能数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721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ê枝，大声喊着Ǣ：愿救恩�与坐在宝座上我�的上
帝，也�于羔羊。 {PK 720.5}

“�天使都站在宝座和�ɹ老并四活物的周[，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上帝，Ǣ：阿�；ʢ
Ȧ、荣耀、智慧、感ǹ、尊ȓ、权柄、大力、都�与我�的上帝，直到永永ɌɌ。阿�。” {PK 721.1}

“我听Ʃ好象群�的声音、�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Ǣ：哈利路�；因
主我�的上帝、全能者
作王了。我�要ñ喜快�，将荣耀�ş他。”“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
ɐ有忠心的。” P示�7:9-12; 19:6, 7; 17:14 {PK 721.2}

722

第六十章荣耀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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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教会在与罪�作ɹ久争斗的最黑暗日子中，曾蒙Ȟ予有关耶和B永恒旨意的各ʛP示。祂
的子民得蒙ƽ可，越ɇ当前的ǎĐ，而展望到将来的ƅ利，那Û®争�已ř止，ȟ民必将承受�ƽ
之地。上帝�手所描述的Ɋ些未来荣耀的Ɍ景，理�受祂今日的教会所珍Ƭ，因
那I代的斗争迅
将ŝ束，而�ƽ的福�不久也将充分wĢ。 {PK 722.1}

那由古代先知所!ş教会的安慰信息甚多。以ȥ�从上帝所ʤ受的使命乃是：“你�要安慰、安慰
我的百姓；”（以ȥ��40:1）Ɏ同Ɋ使命也有ƽ多奇妙的异象ȡ下，作
以后各世代信徒的希望与
喜�。各Û代上帝的儿女虽然被人藐Ƭ、逼迫、鄙弃，但他�却因祂可靠的�ƽ而得到鼓励。

723

他�凭着信心，展望到祂将来
祂教会wĢ以下�ƽ的Û期：“我却使你M
永Ɍ的荣B，成
累
代的喜�。” 以ȥ��60:15 {PK 722.2}

在®斗中的教会是�命ʝś常遭受ǎĐ和苦ʔ的；因
若不从事ƍ苦的争斗，教会就不能ƙƅ。
“以ƍʔş你当ʺ，以困苦ş你当水，”（以ȥ��30:20）Ɋ是每一个人的分；但凡是信靠全能之主
来拯救的人，决不会被全然J倒。“雅各啊，7造你的耶和B；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Ģ在如此
Ǣ：你不要害怕。因
我救ȟ了你，我曾ʪ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śɇ，我必与你同
在；你趟ɇ江河，水必不漫ɇ你； 你从火中行ɇ，必不被Ė，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
我是耶和
B你的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ś使埃及作你的ȟ价，使古w和西巴代替你。因我
看你
宝
尊，又因我ę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Ë你的生命。” 以ȥ��43:1-4 {PK

723.1}

在上帝那里有赦免；藉着我�被ə而又复活之主耶ĸ的功?，可得蒙完全而{大的悦ő。以ȥ�
听Ʃ主ƿ到祂的ɐ民Ǣ：“惟有我
自己的ű故涂抹你的ɇ犯，我也不ƹ念你的罪�。你要ʪ醒我：
你我可以一同Ƀƿ；你可以将你的理ʐ明，自Ý
。”“你便知道我耶和B是你的救主，

724

是你的救ȟ主；雅各的大能者。” 以ȥ��43:25, 26; 60:16 {PK 723.2}

先知Ǣ：“主……除掉普天下祂百姓的羞辱。”“人必称他�
圣民，
耶和B的ȟ民。”祂已ś“ȡ
B冠与ɳ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喜�油，代替悲哀；Ȧ美衣，代替�"之灵；使他�称
公
ê，是耶和B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以ȥ��25:8; 62:12; 61:3 {PK 724.1}

“ɳ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
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B美的衣服；
因
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1的、必不再ɋ入你中ʀ。 {PK 724.2}

“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土；
起来坐在位上。
ɳ安被Ì的居民哪，要解开你ʦʛ的ɭɫ。” {PK 7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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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Ɋ受困苦被ʯʰƕ不得安慰的人哪，
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i，
以Ɲ宝石立定你的根基。 {PK 724.4}

“又以ŋ宝石造你的女f，
以ŋ玉造你的城門，
以宝石造你四[的Ʉ界。 {PK 724.5}

“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B的教ƶ：
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
你必因公得a立； {PK 724.6}

