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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路&甫的堕落

路Ȏ甫尚未叛!之前在天上乃是一位崇高的天使，在尊荣上¹次于上帝的�子。他的容貌象其他
天使一�，是温和而*有快�表情的。他的Š�又高又Ĉ，表明他有强大的智力。他的体格是健全
的；他的)度高Õ而威ö。他�上ȴ	出一种独特的光ƾ，向四E照耀，比其他天使的光ƾ更加明
亮，更加美g；然而上帝的�子基督却在天使全p之上居首。在Ú天使尚未被造之前，他与父原�
一。路Ȏ甫妒忌基督，便逐ħ僭取了基督所独有的指ź权。 {SR 13.1}

那Ų大的�造主招聚了天庭的全p，以便在Ú天使面前将特别的尊荣ǩ予他的儿子。圣子与圣父
同坐宝座，天上的全体圣天使都聚集在他�周¦，于是圣父声明他曾4自命定他的�子基督与他同
等；因此他的儿子在哪里，也就等于他在哪里。圣子的�8当象圣父的�一�，欣然�Ú生所遵
奉。他已�将指ź天庭全p的权柄授予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特别要在�造大地以及其一切生物的工
作上与他自己�合。 他的儿子将要Ē行他的旨意与O划，但决不凭自己行�行事。圣父的旨意将要
成全在圣子身上。 {SR 13.2}

路Ȏ甫妒忌耶ɗ基督。然而当Ú天使都向耶ɗ下拜，承U他的至高与无上权威，及合法的�治
�，他也和他�一同下拜；但他的心中依然充M了嫉妒与仇恨。上帝曾��他的O划与基督&行特
别的商Ê，但路Ȏ甫
�些O划却不得而知。他既不明了，也无权�知上帝的O划。但基督却是公
U的天国主宰，他的能力和权柄要与上帝相同。路Ȏ甫以�他自己乃是在天国Ú天使中最蒙ŧ�
的。他曾被擢升得到高位，但�并没有使他感激并ɢĿ他的�造主，他渴望着属于上帝的崇高地
位。他竟以自己的高位自豪。他知道他是Ú天使所尊敬的。他有特别的任命要Ē行。他曾接近那位
Ų大的�造主，而那�Ƨ着永生上帝的无限光ƾ也曾特别照耀在他身上，他想到Ú天使曾�如何�
意殷勤奉行他的命令。他的衣袍ȃ不是光明而美g的么？何以基督要受尊敬�于他自己呢？ {SR 14.1}

路Ȏ甫既不知足而又充M妒忌耶ɗ基督的心，便离开不侍立在圣父的面前。他Ĳȭ着自己的真
意，招集了天使全p。他提出了他的(2，就是关于他自己的事。他以一个受委屈者的o度�明上
帝如何偏�了耶ɗ而疏忽了他。他告«Ú天使，他��去所享有甘美的自由就此N止了。因�上帝
ȃ不是已�委派了一个�治者来管理他�， 要他�今后必é屈从于他么？他向他�声明：他招集他
�的目的，乃是要向他�保�今后不再容忍�种侵犯他和Ú天使之权利的行�；他�不再向基督屈
膝；他要自己争取那本8Ą于他的尊荣，而且他也要作凡愿跟从他并听他�之天使的指ź。 {SR 14.2}

天使中�就起了斗争。路Ȏ甫和他的从者想要改革上帝的政体。他�不知足，不快�，因�他�
不能探明他无Ō的智慧，也不明了他高Å他儿子并ǩ�他无限的能力与指ź权的旨意。他�背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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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子的权威。 {SR 15.1}

忠�真Ċ的天使曾力0Ƿ解�个大有^力的叛逆的天使¯服他�造主的旨意。他��上帝尊荣他
儿子的行�ǽ�，并以有力的V�w法要�服路Ȏ甫：他在所有的尊荣，�比他在圣父宣布将尊
荣授予他儿子之前所有的毫未减少。他�清楚地指明基督乃是上帝的儿子，在天使尚未被造就早已
与他同在；并永=站在上帝的右<，而且他那和平慈�的权威，在此以前从未被°疑�；何况他�
去所	的命令都是天庭全p所�于Ē行的。他�强j基督当着Ú天使从天父所3受的特别尊荣，并
不减ļ路Ȏ甫所素来享有的尊荣。Ú天使痛哭了。他�,切地w法要感化他放弃他那邪 的心意，
并服从他�的�造主； 因�在此以前一直都是平安与和ǐ的，究竟是什么引起�个不ŀj的叛逆之
音呢？ {SR 15.2}

路Ȏ甫不肯听Ƿ。于是他7离了那些忠�真Ċ的天使，痛斥他��奴才。�些效忠上帝的天使既
看到路Ȏ甫在	�叛逆的事上成功，就大�震§。他8e�他�建立一个比�去更好的新政权，使
大家都享有自由。有很多天使表示决心接受他�他�的3袖和元ì，当他看到自己的Oǒ有了相当
成效�，他妄想他N必博得全体天使的支持，他N必于上帝同等，并且N必	号施令，指ź全天庭
全p了。忠�的天使再度警告路Ȏ甫，向他�明他�持�种立"的必然后果；并且�明那能�造Ú
天使的主也能用他的大能推翻他�一切的权柄，并用明¥的方式刑Ʊ他�的大胆无礼与可怕的叛
逆。想想看，一个天使竟胆敢抗拒那与上帝一般神圣的律法！他�警告叛逆的天使掩耳不听从路Ȏ
甫狡猾的理V，并Ƿ他和一切受他影响的天使去到上帝面前承U他�的��，就是竟敢存有°疑上
帝权威的思想。 {SR 16.1}

在同情路Ȏ甫的使者中，有e多愿听从忠�天使的Ƿ告，并悔改自己不M之罪而再蒙圣父和他�
子的信任。��那大有^力的叛徒声称他熟悉上帝的律法，而且如果他卑躬屈从的�，他的尊荣就
必被剥ƪ，再也不会有崇高的任�交托�他了。他告«他��：他自己和他�都已�走到无可挽回
的地步了， 所以他宁愿冒不O任何后果之»，而决不低�屈服敬拜上帝的儿子；上帝是不肯赦免他
�的，所以他�在必éX�他�的自由，并用武力争ƪ上帝所不�意�予他�的地位和权柄。
［注：路Ȏ甫，即（明亮之星，）分享上帝荣耀，并侍立在他宝座前的一位天使，就是��因犯罪
而成了（撒但，）成了上帝和一切圣者的仇Ň。］《先祖与先知》第九面。 {SR 16.2}

忠�的天使急忙赶到上帝儿子那里，向他Z告那在Ú天使当中所	生的事。他�	圣父正在与
他的�子&行会商，要决定如何�ä全忠�天使的最高利益，永=遏制撒但所僭取的权柄。而Ų大
的上帝原可立即将�大ġ子从天上摔下去；但�不是他的旨意。他要�叛逆的天使有平等的机会，
与他的儿子和他的忠�天使�量一下。在�"P争中，每一个天使要自行决定站在哪一<，并公开
表明其立"。�确保安全起�，就不能容忍凡与撒但共ǒ叛逆的天使�]留在天庭。他�已��悉
那真正背叛永不改!之上帝律法的教Ï。那是无可挽救的。如果上帝使用他的权能去ȐƱ�叛逆的
魁首，那些ŋʕ不平的天使就不能¥明出他�的情形来；所以上帝采取了另一种方Ğ，因�他要向
天庭的全p清楚地彰¥他的秉公行¶。 {SR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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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有了争"

背叛上帝的政权乃是最ö重的罪行，全天庭似乎都震�了，Ú天使排列成�，各�都由司令的天
使率3。 撒但正在与上帝的律法作P，因�他存高抬自己的野心，而不愿服从上帝的儿子，就是天
上大元ì的权威。 {SR 17.2}

天庭的全p都被召集到上帝的面前，以便
每一案情作成决定。撒但厚ÿ无耻地声明他不M于基
督的擢升超越他。他Ɲ傲地站了起来，力İ他8与上帝同等，并8与天父一同参加会Ê，明了他的
一切旨意。上帝告«撒但：他的Ĳ密旨意只Ķ示�他的儿子，而且他要天庭全家，W撒但也在内，
都毫无保留毫无疑(地¯服他，然而他（撒但）却已�¥明自己不配在天上保有一席地位了。于是
撒但耀武ŕ威地指着他那�数近乎全体天使一半的同情者，喊叫�：“�些都是支持我的！ 道祢也
要ǳ逐�些天使而使天庭有如此的空虚么？”他随即声明他准y抗拒基督的权威并借武力X�他在天
庭的地位，以^力
抗^力。 {SR 18.1}

善良的天使听了撒但的�和他那狂妄的夸口，就流泪痛哭。上帝宣布一切叛徒都不得再留在天
庭。他�原来所有崇高和幸福的地位，乃是以¯服上帝所用以管理高J生灵之律法�条件的。并没
有�凡胆敢Ɵ犯他律法的À�准y得救的方法。撒但在叛逆的路上越	胆大妄�了，竟公然表示蔑
@�造主的律法。�是撒但所忍受不了的。他主9天使不需要任何律法，而8任由他�随从自己的
心意，心意必能永=指引他�行走正路；他声称律法乃是限制他�自由的，而他所采行�的目的就
是要ī除律法。 他U�Ú天使的景况需要改&。但上帝的心意不是如此，因�他已�制定律法，并
将之高Å与他同等。全体天使的幸福乃在于完全¯服律法。每一个天使都有指定�他的特殊工作，
而且直到撒但叛!�止，天上始N是有完善秩序与和ǐ行�的。 {SR 18.2}

于是天上有了争P。上帝的儿子，就是天上的大君，与他忠�的天使同那叛首和那些与他�合的
使者交P了。6果上帝的儿子和真Ċ忠�的天使得×；撒但和他的党羽就被逐出天庭。天庭全体都
承U并敬拜公¶的上帝。天上没有留下一点叛逆的余毒，一切都象以前一�安宁和ǐ了。天上的使
者�那些曾�在幸福与极�中作他�同伴者所遭受的厄G而悲B。天庭深深感受到�一次的ļ失。
{SR 19.1}

圣父与他的儿子商Ê，要立即Ē行他��造人住在地上的O划。他要先�人类一个#��期，以
便在他得以永保安Į之前��他的忠Ċ。如果他受得起上帝所U�适于加在他身上的考�，他最N
便要与天使同等。他将要得蒙上帝的眷�，并要与天使互相交好来往。但他并不U�将他�置于背
逆权^之外是合适的。 {SR 19.2}

第二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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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根据 �世æ1:） {SR 20.1}