“必Ɍ离欺J，不至害怕；
你必Ɍ离¤吓，¤吓必不	近你。
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
凡聚集攻3你的，必因你仆倒。……

725

“凡
攻3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
凡在y判Û兴起用舌攻3你的，你必定他
有罪。
Ɋ是耶和B仆人的��，
是他�从我所得的：Ɋ是耶和BǢ的。” 以ȥ��52:1, 2; 54:11-17 {PK 724.7}

教会要穿上基督公的/装，投入她最后的争斗之中。她“美�如月亮，皎洁如日i，威武如展开
旌旗的/ʋ，”（雅歌6:10）要出L到普天下去，ƅ了又要ƅ。 {PK 725.1}

教会与邪�权@争斗的黑暗Û期，乃是在她最后得蒙拯救之前的片刻。但凡信靠上帝的人都不必
惧怕；“因
当强暴人催逼人的Û候，如同暴ʯ直吹f壁，”上帝却要
祂的教会“作ȯ暴ʯ之g。” 以
ȥ��25:4 {PK 725.2}

到那日，只有人才能承受�ƽ得蒙拯救。“ɳ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兢抓住。我�
中ʀǪ能与吞Ď的火同住？我�中ʀǪ能与永火同住呢？行事公、ǢǑ正直、憎�欺J的Ȅ利、
Ó手不受șț、塞耳不听流血的Ǒ、ɼ眼不看邪�事的，他居高g；他的保障是磐石的ad；他的
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š。” 以ȥ��33:14-16 {PK 725.3}

主}祂忠心的儿女�有ǑǢ：“我的百姓啊，你�要来ɋ入内室，

726

关上門，ʓ藏片Û，等到忿怒ɇ去。因
耶和B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Ÿ地上居民的罪孽。” 以
ȥ��26:20, 21 {PK 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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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蒙受灵感的耶和B的信使，曾在有关y判大日的异象中，Ʃ到那些没有
安然迎Ʃ主而作准h
之人的恐慌状�。 {PK 726.1}

“看哪，耶和B使地空虚，M
荒凉，又翻ȳ大地，将居民分散；……因
他�犯了律法，�了律
例，背了永Ō。所以地被咒ǆ吞Ď，住在其上的Ý
有罪。……3鼓之�止息，宴�人的声音完
ó，�琴之�也止息了。” 以ȥ��24:1-8 {PK 726.2}

“哀哉！耶和B的日子	近了；Ɋ日来到，好象òĎ从全能者来到。……谷种在土`下朽ē，�也
荒凉，�也破坏； 因
五谷枯干了。牲畜哀˘，牛群混乱，因
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葡萄ê
枯干，无花果ê衰残，石榴ê、棕ê、苹果ê、Ɏ田野一切的ê木，也都枯干，�人的喜�尽都消
Ď。” Ō珥�1:15-18; 12 {PK 726.3}

当耶利米看到世界的I史最后几幕景象中的荒凉情形Û，他便喊叫Ǣ：“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
……我不能静默不言，

727

因
我已ś听Ʃ角声，和打仗的喊声。ò坏的信息ɎŠ不š；因
全地荒�。” 耶利米�4:19, 20
{PK 726.4}

以ȥ�ƿ到上帝施行»�的日子Ǣ：“ˉ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惟独耶和B被尊
崇。偶像必全然�弃。……到那日，人必将
拜而造的金偶像、ɨ偶像、抛ş田鼠和蝙蝠；到耶和
B兴起使地大震>的Û候，人好ɋ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ȯ避耶和B的¤吓、和他威�的荣
光。“ 以ȥ��2:17-21 {PK 727.1}

当天翻地覆、人的ˉ傲降
卑的Û候，耶利米作ƩǄǢ： “我ƪ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
ƪ看天，天也无光。我ƪ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小山也都Ô来Ô去。我ƪ看，不料，无人，空
中的ʱ˖也都ȯ避。我ƪ看，不料，肥田M
荒地，一切城邑在耶和B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
ò。”“哀哉！那日
大，无日可比，Ɋ是雅各遭ʔ的Û候；但他必被救出来。” 耶利米�4:23-26;
30:7 {PK 727.2}