圣父与圣子共同&行他�所wO的Ų大奇妙的工作----�造世界。�地球从�造主手中被造出来�
原是非常美g的。有山峦丘陵和平原；其中分布着江河湖泊。大地并不是一望无º的平原，以至)
景>j；却穿插着小ǫ和大山，不象今日那�»峻崎ʂ，而是匀称美g的。其上看不到赤露的大岩
石，因�些岩石都在地面之下，作�大地的骨骼。水的分布也是很均匀的。大小山ǫ和极�美g的
平原上点ȉ着各种各色的花草和高大雄Ų的ą木；�些ą木�比今的ą木高大多倍，而且更�美
g。那里的空气是Æ洁而有益健康的，全地宛如一所dÕ的ƍ廷。Ú天使看到上帝奇妙而美g的作
�，便感到欣喜。 {SR 20.2}

圣父与圣子在大地和其上的�物造ĭ了之后，便Ē行了他�在路Ȏ甫（撒但）堕落之前所ǂ定的
O划，要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他�曾在�造大地和其上各种生物的事工上同工合作。��上
帝
他的儿子�：“我�要照着我�的形象造人。” 当Î当从他的�造主手中出来的�候，他是高Õ
而魁Ų，俊美而匀称的。他比�今住在地上的人高出一倍有余，而且十分均衡。他的相貌完美。
他的肤色不白，不黄，乃是Yŏ而ȴ	着健康的光彩。夏娃身高不及Î当，她的�略高�他的肩。
她也是高Õ，匀称，而极其美g的。 {SR 20.3}

�一
无罪的夫ĵ没有穿着人造的衣服，他�都披着一Ç荣光，象天使所穿着的一�。当他�¯
从上帝的�候，�一Ç荣光常包¦着他�。虽然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而且地上似乎并不缺
少任何足以使Î当夏娃快�的.西，但上帝�要特别�他�w立一个园子，借以¥示他
他�的大
�。他�要用自己一部分的��来从事修理园子的愉快工作，再用一部分��接待前来ō(的天
使，听取他�的教Ï，并作快�的沉思默想。他�的操作并非使人á倦，而是令人心ȳ神怡的。�
个美g的园子要作�他�的家。 {SR 21.1}

主在�园子里栽种了各种有用的和美g的ą木。有e多ąM挂丰美芳香、悦目可口的果子，是上
帝�那
圣洁夫ĵ作食物的。那里有亭亭玉立的葡萄ą，ą上6M了人类堕落以来所从未��的果
�。�些果�ģM肥大，色彩ȯŴ；有的几乎是黑的，有的是紫色，Y色，粉Y色，和淡Ý色的。
�生�在藤枝上的丰美果�被称�葡萄。 ą枝既不需要木架支持，也不是蔓生在地上的，但果�的
重量却使枝条下垂。Î当夏娃愉快的操作乃是将葡萄ą的枝条作成美g的凉亭，并加以修整而利用
自然界的活的ą木和M挂香甜果�的枝叶Ř成自己的住家。 {SR 21.2}

全地盖上一Ç青翠的草木，并有无数万紫千Y的芬芳花卉大量滋生�Ƨ着。各�事物都是依照崇
高的ƞı力而布置得富g堂皇的。园子当中有生命ą，它的荣耀超�其它一切的ą木。它的果子好
象是金î参半的苹果，能使人�生不老，叶子具有医治之能。 {SR 22.1}

F当夏娃在伊甸园

那
圣洁的夫ĵ在伊甸是很快�的。他�ǿ有
一切生物的无限管理权。þ子和羊羔和平而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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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害地在他�身<玩耍，或在他�的脚前安睡。�着各式各色羽毛的Kě在Î当夏娃四¦并在花木
ȡ中来回Kǆ，同�他�甜美的歌声也在枝�ą�彼此呼8，ɢĿ他�的�造主。 {SR 22.2}

Î当夏娃因他�伊甸家园的美g而欣ı出神了。他�非常喜�四¦那些*着Éž羽毛而�唱着喜
��曲的雀ě。那
圣洁的夫ĵ便�了周¦的�的表征，和他�一同ŕ声向天父和他的�子唱和着
敬�、ɢĿ、与崇拜之歌。他�看出了自然界的秩序与和ǐ，�一切都向他��明那无限无Ō的智
慧与知�。 他�不住地	伊甸家园新的美和新的荣耀，使他�心中充M更深的�情。口里	出感
I和尊敬他��造主的�。 {SR 22.3}

第三章悖逆的后果

在园子当中，靠近生命ą那里，有分别善 的ą。�棵ą乃是上帝所特别w置，作�人类始祖¯
服，信靠，并敬�他的保�物。主吩咐我�的始祖不可吃，也不可摸�ą上的果子，免得他�死。
他告«他�，除了一棵ą之外，他�可以随意吃园中各�ą上的果子，但如果擅自吃了那一棵ą上
的果子，他�就必定死。 {SR 24.1}

在Î当、夏娃被安置在那美g的�园中�，他�所能想到一切足以增&自身幸福的事物，全都有
了。但上帝却在他全智的安排中，定意要在使他�永保安全之前，先#�他�的忠ȵ。他�要得蒙
他的恩ŧ，他也要常和他�互相交¼。然而他并没有使他�不能接触邪 。撒但得蒙准e来#探他
�。如果他��得起�种考�，他�便可永=得蒙上帝和Ú天使的恩ŧ。 {SR 24.2}

撒但
于自己新的状况非常§异。他的幸福消逝了。他|看那些曾�一度和他一同非常快�，但
后来却和他一ĭ被逐出天庭的Ú使者。在他�堕落之前，他�美好的福�从未受�少e不M心情的
影响。如今一切似乎是都改!了，那一度反映�造主形象的容貌!成Ĩ郁和�望的了。 他�当中起
了Ŵ争，œʇ，和苦毒的互相õ怪。在他�叛!之前，�一类的事都是天庭未曾听��的。撒但�
�看出了他悖叛的 果，他不禁P栗起来，不敢展望未来，也害怕思考�些事的6局。 {SR 24.3}

�唱ɢĿ上帝和他�子之快�ă歌的�辰到了。撒但曾�3¡�天上的歌咏�。他曾�唱出第一
个音j；然后全体天使与他同声歌唱，使r美的音�响ş天庭，将荣耀Ą�上帝和他的�子。然而
��，那大叛逆魁首所听�的不再是和美的旋律，而是Ŵ争和怨ŋ的�h。他究竟置身何E？�是
不是一"噩梦？他真的被排斥于天庭之外了么？ 道天国的門k永=再不敞开�他&去了么？崇拜
的�辰即将来ď，那�有光明，圣洁的天使在天父面前屈身下拜。他却不再唱天国的ă歌了。他不
再以崇敬与圣洁畏惧的心情在永生上帝面前屈身下拜了。 {SR 25.1}

如果他能再象从前那�Æ洁真Ċ和忠�的�，他就必欣然放弃他那自取的权威。可惜他已�Ȓ亡
了！他已因妄自背叛而无可挽救了！更有甚者，他�勾引别的天使共同叛!，以致和他同陷Ź亡之
境，�些天使在他向他�灌Ė不正当的思想，并提出可享有更大利益，与更高、更光荣的自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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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从未想到要°疑上帝的旨意或Ɵ犯上帝的律法，�正是他所用以欺ġ他�的ȧO。在有重大
的õ任在他身上，而是他所�愿ē脱的。 {SR 25.2}

�些生灵已因失望而急躁不安起来。他�非但没有�得更大的利益，反而Ņ到Ɵ背并蔑@律法的
苦果了。 �些不幸的生灵再也不能受耶ɗ基督的Ĉ大�治所支配了。他�的心灵再也不致因他与他
�同在而�深Ȋ的仁�，和平安与喜�所鼓舞，也不再以�意的¯从和恭敬的崇拜Z答他了。 {SR

25.3}

撒但�求复J

撒但|察到自己所作所�的，便不禁P栗起来。他独自思量�去，在，与将来的O划。他那魁
梧的体格好象被狂)吹撼而ȟ�起来了。一位从天而来的使者��那里，他便招呼他并且要求会�
基督。他的要求得蒙允e。于是他向上帝的儿子�明他后悔自己的叛逆，希望能再蒙上帝的恩ŧ。
他愿意接受上帝原先所派�他的地位，听从他明智的指ź。基督听到撒但的苦况哭了，但却告«
他：按照上帝的意思，他永不能�准&入天庭。决不可将天庭置于危»之中。如果他蒙准能返回，
ª全天庭将要受到ļ害，因�罪 和叛乱乃是由他�始的。他骨子里依然存有叛逆的 种。原来他
此次叛乱行�乃是毫无理由的，而且他非但已�无可挽救的Ò坏了自己，�Ò坏了大群的天使；如
果他保持忠Ċ不移，那么他�在就必都在天庭享受安�了。上帝的律法只能定罪，不能赦罪。 {SR

26.1}

他懊悔自己的叛逆，并不是因�他看出他所辜ï的上帝的良善。自从他堕落以来，他
上帝的敬
�不可能有所增&，以¡使他欣然¯服，并�意遵守他那被藐@的律法。他之所以担Ĩ的原因，乃
是由于Ǜ失天庭和美明光而感到的苦ú，与那²在他身上的有罪感，以及因	�自己梦想并没有�
所体�到的失望。在天庭之外作个司令，=不如在天庭荣膺�个â位。他既已Ǜ失天庭一切的特
权，就U�是太大的ļ失。所以他希望能恢复�一切。 {SR 26.2}

�一在地位上的重大改!，没有增&他
于上帝或
于他明智与公¶之律法的敬�。及至撒但深
信他不可能恢复到蒙受上帝眷�的地位�，他便以更深的仇恨和激烈的ŋ怒表示他的狠毒。 {SR 27.1}

上帝知道如此倔强的叛徒决不会潜服不�的。撒但定要想方w法ƴŃ天上的使者，并表
于他
权威的蔑@。他既不能&入天庭的門k，就想逗留在門外，以便在Ú天使&出的�候嘲弄他�，#
0向他�挑P。他要w法破坏Î当夏娃的福�。他要尽力挑唆他�&行叛逆，知道��就必使天上
充MĨB。 {SR 27.2}

陷害人类的阴b

他的追随者来找他了，于是他便振起精神，装作不服的�式，向他��明他打算将高Õ的Î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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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配偶夏娃从上帝手中ƪ�来。如果他能w法Ɗ惑他�Ɵ命，上帝就必作某种安排，借以使他�
得蒙赦免，于是他和所有堕落的天使都必有机会同他�共享上帝的怜ɑ了。如果�个O划失Ò的
�，他�可与Î当、夏娃�合， 因�他�二人一旦干犯上帝的律法，就必成�上帝忿怒的
象，正
象他�自己一�。他�二人的犯法必使自己也陷入叛逆的状o之下。 使者便可与Î当夏娃�合占
据伊甸园，作�他�的家ľ了。如果他�能取用园子当中生命ą上的果子，他�想自己的力量必能
相当于圣洁天使的力量，W上帝也无法将他�ǳ逐出去了。 {SR 27.3}

撒但和他的 使者&行了会商。他�没有全然立即同意参加�一危»而可怕的工作。他告«他�
他决不依靠他�任何一个使者去完成�一番工作，因�他想惟有他自己才有足够的智慧去&行�一
十分重要的O划。他希望他�考Ĺ�事，同�他却要离开他�，退Ĳ一�，去小心完成他的O划。
他企0向他�强j：�是他�最后与唯一的希望。如果他�在�事上失Ò了，那么一切重得及控制
天庭----或上帝的�造中任何一部分的期望都要Ą于幻Ź了。 {SR 28.1}

撒但独自退到一E去ƫ慎完成他的O划，�期必然确定造成Î当与夏娃的堕落。他担心自己的O
策可能失Ò。再者，ƈ使他在引ƊÎ当、夏娃Ɵ背上帝的ɕ命，而致成�干犯他律法之人的事上�
得成功了，但其6果他自己仍然得不着什么好E；他自己的情况既无从改善；而他的罪戾ª惟有加
深。 {SR 28.2}

撒但一想到要使�
圣洁幸福的夫ĵ陷于他自己所遭受的痛苦与懊Ě之中，就不禁P栗起来。他
似乎有些犹豫不决:一��决肯定，一�又Ŋ疑彷徨。��他的使者又来找他—他�的3袖，要向他
�明他�所作的决定。他�愿意与撒但�合&行他的Oǒ， 并和他一同ïõ，承受后果。 {SR 28.3}

撒但ē脱他�望和ë弱的感�。他既身�他�的3袖，便要巩固自己，强悍地干下去，并尽全力
抗拒上帝和他儿子的权威。他将他的O划向他��明。如果他肆无忌惮地来向Î当、夏娃控«上帝
的儿子，他�当�决不会听他，而必定要有所准y来8付�种攻^。即使他企0仗Ÿ新近曾是大有
权^的天使，因而以他的能力来威吓他�，也必一无所成。所以他决定借狡猾和欺Ƞ的手段，来i
成武力或强权所不能i到的目的。 {SR 29.1}

F当夏娃受警告

上帝召集了天使全p，要采取措施来防止�即将来ď的灾ƽ。天上的Ê会决定派遣天使到伊甸园
去警告Î当，告«他有遭受仇Ň攻c的危»。两位天使迅速前往ō(我�的始祖，那
圣洁的夫ĵ
以令人欣喜的天真接待了他�，并向他�的�造主表示感恩的I意，因他以如此丰厚的恩惠�Ƨ他
�。每一�美g可�的.西都是供�他�享受的；而且��都很适合他�的需要；但在一切其他福
惠之上，他�所最珍@的乃是与上帝的儿子和Ú天使的交往，因�他�每次来ō(。他�二人-有
很多�V到他�在可�的伊甸家园中
自然界美景的新	，要向他�b述，同�他��有e多有
关他�所只能Ĳ¨明了之事的(2要(。 {SR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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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4切而和ɴ地将他�所渴望的知�F�他�。同�也告«他�撒但叛逆和堕落的惨史。 随
后他�便明白地告知他�二人，那分别善 的ą安置在园中，乃要作�他�¯服并敬�上帝的保
�；圣天使得以保全崇高而幸福的地位，乃以¯命�条件；他�二人也E于相同的地位；他�可以
¯服上帝的律法而享有无法形容的快�，也可以Ɵ背因而Ǜ失他�崇高的地位以致陷于无可挽救的
�望之中。 {SR 29.3}

他�告«Î当、夏娃：上帝决不强迫他�¯服----他并没有剥ƪ他�Ɵ背他旨意的权限；他�乃是
能辨是非的人，可以自由地¯命或Ɵ命。目前上帝的美意只向他�Ē行一¤禁令。如果他�干犯上
帝的旨意，他�就必定死。他�告«Î当夏娃：那地位最崇高而¹次于基督的天使，曾拒�¯从上
帝所制定用以管理天上生灵的律法；�次的叛逆N于在天上引起了P争，6果那悖逆的天使从那里
被ǳ逐出去，而且每一与他勾6°疑Ų大之耶和d权威的天使也被赶出天庭；如今�个堕落了的仇
Ň，乃是一切关心上帝和他�子利益之生灵的仇Ň。 {SR 30.1}

他�告«他�二人：撒但蓄意要陷害他�，所以他�必需戒y，因�他�可能与那堕落的仇Ň	
生接触；然而只要他�¯服上帝的命令，他就无法B害他�，因�如有必要，天上的每一个天使都
必来援助他�，不�他加害于他�。但如果他�Ɵ背了上帝的命令，撒但就有权�常来ƐŃ，迷
惑，并麻v他�了。如果他�始N�定8付撒但初步的侵Ţ，他�便可象天上的使者一�安全无
虞。 但如果他�向那#探者�步，那位既不Ĉ容崇高天使的主也决不会Ĉ容他�。他�必é受自己
犯罪的刑Ʊ。因�上帝的律法是与他自身同�神圣的，所以他要一切在天上和在地上的都�
¯
命。 {SR 30.2}

天使警戒夏娃在工作�不可离开丈夫，因�她可能遇��个堕落的仇Ň。如果彼此分开了，他�
就要比同在一起�危»更大。天使嘱咐他�要ö格地遵守上帝关于分别善 ą所�他�的指示，因
�他�完全¯命就是安全的，�堕落了的仇Ň也就没有能力欺ġ他�。上帝不容e撒但不断用#探
&逼那
圣洁的夫ĵ。他只能在分别善 ą那里接近他�。 {SR 31.1}

Î当、夏娃向天使保�他�决不Ɵ犯上帝的明令，因�他�以遵行上帝的旨意�至�。于是天使
和Î当、夏娃同声唱出和ǐ的圣�，当他�的歌声从幸福的伊甸园	出�，撒但也听�了他�ɢĿ
圣父与圣子的快�歌声。他一听�了，他的妒忌，仇恨，和怨毒便随之激增，于是他向他的从者表
示迫切的决心，要唆使他�（Î当、夏娃）Ɵ命，以便上帝的忿怒立即降在他�身上，致使他�ɢ
Ŀă歌!�
�造主的怨恨与咒ĺ。 {SR 31.2}

第四章�探与堕落

（本章根据 �世æ3:） {SR 32.1}

撒但取了蛇的形状，&入伊甸园。蛇原是一种�着翅膀的美g的�物，在空中K翔�宛如一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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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它不是在地上爬的，却到E往来K行，并象人一�以果子�食物。撒但&入了蛇身，并£据在
那分别善 的ą上，从容地开始食用其上的果子。 {SR 32.2}

夏娃起初不知不�地在工作�离开了她的丈夫。当她	��一事��，虽然感到自己或e有危
»，但她却又想到自己即使未曾留在丈夫身<，依然是安全的。她自以�有智慧和能力知道何�有
ƽ患ď到，并予以8付。天使曾�警告她不可如此行。不久夏娃	自己竟以好奇和Ŀı的心理凝
@着禁ą上的果子。她看到那果子是可�的，于是便自己推想着：�什么上帝那么明确地禁止他�
不可吃也不可摸呢。�正是撒但的机会。他似乎是能猜中夏娃的心事，就
她�：“上帝ȃ是真�，
不e你�吃园中所有ą上的果子么？”他��用柔和悦耳的�h，并以有如音�般的声j向§奇的夏
娃b�， 她一听到蛇b�就吃了一§。蛇称Ŀ她的美g与非常可�，�在夏娃听来并不是不高兴
的。但她§异不置，因�她知道上帝并没有ǩ�蛇有b�的能力。 {SR 32.3}

夏娃的好奇心被引�了。她非但没有立�逃避，反而要œ耳听蛇b�。她没有想到�可能就是那
堕落的仇Ň利用蛇�媒介。事�上b�的并不是蛇，而是撒但，夏娃受了Ɗ惑，听了ʔ媚，就被迷
住了。如果她遇�一个有威Ɠ而形状姿o与天使相似的人物，她就必有所警惕了。那陌生的声音本
8促使她赶回到她丈夫身<，去(他�什么那蛇竟如此熟稔地向她b�。但她却与那蛇ǽV起来。
她回答他的(2�：“园中ą上的果子我�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ą上的果子，上帝曾�：你�不
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死。”蛇回答�：“你�不一定死；因�上帝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
亮了，你�便如上帝能知道善 。” {SR 33.1}

撒但要灌Ė�一思想：他�吃了禁果，便可得到一种新奇而更�高Õ的知�，是他�前所未有
的。自从他堕落以来，�一直是他的特殊工作----就是要¡使人ɓ探全能者的Ĳ秘，
上帝所Ķ示的
表示不M，
他的吩咐不留心遵守。他要引Ɗ他�Ɵ犯上帝的命令，然后使他�相信他�正&入了
奇妙的知�园地。�完全是幻想，也是卑鄙的欺ġ。 他�不明白上帝所曾�Ķ示的，并且无@于他
明确的命令，而渴望不靠上帝就得着智慧，并÷求明白他凭自己美意所没有�予人类的。他�因自
己的&步思想而自ƿ得意，并因自己虚幻的哲学而心醉神迷，但
于真的知�却正如在深夜中摸索
一般，他�“常常学f，N久不能明白真道。”提摩太后R3:7 {SR 33.2}

上帝的旨意原是不要�
无罪的夫ĵ具有任何罪 的知�。他曾大量地将善的ǩ�他�，却扣留
了 的。夏娃U�蛇的�是有智慧的，并接受了那大胆的主9：“你�不一定死，因�上帝知道，你
�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便如上帝能知道善 ”----竟将上帝当作是�ƕ的。撒但胆敢暗示�上
帝已�欺ġ了他�，要限制他�免在知�上提高而与他自己同等。上帝�：你�吃了，就必定死。
蛇却�，你�吃了“不一定死。” {SR 34.1}

那#探人的向夏娃保�：她一吃了那果子，就必得着一种新的更高超的知�，足以使她与上帝同
等。他%她注意他自己。他随意地吃了那ą上的果子，	它非但毫无害E，而且美味可口，兴ø
异常，并告«她上帝之所以不e他�Ņ也不e他�摸它，乃是因�它含有授与智慧和能力的奇妙S
素，因�上帝深知它�奇妙的物S。他�明他�得��能力的原因，就是因�他吃了上帝所禁止他
�吃的那棵ą上的果子。他示意�上帝不会真按照他的�而行。那只是一种恫吓，要ȑ迫他�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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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高尚的利益。 他更告«他��他�是不可能死的。他�不是吃�了那使人�生不老之生命ą的
果子么？他�上帝是欺ġ他�，要阻止他�&入更高尚的福境和�得更卓越的福�。那#探人的将
果子摘了下来，Ƒ�夏娃。她把它接到手里。那#探人的�道：你看，你�本来W摸�果子都不可
以，免得你�死。他告«她�，她就是吃了�果子，也不会比摸它的�候更有遭殃或死亡的感�。
夏娃因�当�没有感到上帝不喜悦的征兆，便壮起胆来了。她U�那#探人的所b的�都是Ť明正
确的。她吃了，并且感到那果子是令人喜�的。那果子既美味可口，同�她也想象自己心内已�体
�到它的奇妙功能。 {SR 34.2}