上帝的仇Ù遭受祂忿怒的日子，却是祂教会最后得蒙拯救的日子。先知Ǣ： {PK 727.3}

“你�要使ȶ弱的手a壮，
无力的膝Ĺ固。

728

}胆怯的人Ǣ：你�要6强，不要惧怕。
看哪，你�的上帝必来»仇，
必来施行极大的»�；
他必来拯救你�。” {PK 727.4}



4/7/13 7:44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290 of 293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42&start_paragrap…003645281&finish_paragraph=1003648426&references=1&pagebreaks=1

“他已ś吞Ď死亡直到永Ɍ；主耶和B必擦去各人Ɗ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

Ɋ是耶和BǢ的。” 以ȥ��35:3-4; 25:8 当先知Ʃ到荣耀的主�着一切圣天使从天而降，从地上各
国招聚他的余民Û，他听到那些等候祂的人异口同声地ñ呼Ǣ： {PK 728.1}

“看哪，Ɋ是我�的上帝；
我�素来等候他，
他必拯救我�。
Ɋ是耶和B，
我�素来等候他，
我�必因他的救恩，ñ喜快�。” 以ȥ��25:9 {PK 728.2}

那Û要听Ʃ有上帝儿子的声音呼U睡了的圣徒，而当先知目睹他�从死亡的牢ğ里出来的Û候，
他便ȦNǢ：“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埃的啊，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象菜蔬上的甘
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那Û瞎子的眼必Į开，Ž子的耳必开通。那Û瘸子必跳Ȫ象鹿，T吧的舌
i必能歌唱。” 以ȥ��26:19; 35:5, 6 {PK 728.3}

729

先知在异象中，Ʃ到那些®ƅ了罪�与死亡的人，ɊÛ都ñ然侍立在他�的7造主面前，自由自
在地和祂交Ǯ，犹如人类在起初与上帝交Ǯ一ë。主吩咐他�Ǣ：“你�当因我所造的永Ɍñ喜快
�；因我造耶路撒冷
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
人所�。我必因耶路撒冷ñ喜，因我的百姓快�；
其中必不再听Ʃ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城内居民必不Ǣ，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
赦免了。” 以ȥ��65:18, 19; 33:24 {PK 729.1}

“在Ü野必有水L出，
在沙漠必有河涌流。
L光的沙要M
水池，
干渴之地要M
泉源。” {PK 729.2}

“松êɹ出代替荆棘；
番石榴ɹ出代替蒺藜。” {PK 729.3}

“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
称
圣路；
õķ人不得śɇ；
必�
ȟ民行走。 {PK 729.4}

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 以ȥ��35:6, 7; 55:13; 35:8 {PK 729.5}

“要}耶路撒冷Ǣ安慰的Ǒ，又向她宣告Ǣ：她争®的日子已Ċ了，她的罪孽赦免了；她
自己的
一切罪，从耶和B手中加倍受Ÿ。” 以ȥ��40:2 {PK 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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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先知Ʃ到得ȟ之民住在上帝的圣城中、完全脱离了罪�和一切咒ǆ的ɓ迹Û，他就喜出望外地
ȦNǢ：“你�ę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她一同ñ喜快�；你�
她悲哀的，都要与她一同�上加
�。” 以ȥ��66:10 {PK 729.7}

730

“你地上不再听Ʃ强暴的事，
境内不再听Ʃ荒凉òĎ的事；
你必称你的f
拯救，
称你的門
Ȧ美。 {PK 730.1}

“日i不再作你白昼的光；
月亮也不再L光照耀你。
耶和B却要作你永Ɍ的光，
你上帝要
你的荣耀。 {PK 730.2}

“你的日i不再下落；
你的月亮也不退ŵ。
因
耶和B必作你永Ɍ的光，
你悲哀的日子也完ó了。 {PK 730.3}

“你的居民都成
人；
永Ɍ得地
�，
是我种的栽子，
我手的工作，
使我得荣耀。” 以ȥ��60:18-21 {PK 730.4}

先知听到那里有音�和歌唱之声，Ɋ种音�和Ǐ歌，除了在上帝的异象中，真是人的耳朵未曾听
Ʃ、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耶和B救ȟ的民必�回，歌唱来到ɳ安，永�必�到他�的i上；他�必
得着ñ喜快�，�愁N息尽都逃避。”“在其中必有ñ喜、快�、感ǹ、和歌唱的声音。”“歌唱的、跳
舞的……都在祢里面。”“Ɋ些人要高声ñ呼；他�
耶和B的威�，从海那里µ起声来。” 以ȥ��
35:10; 51:3;Ǐ篇87:7;以ȥ��24:14 {PK 730.5}