夏娃�成�探人的

于是她就自己摘下果子来吃了，并以�自己已感到那禁果兴ø的影响，似乎m生了一种新奇高超
生活的活力。当她双手捧着那禁果去找她丈夫�，她是在一种奇特而不自然的激ø之中。她向他述
�了蛇的智慧言¼，并希望立即将他*到那分别善 ą那里去。她告«他�：她已�吃了那禁果，
非但毫无死亡的感�，反而体�到一种愉快的兴ø的效力。夏娃一旦Ɵ命，她就成�造成她丈夫Ò
亡的有力媒介了。 {SR 35.1}

我看�Î当�上涌一Ĭ愁容。他¥出恐惧震§。他心里¥然在&行着斗争。 他告«夏娃他确信
�就是他�所曾�得到警告要防y的仇Ň，果真是的�，她就一定会死。但她却向他Ǉ重�明：不
但毫未感到不良的影响，反而�得有一种极美好的效能，并ǷÎ当也吃。 {SR 35.2}

Î当十分明了他的配偶已�Ɵ犯了那用以考�他�的忠ȵ和�心的唯一禁令。夏娃分ǽ�：那蛇
�他�不一定死，他的�必是真的，因�她并未感到上帝不喜悦的征兆，反而具有一种她所想象是
Ú天使所有的愉快感。 {SR 36.1}

Î当懊悔夏娃离开了他身<，但在事情已成定局，他必é与他所深�而朝夕相E的配偶分离
了。他怎能忍心��作呢？他
夏娃的�情是�强的。于是他在全然灰心�望之下决定与夏娃共存
亡。他推想夏娃乃是他的一部分，既然她必é死亡，他也要和她同死，因�他不忍与她分离。他缺
少
慈悲仁�之�造主的信Ÿ心。他没有想到那位从地上ů土中将他造成具有活Ǔ英俊的形体，又
曾造出夏娃作他配偶的上帝，足能供Ó她的Ā缺。那条Ť明的蛇的�不可能是真的吧？��夏娃站
在他的面前仍象在没有Ɵ命之前一�地美g可�；也似乎是一�的天真无邪。她向他表示了�比在
Ɵ命之前更大更高的�情，作�她吃了禁果的功效，而他在她身上也看不出什么死亡的迹象。她向
他述�那果子所�予的快感，以及她是如何地,烈�他，因此他便决意冒»不ä后果。他接�果子
来很快地吃了，也象夏娃一�，并没有立�感到不良的影响。 {SR 36.2}

夏娃曾以�她自己足能分辨是非。 那&入更高知�境地的�分希望，曾¡使她U�那蛇乃是极其
关心她利益的特殊良友。如果她曾事先÷找她的丈夫，二人一同将蛇的�告«他�的�造主，他�
就必立即脱离蛇的狡猾#探了。主不愿他�去考l那分别善 之ą的果子，因�那�，他�就必遇
到那*有假面具的撒但了。他明知如果他�不去摸那果子，他�就必�
地安全无虞。 {SR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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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主权

上帝曾将有关分别善 ą的事指教我�的始祖，他�也曾得到充分的指示V到撒但的堕落，以及
听从他建Ê的危»。他并没有剥ƪ他�吃那禁果的力量。他�他�可以自由地相信他的�，听从他
的命令而得以存活，或相信那#探人的，因而Ɵ命自取Ź亡。6果他�二人都吃了，而他�所得到
的大智慧，却是罪 的知�和有罪的感�。那掩�他�的光ƾ很快就消逝了，于是他�就感到自己
有罪，并因失去那神圣掩�而不禁ȟ抖了，他�便w法要遮盖他�的赤身露体。 {SR 37.1}

我�的始祖宁愿听从他�所自以�是蛇的�；其�蛇并没有�他�什么�的明�。他并没有�他
�的幸福或利益作�什么，而上帝却早已将一切好作食物也悦人眼目的.西ǩ�他�了。到E眼所
�的虽尽是丰盛和美g；然而夏娃仍被蛇所ġ，以�上帝�保留了什么足使他�Ť明象上帝一�的
.西，她不信Ÿ上帝， 反而°疑他的良善而听信了撒但的�。 {SR 37.2}

Î当犯罪之后，他起初似乎感到自己确已升到一种新奇而更�高超的生活境地了。但�不久他一
想到自己所犯的罪，便不禁恐慌起来。那向来温和的空气似乎使他�感到寒冷了。那有罪的夫ĵ具
有了罪 的感�。他�
于前途感到恐惧，同�感到缺乏，心灵荒凉。�去所享有甜蜜的仁�，平
安，与知足的福�似乎离开了他�，取而代之的乃是他�所从未感到�的缺欠。��他�才7移注
意到自己的外表。�去他�是不穿衣服的。只披着一Ç荣光，象天使一�。�曾��Ƨ他�的荣光
已�消逝了。他��要解除自己所有的缺乏和赤裸的感�起�，便注意到要w法遮盖自己的身体，
因�他�怎能赤身迎�上帝和Ú天使呢？ {SR 38.1}

他�的罪 ��在他�面前露出了真相。他�Ɵ犯上帝明确命令的罪，��¥得更清楚了。Î当
õ怪夏娃离开他身<，并受蛇欺ġ的愚妄行�。但他�二人都自欺自慰，-想那曾将万物ǩ�他�
要使他�快�的上帝，或e�能因他
他�所有的大�而原Ű他�的Ɵ命，他�的刑Ʊ或e不致于
那么可怕。 {SR 38.2}

撒但因自己的成功而欣喜。他已�引Ɗ那女人不信Ÿ上帝，°疑他的智慧，并企0探究他全智的
O划。他又借着她造成了Î当的失Ò，6果使Î当因�夏娃而Ɵ背上帝的ɕ命，与夏娃一同堕落。
{SR 38.3}

人类堕落的消息F遍了天庭----每一个金琴都寂静无声了。Ú天使在悲愁中从�上脱下了他�的冠
冕。全天庭都激烈震�了。Ú天使都因人类以如此卑鄙的忘恩ï¶来Z答上帝的丰厚恩ǩ而感到B
痛。于是就Å行了一次会Ê，来决定8当如何E理�一
有罪的夫ĵ。Ú天使惟恐他�伸手摘食生
命ą的果子，而就此永=延�罪 的生活。 {SR 39.1}

耶和dō(了Î当、夏娃，并向他��明他�Ɵ命的6果。当他�听到上帝威ö的ď格，便w法
藏身、Ž避他的ƞ察；然而他��去在无罪和圣洁的状o中，却是欣喜迎�他的，“耶和d上帝呼ǝ
那人，
他�：你在哪里？他�：我在园中听�祢的声音，我就害怕，因�我赤身露体；我便藏
了。耶和d�：$告«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ą上的果子么？”耶和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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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2，并不是因�他需要什么x料，而是要使�有罪的夫ĵ自�己罪。你是怎�!成了可耻而害
怕的呢？Î当承U了自己的罪，但不是因自己的ö重Ɵ命而痛悔，而是要Ą咎于上帝。“祢所ǩ�
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ą上的果子�我，我就吃了。”于是有�
女人�：“你作的是什么事
呢？”女人回答�：“那蛇引Ɗ我，我就吃了。” {SR 39.2}

咒i

于是耶和d
蛇�：“你既作了�事，就必受咒Ȯ，比一切的牲畜野Ż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
N身吃土。”蛇原来�比野地的各��物�高，如今却要降低在它�之下，并�人所深 痛�，因�
它曾充当撒但所借以行事的媒介。“又
Î当�：你既听从妻子的�，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ą
上的果子，地必�你的�故受咒Ȯ；你必N身Ĝ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你�出荆棘和蒺藜
来，你也要吃田�的菜蔬。你必汗流M面才得糊口，直到你Ą了土。” {SR 39.3}

上帝曾因他�吃了分别善 ą的果子犯罪而咒Ȯ�地，并且宣称：“你必N身Ĝ苦，才能从地里得
吃的。”他曾将善的分ǩ�他�，却扣留了 。如今他宣称他�要吃苦，那就是要N身体�到 。人
类从那�起，要常被撒但的#探所困。上帝�Î当安排了一种N身Ĝ苦焦Ĺ的生活，来代替他�去
所享有幸福愉快的操作。他�将要遭受失望、ĨB、与痛苦，而N�于Ź亡。他�原是用地上的ů
土造的，仍必Ą于ů土。 {SR 40.1}

他�也得到通知，必定Ǜ失自己的伊甸家园。他�已�受了撒但的欺ġ并听信了他的�，以�上
帝也会�ƕ。他�已�因自己所犯的罪而�撒但开了路，使他得以更容易地接近他�，所以再�他
�留在伊甸园乃是不安全的，以免他�在有罪的状况之下使用生命ą，以致永久延�罪 的生活。
他�虽然承U自己已�完全Ǜ失
于伊甸�园的权利，却仍要求准e他�留在那里。他�保�今后
要�
¯服上帝。但他�得到通知，他�从无罪落到有罪的�程中，所�得的不是力量，而是极大
的ë弱。他�在圣洁，幸福，而清白无罪的状o之下既未保持自己的正直，如今在自�有罪的情况
下，就必更缺少能力来�持真Ċ与忠¯了。他�充M着最深刻的痛苦与懊Ǜ。他���才体�到罪
 的刑Ʊ乃是死亡。 {SR 40.2}

天使奉命立即防守生命ą的道路，撒但苦心孤ʝ的O划，乃是要Î当、夏娃在Ɵ背上帝，而招致
他的不悦之后，�能吃生命ą的果子，以便永久延�罪 的生活。但圣洁的天使却奉差遣去阻止他
�通往生命ą的道路。�些天使四面ĝ光，宛如耀目的刀Ã。 {SR 41.1}

第五章救'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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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Ú生既U知人已�失Ǜ，而且上帝所�造的世界将要充M注定遭受痛苦、疾病、与死亡的人
群；犯法的人也没有出路，天庭便充M了ĨB。Î当全家必é死亡。我看到可�的耶ɗ，并看�他
�上有同情和ĨB的表情。不久我又看�他就近那�Ƨ天父的极ƾ煌的光荣。陪同我的天使�，他
正与他的父作4密的交¼。当耶ɗ和天父会¼�，Ú天使的焦Ĺ似乎非常�9。他曾三次被那�Ƨ
着圣父的光ƾ所包¦，当他第三次从父那里出来�，他的形体就可以看清了。他的容貌是恬静的，
没有一点困惑与°疑，却ȴ	着慈祥与仁�，是言h所无法形容的。 {SR 42.1}

于是他向全体天使�明：一条�失Ǜ之人逃避的生路;已划出。他告«他�，他曾�ȶ求他的
父，并已献上自己的生命作�ɂ价，并4身担ï死亡的刑Ʊ，使人可以靠他而得蒙赦免；人可以靠
他宝血的功Ĝ，和¯服上帝的律法， 而得蒙上帝的喜悦，并得蒙引3&入那美g的�园，吃生命ą
的果子。 {SR 42.2}

起初Ú天使不能¾幸，因�他�的元ì没有向他�Ĳȭ什么，却向他�解Ĥ救恩的O划。耶ɗ告
«他�他将要立身在他父的忿怒与罪人之�；他将要担ï罪 ，遭受蔑@，而且只有少数人要接ř
他�上帝的儿子。几乎全体人类都要恨 并且拒�他。他要将他所有的荣耀全都留在天上，而以人
身出在地上，既虚己�人，就要4身体�到人类所遭遇的种种#探，以便知道如何搭救凡遭受#
探的人；而且最后在他身�教D的使命完成之后，他将要被交在世人的手中，忍受撒但和他的使者
所能鼓� 人加害的一切残虐和痛苦；他要�受最残酷的死刑，而以犯罪的罪人身分Ǐ挂于天与地
之�；他要忍受数小�最激烈的痛苦，甚至天使都不忍|看而要蒙上自己的�。他不¹要忍受肉体
上的痛苦，而且�要忍受精神上的惨痛，是肉体上的痛苦所不能与之相比的。全世界的罪担都要²
在他的身上。他告«他�他必死并要在第三天复活，然后升到他父那里去�迷路的罪人代求。 {SR

43.1}

唯一的救恩之路

Ú天使都俯伏在耶ɗ面前。他�献上自己的生命，耶ɗ向他��明：他将要借他的死拯救多人，
但一个天使的生命却不足以ǥ�罪ǡ，唯有他的生命才能作�人类的ɂ价而得蒙他父的悦ř。 耶ɗ
也告«他�：他�也有自己当尽的本分，就是与他同在，不�加强他的能力；他要取得人类堕落了
的性S，因此他的能力甚至�赶不上他�的；他�也要4眼目睹他的屈辱和大痛苦；而且当他�看
到他的受苦以及世人
他的仇恨�，就必大�激ŋ，并因�他而想要·救他脱离那些Ë害他的凶
手；但他�万不可出面干涉，以0阻止所�到的任何事件；他�将要在他复活�参加一分；�救恩
O划;已定妥了，而且他的父也已接受了�个O划。 {SR 43.2}

耶ɗ*着圣洁的悲B，安慰并鼓舞了Ú天使，又告«他�将来凡他所要救ɂ的人都要与他同在，
而且他要借他的死救ɂ多人并ūŹ那掌有死亡权^的魔鬼。他的父也要将国度和天下整个宇宙都ǩ
�他，永永==Ą他所有。撒但和罪人都要被ūŹ，永不再ƴŃ天庭和那洁³了的新地。耶ɗ嘱咐
天p要n�他父所已�接ř的O划，并要因堕落的人类能借他的死而被提高，得蒙上帝的喜悦并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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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天国而�喜快�。 {SR 44.1}

于是喜�----�不出来的喜�，就充M了天庭。天p高唱ɢĿ和崇拜的ă歌。他�ķ奏金琴，并�
唱音j�比以前更高的ă歌，因�上帝有Ų大的恩慈与Ȃ虚，竟舍得�自己的�子�背叛的族类受
死。有Ŀ美与崇拜因耶ɗ的克己Ǿ牲而涌出； 因他竟同意离开他父的°抱而宁愿Ɂ:受苦受 的生
活，最后�要受耻辱的死亡而将生命ǩ�他人。 {SR 44.2}

天使�：“你以�父放弃他的�子是没有��一番Ƥ扎的么？不，不。即使天上的上帝也��了一
番斗争，要决定或�有罪的人Ź亡，或舍出他的儿子�人而死。”Ú天使也十分关切人的得救，他�
当中也	有e多愿意�将亡之人放弃自己的荣耀，并Ǿ牲自己的生命的，那陪伴我的天使�：“然
而那是无Ĕ于事的。由于所犯的罪极大，天使的生命不足以抵ɂ。除了他儿子的死亡和代求，别无
他法ǥ��ǡ，并拯救Ǜ亡之人脱离那毫无希望的ĨB与痛苦。” {SR 45.1}

但是Ú天使却有一定的工作派�他�，要从荣光之中*着能力的恩膏上去下来，在上帝儿子遭受
苦 �Ǭ慰他，伺候他。同�，他�的工作乃是要�Ð并保守承受恩典的人�脱离 使者，以及撒
但所常用以包¦他�的黑暗。我看出上帝不可能更改他的律法，来拯救失Ǜ将亡的人类；因此，他
容忍他的�子�人类的罪行而死。 {SR 45.2}

撒但和他的使者一同��，因�他竟能使人堕落，借此将上帝的儿子从他崇高的地位上拽下来。
他告«他的使者�，耶ɗ一旦取了堕落之人的性S，他就能×�他，并阻止救恩O划的完成。 {SR

45.3}

我蒙指示，看到撒但一度原是快�，崇高的天使的形状。后来我又看到他的状。他依然n有君
王般的形o，他的容貌仍然是高Õ， 因�他ĸ竟是一个堕落了的天使。但他�上的表情却M是焦
Ĺ、操心、不快、狠毒、仇恨、ȧȠ、狡猾，和各�的邪 。我特别注意到那一度极�高Õ的Š
�。他的前Š从眼睛上面就开始向后œ斜。我看�他因�久�向邪 ，以致每一个善良的本S都已
Ò坏，而每一邪 的特性都已�养成了。他的眼睛是狡猾，奸Ƞ的，表出洞若|火的明察力。他
的体格魁梧，但他�上和手上的肌肤松ë。我看到他的�候，他用左手托着下ʛ。他似乎是在沉思
默想。�上露出一种令我	抖的ɳ笑，那�在表着十分的邪 与鬼魔般的狡猾。�就是每次受他
陷害之人将中他ȧO�，他所	出的一种ɳ笑，及至他将受害者牢困在他网ċ中�，�ɳ笑便越	
可怕了。 {SR 45.4}

Î当、夏娃以Ȃ恭和�不出来的悲B离开了那美g的园子，他�未曾Ɵ犯上帝命令之前，在那里
常是非常快�的。��气氛起了改!。它不再象未犯罪之前那么固定不!了。上帝�他�穿上皮的
衣服，来保�他�避免寒冷和炎,。 {SR 46.1}

上帝永不改�的律法

全天庭都因Î当、夏娃的Ɵ命与堕落，致使全人类都落在上帝忿怒之下而悲哀了。他�已�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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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断�了交通，而陷入�望的惨痛之中。上帝的律法不能更改来适8人的需要，因�根据上帝的安
排，律法�不可失效，也不可放弃它最低的要求。 {SR 46.2}

上帝的天使奉差遣去ō(那堕落了的夫ĵ，告«他�虽然他�因Ɵ犯上帝的律法而不能保留那神
圣的基;， 就是他�的伊甸家ľ，但他�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于是天使告«他�，那曾�在伊甸
与他�交¼�的上帝的儿子，因看到他��望的情形而�了慈心，并且自愿4身担ï他�所8受的
刑Ʊ，并要�他�而死，使人可因信Ÿ基督所O划�他付出的ɂ价而仍得存活。借着基督，一扇希
望之門已�敞开了，以至ƈ使犯了重大罪 的人，也不致落到撒但的�
ɖ制之下。
于上帝儿子
的功Ĝ所°的信心，必要将人提拔，使他能抗拒撒但的ȧO。恩典�期要ǩ�人，使他在��期
中，借着悔改和信靠上帝儿子救ɂ之功的生活，得以从Ɵ犯天父律法的罪得ɂ，并因此而被提拔到
一定的地位，以至他遵守上帝律法的努力可得蒙天父悦ř。 {SR 46.3}

天使告«他�，在宣布他�已�Ɵ犯上帝的律法，6果使基督必é以他自己的宝Õ生命作极大的
Ǿ牲�，天上感到何等的悲B。 {SR 47.1}

及至Î当、夏娃感悟到上帝的律法是何等高超神圣，因他�Ɵ犯�律法，�拯救他�和他�的后
代脱离完全Ò亡竟必é作如此巨大的Ǿ牲；他�便ȶ求宁可�他�自己死亡，或�他�和他�的后
代忍受己罪的刑Ʊ，而万不可�上帝的�子作如此巨大的Ǿ牲。Î当的痛苦¸增了。他看出他的罪
 非常重大，甚至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道W天庭所尊荣的元ì，就是那位曾在圣洁无罪�与他同
行共�，�Ú天使所尊荣崇拜的主，竟必é因他的犯罪而从他那崇高的地位降下来受死么？ {SR 47.2}

Î当得到通知：天使的生命�不足以抵ǥ他的罪ǡ。那作�耶和d在天上和地上政权基ǉ的他的
律法，乃是同他自己一般神圣的；�了�个�故，上帝不能接ř天使的生命�ǥɂ犯法之罪的Ǿ
牲。在他看来，他的律法�比那些侍立在他宝座四周的圣天使更�重要。天父不能ī除或更改他律
法的一条，以适8人堕落的状况。但那曾与父一同�造人的上帝的儿子，却能舍弃他的生命作�Ǿ
牲，承担他父的忿怒，借此�人奉献得蒙上帝悦ř的ɂ价。天使又告«Î当：他的犯罪既已招致死
亡与不幸，耶ɗ基督的Ǿ牲就必“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出来。” {SR 48.1}

未来的�景

有未来的重要大事Ķ示与Î当，从他被逐出伊甸到洪水�代，一直延伸到基督的第一次降世；上
帝的儿子因
Î当和他后裔的�，使他甘愿自卑取了人的性S，如此借他的屈辱而使一切相信他的
人得以高升。��的Ǿ牲足能拯救全人类；可是只有少数人愿意接受借着如此奇妙Ǿ牲所*�他�
的救恩。多数人都不肯遵从上帝�使他�在Ų大的救恩上有分而定出的条件。他�宁愿犯罪并Ɵ背
上帝的律法，却不愿悔改¯服， 及凭信心依靠所献Ǿ牲的功Ĝ。�个Ǿ牲具有无限大的价�，能使
接受的人�比精金更�珍Õ，甚至使人比俄斐的Æ金更�Õ重。 {SR 48.2}

Î当得以展望到往后的世世代代，并看到罪 、愆尤、与ƶɺ的激增，因�人将要依从自己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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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癖性去Ɵ背上帝的神圣律法。他得悉上帝的咒Ȯ因人的�]犯法而越来越沉重地ď到人类、牲
畜、和全地。他得悉罪孽与残暴的事虽仍与日俱增；然而在此人类痛苦与灾ƽ的一切情^之下，却
有少数人保存U�上帝的知�，并在流行的Ò德中保持Æ正清白。Î当N于3悟到什么是罪----就是
Ɵ背律法，并得悉人类必因Ɵ法而致造成道德、心智、和身体方面的退化，直到全世界要充M人类
各式各�的不幸。 {SR 49.1}