在新天新地中，得ȟ之民要从事那些最初使�当、夏娃得到幸福的事�及s�。他�要度伊甸的
生活，

731

就是田园的生活。“他�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建造的，别人
不得住；他�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
我民的日子必象ê木的日子，我ɐ民�手?碌得来的必ɹ
久享用。” 以ȥ��65:21, 22 {PK 7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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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每一种能力必得到L展，每一ʛ才干也有所增ɹ。最 大的事�必得以ɋ行，最崇高的
志向必能Ɇ到，最卓越的愿望必ƙwĢ。然而同Û必更出Ģ新的高g待攀登，新的奇迹要ȦȠ，新
的真理要明了，新的目èƵ人LÈ体力、智力、和灵力。 {PK 731.1}

那蒙P示看到Ɋ些 大景象的先知，渴欲明白其中所有的意。他�“ǘŗ的~求考察，就是考察
在他�心里基督的灵，ʣ先Ǆ明……是指着什么Û候，并怎ë的Û候。他�得了P示，知道他�所
!ƺ的一切事，不是
自己，乃是
你�；……Ģ在将Ɋ些事»ş你�。” 彼得前�1:10-12 {PK 731.2}

Ɋ一切有关即将来	之大事的描述，}于我�Ɋ班已č近其wĢɄű的人，Ǘ具有何等深重的意
，Ǘ予以何等ė烈的关切，!!Ɋ些大事也正是我�的始祖掉ȳ脚步离开伊甸以来，上帝的儿女所
ś常儆醒等候与渴望和祈求的啊！ {PK 731.3}

同行天路的客旅啊，我�Ģ今固然仍g于世=的阴影和¶乱之中；但我�的救主不久就要ÝĢ，
�来拯救和安息。但愿我�凭着信心仰望那上帝�手所描述的幸福来生。

732

那位
世人的罪而舍命的主，Ģ今正在
一切相信祂的人大开�园的門¯。不久®争就要ŝ束，
ƅ利就必ƙ得。我�很快就必Ʃ到我�永生希望所寄的主。而在祂的面前，今生一切的ǎĐ与苦ʔ
都不足介意了。以前的事“不再被ƹ念，也不再追想。”“所以你�不可�弃勇敢的心，存Ɋë的心必
得大Ƞȡ。你�必ʝ忍耐，使你�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ƽ的。因
ɉ有一点点Û
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ɏ延。”“以色列必蒙……拯救，得永Ɍ的救恩；你�必不蒙羞，也不抱愧，
直到永世无尽。” 以ȥ��65:17;希伯来�10:35-37;以ȥ��45:17 {PK 731.4}

=要�目仰望，仰望，使你的信心不住地增ɋ。要ƵɊ信心引ʤ你行走那条窄路，得以穿越城
門，直通到 大的来世，就是那
ȟ民享受的、广ʉ无涯之荣耀的将来。“弟兄�哪，你�要忍耐，
直到主来。看哪，0夫忍耐等候地里宝ȓ的出�，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也当忍耐，a固你�
的心；因
主来的日子近了。” 雅各�5:7, 8 {PK 732.1}

得救的万民除了天国的律法以外，再不知道其他任何律法。大家要Ŗ成一个快�、Zŝ的大家
庭。披上Ȧ美和感恩的衣袍。Ʃ到Ɋë的情景，晨星必一同歌唱，

733

神的�子也都必ñ呼，而上帝和基督也要ſ合宣布：“不再有罪�，也不再有死亡。” {PK 732.2}

“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 ：Ɋ是耶和BǢ的。”“耶和B的荣耀必然Ý
Ģ，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Ʃ。”“主耶和B必……使公和Ȧ美在万民中L出。”“到那日，万/之耶和
B必作祂余剩之民的荣冠B冕。” {PK 733.1}

“耶和B已ś安慰ɳ安、和ɳ安一切的荒_，使Ü野象伊甸，使沙漠象耶和B的园囿。”“利巴嫩的
荣耀、并迦密与沙�的B美，必ȡş他。”“你必不再称
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
荒凉的；你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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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
有夫之p。……新郎怎ë喜悦新p，你的上帝也要照ë喜悦你。”
以ȥ��66:23; 40:5; 61:11; 28:5; 51:3; 35:2; 62:4, 5 {PK 7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