人将要因自己Ɵ背上帝公¶律法的罪行而致寿命减短。人类N于大大退化，甚至¥然卑劣，而几
乎毫无价�。他�大都因放ƈ肉体的情欲而致不能ı�到髑ɞ地的奥秘，以及ɂ罪的Ų大崇高事
�，与救恩的O划。但人类虽然ë弱，他�的智力、德力，和体力虽已衰退，然而基督却信守他离
开天庭的宗旨，�]关°�懦弱、衰Ò、与堕落的人类，并邀%他�将自己的ë弱和种种大缺欠藏
在他里面。 如果他�肯来就他，他就供�他�一切的需要。 {SR 49.2}

h牲的献祭

Î当在遵照上帝的特别指示�罪献祭�，那
于他乃是极其痛苦的礼Q。他必é4手取去那惟独
上帝才能ǩ予的生命，而借以�罪献祭。当他看到那血淋淋的祭牲在垂死的痛苦中Ƥ扎着，他便要
凭信心仰望到那祭牲所À表的上帝的儿子，将要作�人类的Ǿ牲舍命。 {SR 50.1}

上帝所命定的�种祭礼，要不住地使Î当想起他的罪来，也要作�他痛悔U罪的表。�个Ë害
祭牲的Å�，�予Î当
自己的犯罪以更深刻更完全的U�；那是除了上帝�子的死，别无他法足
能Óɂ的。他因上帝付出如此重大ɂ价来拯救罪人所表的无限良善和无比慈�而感§奇。Î当在
Ë害那无辜的祭牲�，他感�好象是他在4手流上帝儿子的血。他深知如果他仍然保持
上帝忠Ċ
不移，Ǚ守他神圣的律法，人类或Ż类就都不至于死亡。然而在�À表上帝�子Ų大而完全之Ǿ牲
的祭礼中，却出了希望的星，照明了那黑暗而可怕的未来，解救了它脱离了全然的�望和Ò亡。
{SR 50.2}

当初每一个家庭的家�，都U�是自己一家之主和祭司。后来，当人类在地上增多�，ª由上帝
所指派的人�Ú人Å行了�一个öǮ的献祭崇祀。 罪人当因祭牲的血而�想到上帝儿子的宝血。祭
牲的死将要向Ú人�明：罪的刑Ʊ乃是死。罪人要借Ǿ牲的礼Q承U自己的罪，并仰望祭牲所À表
的上帝儿子所作Ų大与完全的Ǿ牲。若没有上帝儿子ɂ罪之功，上帝的福祉或救恩就不可能Fi�
人类。上帝éX�他律法的尊ö。Ɵ背律法造成了上帝与人之�可怖的隔ɾ。当初Î当在清白无罪
情况之下，得蒙ǿ予和�造主保持直接，自由，而愉快的交往。在他犯了罪之后，上帝便要借着基
督和Ú天使与人交往了。 {SR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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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与�伯及其所献的祭

(本章根据 �世æ4:1-15) {SR 52.1}

Î当的两个儿子，CĲ和Î伯，在性格方面大不相同。Î伯敬畏上帝。CĲ却°有悖逆的情Ģ，
并且因那向Î当所宣布的咒Ȯ，又因�他的罪使地受咒Ȯ，而埋怨上帝。�两兄弟曾�受教，明白
有关拯救人类所作的安排。他�奉命要�行一种Ȃ虚¯命的制度，就是宰Ë羊群中�生的，*着血
正式地献�上帝作�燔祭，借此表示他�尊崇上帝，并且信Ÿ那位8e的“救ɂ主，”�个Ǿ牲将要¡
使他�不断地想起自己的罪，以及那位要来�人类作Ų大Ǿ牲的“救ɂ主。” {SR 52.2}

CĲ将他的供物献在主面前，但心中
于上帝所8e的“Ǿ牲”却充M了怨尤和不信。他不愿ö格
地遵循¯命的O划，去取一只羔羊，将它和地里的出m一同献上。他¹¹拿来地里的出m，而无@
于上帝的命令。上帝曾向Î当�明：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CĲ并不特别留意，甚至也不献上
最r良的土m，Î伯Ƿ他的哥哥不可不*祭牲的血到主面前来。 CĲ既身�兄�，就不听他弟弟的
�。他藐@他的Ƿɕ，并
献祭Ɠ式的必要心存°疑与埋怨之念，献上了他的供物。但是上帝却不
悦ř。 {SR 52.3}

Î伯遵照上帝所吩咐的，*来他的羊群中�生的，和羊的脂油；并
那位要来的弥´Î充M信
心，又以Ȃ虚的崇敬献上了他的供物。上帝看中了Î伯的供物。有一道光从天上ĝ下来，将Î伯的
供物Ô尽了。CĲ却看不到什么�明表示他的供物已蒙悦ř。于是他
耶和d并
他的兄弟	怒
了，但上帝竟屈就CĲ，差遣天使来与他¼�。 {SR 53.1}

天使Ŗ(他	怒的原因，并且告«他如果他行的
，并遵从上帝所ǩ予的指示，他就必悦ř并看
重他的供物。但如果他不肯Ȃ虚地¯服上帝的安排，相信而且听从他，他就不能接受他的供物。天
使告«CĲ，上帝不看重他的供物，并不是因�上帝方面的不公平或偏�Î伯，而是因�他自己的
罪和Ɵ背上帝明令的行�----而且如果他行的
，他就必蒙上帝的悦ř，他的兄弟也8听他，况且他
8当起*�作用，因�他是兄�。 {SR 53.2}

但就在CĲ受了如此忠�的教¡之后，他依然没有悔改。他非但没有因自己的不信而自õ自恨，
反而�要埋怨上帝的不公和偏心。他因嫉妒与恨 ，竟与Î伯争V起来并且õ怪他。Î伯Ȃ和地指
出他哥哥的�失，并向他�明�E全在乎他自己。但CĲ自从上帝表示悦ř他兄弟的�候起就恨 
他。 他的兄弟Î伯w法力İ上帝如何在原可�立即死亡ď到他�的父母身上�，竟救了他�的性
命，¥明上帝的慈悲，借此平息CĲ的忿怒。他告«CĲ上帝�他�，否ª他不会ǩ下他无罪而圣
洁的儿子，来担当人类因自己的Ɵ法所8承当的忿怒。 {SR 53.3}

死亡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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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伯在�上帝的O划ǽ��，CĲ却因而激怒，他向Î伯所°的ŋ恨越来越¸烈，6果竟在盛怒
之下将他Ë死了。上帝向CĲ(到他的兄弟，CĲ�出了一句罪 的ƕ言：“我不知道，我ȃ是看守
我兄弟的�？”上帝告«CĲ他知道他的罪----他熟悉他的每一行�，甚至洞悉他心中的思想意念，便

他�：“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在你必从
�地受咒Ȯ。你种地，地不再�你效力；你必流离ņŬ在地上。” {SR 54.1}

人
初次咒Ȯď到地上的影响尚�和ŝ；但如今地竟受了双重的咒Ȯ。CĲ和Î伯代表两等人，
就是¶人与 人，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从人类堕落一直到基督复ď，都必有�两等人存在。CĲ之
Ë害他的兄弟Î伯，代表 人因�¶人�比他�更好，故此嫉妒并仇恨他�。 人要嫉妒¶人，并
且逼迫他�，置他�于死，因�¶人所行的¶¥明他� 行径的不是。 {SR 54.2}

Î当的一生乃是ģ�Ĩ患，Ȃ卑，和�常痛悔的。他既教¡子ƃ敬畏耶和d，自己也常因他那造
成后代如e不幸的罪 而悲痛自õ。当他离开美g的伊甸园�，他一想到自己必定死，就不禁因恐
怖而ȟ栗了。他U�死亡乃是可怕的灾ƽ。他最先因自己的儿子CĲË死他的兄弟Î伯，而体�到
死亡ď到人类家庭的可怖事�。他因自己的Ɵ命而M°最沉痛的悔恨，又因Ǜ失了次子Î伯，并看
到CĲ乃是Ë害Î伯的凶手，再U明上帝在他身上所宣布的咒Ȯ，致使Î当因悲B而Ŧ断心碎。他
极其悲痛地�自己所犯的首次大罪而õ怪自己。他借着所8e的“Ǿ牲”而ȶ求上帝赦免。他深深地感
受到上帝
他在�园中所犯罪行的忿怒，他4自目睹那后来引起上帝N于用洪水ūŹ地上居民的普
遍性的Ò坏。�造主在他身上所宣布的死刑，当初
他似乎非常可怕，但��生活数百年之后，他
倒U�上帝6束他不幸的人生，反¥明是公¶而慈怜的了。 {SR 55.1}

Î当在落叶残花上所看到自然界腐化的初步迹象，当�所感到悲哀的深切，�比代的人悲悼死
者更甚。凋I的花朵因�原是ƌ柔脆弱的，�不至引起太深的B感，但高大，崇Ų，而��的ą木
竟也脱卸它�的叶子而腐Ī了；�呈在他面前的，乃是上帝1�人类福利而�造的佳美大自然的
普遍Ò坏。 {SR 55.2}

Î当向他的子子ƃƃ，一直到第九代， 描述了他伊甸家ľ的�妙美景，和他的堕落及其可怕的后
果，以及由于他家庭的破裂而6果造成Î伯的死，致使他感到ï疚悲B。他向他�述�上帝如何�
他�受种种痛苦，�要教Ï他ö格遵循他律法的必要，他向他�声明：罪 不V形式如何，是必定
要受到刑Ʊ的。他ȶǷ他��要¯从上帝；如果他��上帝并且敬畏他，他就必以慈怜
待他�。
{SR 55.3}

天使在Î当堕落之后，仍与他保持交通，告知救恩的O划，并�明人类并不是无法挽救的。虽然
上帝与人之�已�有了可怕的隔离，但上帝已早有安排，使人可以因他�子所作的Ǿ牲而得蒙拯
救。然而他�唯一的希望乃在于虚心痛悔的生活，以及
于上帝安排的信心。凡能如此接受基督�
自己唯一救主的人，将要因他儿子的功Ĝ而再度得蒙上帝的眷�。 {SR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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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塞特和以�

（本章根据 �世æ4:25-26; 5:3-8, 24; 犹大R14-15） {SR 57.1}

塞特是个杰出的人物，并要在行¶的事上代替Î伯的地位。然而他N究象犯罪的CĲ一�，是Î
当的儿子，而且从Î当的性格中，并没有�承�比CĲ更善良的本性。他原是在罪中生养的，但他
竟靠上帝的恩典，3受了他父4Î当的忠心指教，并在遵行上帝的旨意上荣耀了上帝。他自行与C
Ĳ腐Ò的后裔隔离，并如Î伯若仍存活所必行的一�，努力使罪人的心志7而敬畏¯从上帝。 {SR

57.2}

以ł是个圣人。他1心事奉上帝，他U�到人类大家庭的腐Ò，所以自行离开CĲ的后裔，并因
他�的罪大 极而õy他�。地上另有一班人是承U上帝，敬畏并崇拜他的。然而¶人以ł因不敬
虔分子的罪 有增无已，就非常不安，以至不愿天天和他�来往，惟恐他自己会受他�的不信所影
响，以致他的思想不能常
上帝表i他崇高圣德所8受的神圣尊敬。他既天天目睹他�践踏上帝的
权威，他的心就�之悲B。他宁可与他�隔离，并�常独自在一E，1Ċ默想祈祷。 他在上帝面前
等候祈求，要更正确地明白上帝的旨意，以便遵行。上帝借他的使者与以ł交通，ǩ�他属于上帝
的教Ï。他使以ł明白，他决不至永=容忍人的悖逆----他的旨意乃是要使洪水泛Ǵ全地，ūŹ�罪
 的族类。 {SR 57.3}

Æ洁美g的伊甸园，就是我�始祖被逐出的地方，始N保留着，直到上帝决定用洪水ūŹ全地的
�候，上帝曾建立那个园子，并且特别的ǩ予福惠，所以他本着他的美意将它从地上撤回，将来�
要把它装č得�比从地上撤回�更加荣美，送�到地上来。上帝定意要保守他完美造化之工作的�
本，不受他用以咒Ȯ全地的咒Ȯ。 {SR 58.1}

耶和d向以ł更充分地Ķ示救恩的O划，并借À言之灵¡使他看到洪水以后的世世代代，并向他
¥明那有关基督复ď和世界末日的大事。（犹14） {SR 58.2}

以ł因死人而感到心里不安，在他看来，¶人和 人都要同化�ů土，那也就是他�的6局了。
他不能清楚地看明¶人死了以后的来生。他在À言的异象中得蒙指示有关上帝儿子的事，就是他要
作�人类的祭牲而死，也看到基督Ŏ着天上的云，由天使的大p�送降ď，将生命ǩ�死了的¶
人，并将他�从坟墓里救ɂ出来。他也看到基督第二次¥�世界上腐Ò的情形---那�必有一个傲
慢，僭妄，而固Ē己�的世代，列Ĭ反抗上帝的律法，否U独一无二的主上帝和我�的主耶ɗ基
督，并蹂ɵ他的宝血，藐@他的ɂ罪之功。他看到¶人戴着荣耀尊Õ的冠冕，而 人却从主的面前
被弃�，用火焚尽。 {SR 58.3}

以ł忠�地向Ú人ò述上帝借À言之灵所Ķ示与他的一切。有些人相信他的�，并7离罪 而敬
畏崇拜上帝。 {SR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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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X�化升天

以ł在与上帝交通�，越来越属天了。他�上ȴ	着一种圣洁的光彩，在他教¡那些愿意œ听他
智慧言V的人�，�光彩常停留在他的�上。他那种属天的尊öƓ表，使Ú人望而生畏。主�以
ł，因�他�定不移地跟从他，而且憎 罪孽并,切地追求属天的知�，以便更完全地遵行他的旨
意。他渴望使自己得与他所敬畏，尊重，及崇拜的上帝有更密切地�合。上帝不愿以ł象其他的人
一�死亡，却差遣天使将他接到天上而不Ņ死味。以ł当着¶人与 人的面被提取离开他�。那些
�他的人以�上帝或e将他安置在他退Ĳ的地方了，但��殷切的搜÷，却仍找不到他，便宣告
�：因�上帝已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SR 59.2}

主在此借着Î当堕落了的子ƃ以ł的被提升天，�予人一个最重要的教Ï，就是凡凭信心仰Ÿ所
8e的“Ǿ牲”，并忠心¯服他ɕ命的人，都必得到ıǩ。 �里又�明两等人，他�要一直存在到基
督复ď----那就是¶人与 人，悖逆之徒和忠ȵ的人。上帝必要5念敬畏他的¶人。他要因他�子的
�故，尊重并且荣耀他�，ǩ�他�永生。但那些蹂ɵ他权威的 人，他一定要将他�从地上剪除
ūŹ³尽，使他�Ą于无有。 {SR 59.3}

在Î当从完全幸福的状况落到痛苦与罪 的情形之后，人类便有灰心�望的危»，要	(�：人
类既然被²在沉重的咒Ȯ之下，而死亡乃是你我各人的分，“遵守上帝所吩咐的，在……耶和d面前
苦苦ɬ戒有什么益E呢？” Ę拉基R3:14 但上帝所ǩ�Î当，再由塞特重述，而又�以ł所��的
教Ï，却已将幽暗的阴影ǳ散，�予人类希望：正如死是从Î当而来，靠着那位8e的救ɂ主耶
ɗ，也必得到生命和不朽的永生。 {SR 60.1}

一般失去勇气的忠心之人从以ł的事例上可以受教，看明他�虽然生存在腐Ò有罪，而且公然大
胆反叛他��造主上帝的人中�，只要他�肯¯从他，ɹ信那位8e的“救ɂ主，”他�仍能象忠心的
以ł一�行¶，�上帝所悦ř，最后并被提到他天上的宝座那里。 {SR 60.2}

那使自己=离世俗，多用��祈祷并与上帝交通的以ł，代表生存在末日并与世俗隔离的上帝的
忠ȵ子民，不¶的事将要在地上盛行到可怕的程度。 人�将要尽情¯随他�腐Ò心意的幻想，并遂
行他�欺人的哲学，而反抗上天的权威。 {SR 60.3}

上帝的子民必=离他�周¦之人不¶的行�，并追求思想的Æ洁与
他旨意的圣洁¯服，直到他
神圣的形象在他�身上反映出来。他�必象以ł一�，准y被接升天。他�在致力于教Ï并警告世
人�，自己决不附和不信之人的精神和f俗，却要借自身圣洁的言行和敬虔的榜�定他�的罪。以
ł的被接升天，正是在世界被洪水ūŹ的前夕，�À表一切活着的¶人，将要在地球被火焚Ô之前
被接升天。Ú圣徒要在因他�忠ȵ守上帝公¶的ɕ命而恨 他�的人面前得到荣耀。 {SR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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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洪水

（本章根据 �世æ6; 7; 8; 9:8-17） {SR 62.1}

塞特的后裔得称�上帝的儿子；CĲ的后裔却被称�人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与人的儿子�混合
在一起，他�就�向Ò坏了，并因与他�通婚而由于妻子的影响，就Ǜ失了自己那种特殊，圣洁的
品格，以致与CĲ的儿子�一同敬拜偶像。e多人ð弃了敬畏上帝的心，便践踏他的ɕ命。但仍有
少数人行¶，敬畏并尊荣他�的�造主；挪Î和他一家就列在�少数¶人之中。 {SR 62.2}

人类如此罪大 极，并已增�到如此可怕的程度，以致上帝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因�他看到人的
罪 很大，N日所思想的尽都是 。 {SR 62.3}

主在洪水之前一百多年，就派遣天使到忠心的挪Î那里去，叫他知道他将不再怜惜�Ò坏的族
类。但他却不�他�
他的O划一无所知。他要教Ï挪Î，使他成�忠心的F道人，去警告世人关
于那行将来到的ūŹ，好叫地上的居民无可推ʚ。 挪Î要向Ú人F道，同�也要遵照上帝的指示，
Ày一个方舟，�要救自己全家。他不但要F道，也要借他建造方舟的榜�，使人人相信他确信他
所F的道。 {SR 62.4}

敬畏并¯从上帝的人并不止挪Î和他全家。但挪Î是地上最虔Ċ圣洁的人，所以上帝保全他的性
命，要他在建造方舟并警告世人有关行将ď到的厄G上Ē行他的旨意。挪Î的祖父Ę土撒拉，一直
活到洪水的那年；�有其他相信挪Î所F并帮助他建造方舟的人，是在洪水泛Ǵ地上以前死去的。
挪Î借他所F的道和建造方舟的�例，定了世人的罪。 {SR 63.1}

上帝�予一切愿意的人一个悔改而7向他的机会。但他�不肯相信挪Î所F的道。他�嘲笑他所
F的警告，并ʉȝ他在旱地上建造那巨大船只的事。挪ÎǷ他的同胞&行改革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但他竟作了一百多年�忍的努力，要使人悔改Ą向上帝。他敲在方舟上的每一Ƚ都是在向人F道。
挪Î一面指¡工作，一面F道，同��作工，而Ú人却§奇地|望着，并把他看�宗教狂,者。 {SR

63.2}

建造方舟

上帝将方舟的准确尺寸和建造的�明都ò�告«挪Î。在e多方面它的Ř造都不象一只船，却象
一座房屋，其基ǉ形状象一只要漂浮在水上的船。方舟两旁没有窗。它共O三Ç高，而光a却都从
Ä上的一个窗k射&去。 門开在一<。那1供装'各种�物的船ȼŘ造，使船Ä窗k的光可以射入
各E。方舟是一种千百年不朽Ī的柏木或歌斐木造的。它是非常牢固耐久的建筑物，是人的才智所
不能	明的。wOD是上帝，建造D是挪Î。 {SR 63.3}

挪Î在竭尽一切所能使各部分工程正确完成之后，若要使方舟本身�受得起上帝的烈怒所要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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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的暴)雨，仍是不可能的。完成建造的工作是ŝ慢的�程。每一�木料都要�密地契合，每一
道ǣ隙都要抹上松香。凡人所能使工程完善的事都作到了；但尽管如此，仍只有上帝才能借他神奇
的能力，在那汹涌澎湃的巨浪中保全�建筑物。 {SR 64.1}

有e多人初�表面上接受了挪Î的警告，然而却没有真Ċ悔改完全7向上帝。在洪水未来之前，
有一段作�他�Ĉ限的恩典�期ǩ予他�要受考�和#Ŕ。6果他�未能�受考�，当�流行的腐
化×�了他�，他�N于和其他Ò坏的人一同ʉʪ并嘲ĺ忠心的挪Î。他�不肯放弃他�的罪，却
持]他�的多妻制并放ƈÒ坏的情欲。 {SR 64.2}

他�的恩典�期很快就要6束了，世界上不信和ʉʪ的居民，将要看到上帝神能的特别表。挪
Î已�忠心地遵循上帝所�他的命令，方舟已�完全依照上帝的指示竣工了，他已�ʒ藏巨量的食
物以供人和�物的需用。 �事完成之后，上帝吩咐忠心的挪Î�：“你和你的全家都要&入方舟，因
�在�世代中，我�你在我面前是¶人。” {SR 64.3}

	物�入方舟

天使奉差遣从森林和原野集合上帝所�造的�物。天使在前面引3着�些�物，它�便一公一
母，两个两个地跟在后面，洁³的�物每种七
，�些�物，从最凶猛的到最ɚ良的，都安静而ö
Ǯ地走&了方舟。天上云集了各种各色的Kě。它�也K到方舟来，一公一母，两个两个地&去，
洁³的Kě每种七
。世人§异不置地|望着----有些人感到恐惧，但他�已因悖逆而成�十分�硬
的，以致上帝能力的�一重大表在他�身上也只有短ť的影响。�些�物ñ]&入方舟��七日
之久，挪Îª在忙着将它�安置在y妥的地方。 {SR 65.1}

当那厄G已定的人类看到阳光普照，大地几乎有如伊甸园一�的美g�，他�便借狂�作�ǳ散
他�不断增加的恐惧，似乎要借凶暴的行�鼓舞那;已	作的上帝的忿怒降在他�身上。 {SR 65.2}

在��都已ĭy，方舟的門可以关Ľ了；原来那門是挪Î无法从里面关Ľ的。嘲笑的群Ú看�
有一位天使从天而降，身披ĝ�般的光ƾ。他关Ľ外面那巨大的門，然后又升回天上去了。 {SR 65.3}

挪Î一家在方舟里停留了七天之后，雨水才开始降在地上。 在�段��内，他��他��久住在
方舟里度�洪水泛Ǵ全地的�期作了安排。�几天也正是不信的群Úɯ慢狂�的日子。他�想挪Î
的À言既没有在他&入方舟之后立即8�，因此他必定受了迷惑，而且世界也不可能被洪水所ū
Ź。在此以前，地上从来没有落�雨。水上常有Ƹ气上升，上帝使之在夜�如同露水下降，滋ŏ草
木，使之生�繁盛。 {SR 65.4}

他�虽然目睹上帝能力的非常表，�物反常地从森林和原野出来，&入方舟，以及上帝的使者
披着光ƾ和非常的威ö降ď，将門关Ľ；但他�依然硬着心Ŧ，并照常÷�作�，而T看神能的¥
著表。 {SR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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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暴雨突�

但到了第八天，天空!�幽暗了。隆隆的雷声和ĝĝ的�光开始使人Ż§恐万状。雨水从他��
上的云彩中œ降下来。�是他�所从未��的，因此他�§得魂K魄散了。e多野Ż§ʁ如狂，横
街直冲，它�所	ó乱的ƿ声似乎在�自己的命G和人类的劫数呻吟号哭。暴)雨越来越¸烈了，
直到雨水犹如瀑布洪流一般从天上œ盆而降。从江河ŉ起，水漫山谷。深渊裂开，水从地下ţ出，
力大无比，将大石抛Ȼ天空， 竟i数百尺之高，落下�就深埋地下了。 {SR 66.2}

Ú人首先看�自己4手所作的工程被ū。他�的壮g建筑，和安置偶像的d美园林，都被天上来
的�光所摧ū了；碎瓦残碑遍地皆是。他�曾在ȡ林中建立祭Ƙ，1供崇拜偶像之用；他�也曾在
�些Ƙ上献活人�祭。上帝所憎 的�一切，都在他�面前被他的烈怒所摧ū了，使他�都在�造
天地的永生上帝的能力面前ȟ抖，并叫他�知道：他�之所以招致Ź亡，乃是因�自己所行的可憎
之事以及那崇拜偶像所献的恐怖的Ǿ牲。 {SR 67.1}

暴)雨的猛烈加¸了，狂)暴雨的Ɛ乱中夹ó着那曾�T@上帝权威之人的哭号声。ą木、房
屋、大石、和泥土到E乱K。人Ż恐慌之状，决非言h所能形容。甚至W那不得不留在暴)雨中的
撒但，也深恐自己的性命 保。他曾因控制�么强大的族类而欣喜，也希望他�一直活下去，&行
他�那些可憎的事，并加�反抗天上的上帝。��他咒ĺ上帝，«�他是不公¶而残忍的。e多人
也象撒但一�ɯʀ上帝，如果可能&行叛乱的�，他�巴不得将他从ƫ判的宝座上推下来。 {SR 67.2}

在e多人ɯʀ并咒ĺ他��造主的同�，另一些人却§恐	狂，伸手向方舟呼救，%求准他�&
去。 但�是不可能的。上帝已�将那唯一入口的門关Ľ了，把挪Î关在里面，把不敬虔的人都撇在
外面。惟有他才能打开那門。他�的恐惧和悔改都来得太晚了。他���不得不U明天上真有一位
比人更强大的上帝，就是他�所曾抗拒并ɯʀ的。他�ȶ切地呼求他，但他的耳朵却不垂听他�的
呼声，有一些人在�望之余，竟想ư&方舟，但他�无法打开那�固的建筑。有一些人攀住方舟，
直到他�被汹涌的波涛冲去，或是被从四面八方冲来的岩石和ą木所撞c而松手。 {SR 67.3}

那些曾�T@挪Î的警告并ʉȝ那位忠心F¶道者的人�，���自己的不信而懊悔;已太晚
了。方舟被猛烈地Ì撼抛Ȼ着。内中走Ż以各种不同的吼声，表示它�Ø狂的恐怖；然而在狂)暴
雨和波涛汹涌之中，以及在与岩石ą木猛烈撞c之下，方舟仍安然行Ɯ。有大能的天使引¡方舟，
并保�它不受ļ害。在那四十昼夜可怕的暴)雨中，方舟每�每刻都得蒙保Ð，��在是上帝大能
所¥的神迹。 {SR 68.1}

那些受暴)雨Ţc的�物冲到人面前，要与人类作伴，好象是希望从他�得到帮助。有一些人将
自己和儿女ƒ在强大的走Ż身上，知道�些�物必�求生存而Ț抗，也必攀登最高的山峰来逃避那
�]高ŉ的水。暴)雨的猛烈并未减退----水的ŉ^�比初�更快了。有人将自己ƒ在地上最高之E
的大ą上，可是�些ąN于被W根拔了起来, 猛抛在空中，W同石�泥土，一ĭ投在那翻Ħ澎湃的波
涛之中。人和Ż在那最高山峰上Ƥ扎着要保持立足之地，直到他�全都被冲到浪涛汹涌的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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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几已i到ñ地上的最高岭脊了。�不久，�些最高的地方也被水淹没了，人类和禽Ż都一同
因洪水而Ź亡了。 {SR 68.2}

挪Î和他的全家焦急地等候水^消退。他渴望再回到ñ地上。他放出一只ũș去，那ũș在方舟
附近K来K去，他没有得到所希望的凭据，所以又放出一只Ȫ子，�Ȫ子找不到落脚之地，便K回
方舟。�了七天，再放出Ȫ子，便看到它嘴里Ș着橄ȕ叶子回来，那�久关Ľ在方舟的一家八口大
�¾喜。 {SR 69.1}

又有一位天使下来，将方舟的門打开，挪Î能撤去方舟的Ä，但他却不能打开上帝所关Ľ的門。
上帝借那开門的天使向挪Îb�，吩咐挪Î全家从方舟里出来，并将各种活物都*出来。 {SR 69.2}

挪F的献祭和上帝的�,

挪Î没有忘5那位曾�慈怜地保全了他�的上帝，于是立�筑了一座Ƙ，在Ƙ上奉献各类洁³的
牲畜Kě�燔祭，借此表示他信仰那Ų大的Ǿ牲基督，同�也表示他
上帝奇妙保�的感激。挪Î
的祭物象馨香一般升到上帝面前。他悦ř了�祭并且ǩ福�挪Î和他全家。�是�予一切存活在世
上之人的一个教Ï， �明上帝每次向他�表怜ɑ和慈��，他�所8首先采取的行�，就是向他
表示感激的答I和Ȃ恭的敬拜。 {SR 69.3}

上帝因恐以后每遇ũ云四合，大雨下降，世人就会惧怕，而且�常心§胆寒，惟恐再有一次洪水
来到，所以就凭他的恩慈	一道8e来勉励挪Î全家：“我与你�和你�的后裔立¨；并与你��里
的一切活物，就是Kě、牲畜、走Ż，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我与你�立¨，凡有血肉的，
不再被洪水Ź�，也不再有洪水ū坏了。上帝�：我与你�，并你��里的各�活物所立的永¨，
是有5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就可作我与地立¨的5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候，必有虹
在云彩中。……虹必在云彩中，我看�，就要5念我与地上各�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 {SR

70.1}

上帝是何等的ʫ尊降Õ啊！上帝��将美žȯŴ的虹放在云彩中，作�Ų大真神与世人立¨的5
号，他
于犯�人类是何等的慈怜啊！�个虹要向世世代代作��，�明上帝曾因地上居民的罪大
 极而用洪水ūŹ他�的�一事�。他的旨意乃是要后世子ƃ看到云彩中的虹，而Ŗ(�道横跨天
空的拱形ŶĪ彩虹的原由�，他�的父母便可向他�解�上古世界因人�放ƈ各种罪 而被洪水ū
Ź的事， 并�明至高者的手曾将虹9开放在云彩中，作�他�不再使洪水泛Ǵ全地的5号。 {SR 70.2}

�道在云彩中的5号，乃是要�定Ú人的信心，使他�建立
上帝的信任，因�它乃是表明上帝
向人类所施怜�与良善的�5；虽然上帝曾被激怒以致用洪水ūŹ全地，但他的慈怜依然�Ƨ大
地。上帝�，他看�云彩中的虹，就要5念，他并不是要我�以�他会忘5，但他乃是用人自己的
口气向人��，使人�更能3会他的意思。 {SR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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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巴别塔

（本章根据�世æ11:1-9） {SR 72.1}

有些挪Î的子ƃ不久便开始背道了。一部分人却效法挪Î的榜�，并遵守上帝的ɕ命；其他的人
ª不信而悖逆，�些人甚至W
洪水的看法也各有不同。有些人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便在自己的心
意中以自然的原因来解Ĥ洪水。另一班人ª相信上帝的存在，也相信他曾用洪水ūŹ洪水以前的人
类；他�的感情象CĲ一�悖逆上帝，因他曾从地上ūŹ人类，并借洪水�全地*来第三次的咒
Ȯ。 {SR 72.2}

那些与上帝�Ň的人，天天因那些敬�、¯从、并高Å上帝之人的公¶言行和敬虔生活而自�受
到õy。不信的人自相商Ê，决定要离开那些忠心的人，因�他�正¶的生活在�些人的邪 途径
上�常是一种限制。他�离开¶人走了相当一段路程，便Ɂ:一个Ƕǀ的平原住下了。他��自己
造了一座城，随即异想天开，要建造一座直i云霄的高塔，以便常在城中和塔里居住，不再分散。
{SR 72.3}

他�推想，再有一次洪水他�必能自Ð， 因�他�要将那塔造得非常之高，�比洪水水^所ŉ到
的程度高出e多，那�全世界人类便要尊崇他�，他�便可象神明一�管ɖÚ人了。建塔的O划乃
是要推崇建筑的人，并企0使其他住在地上之人的注意7离上帝，而与他�一同敬拜偶像。在建筑
工程完竣之前，Ú人住在塔里面，室内布置装č得非常dg，并且是献�偶像的。那些不信上帝的
人妄想，如果他�的塔能一直高出云霄，他�便可	那造成洪水的原因。 {SR 72.4}

他�竟想高抬自己反抗上帝。但他决不容e他�完成他�的工作。他�将塔建造到相当高的�
候，主就差遣了二位天使来ƴ乱他�的工作，那些奉派�塔Ä工人F�以便G送材料的人，�一个
要将�F�第二个，第二个再F�第三个��一直将�F到那些在地面上的工人。当工人��往此
F�下i的�候，天使就!乱了他�的口音，及至�F到地面上的工人�，所要的材料竟不是原来
指定的了。当材料��一番Ʃ苦的手]送i塔上面的工人之后，它却不是他�所想要的。于是他�
便感到失望而且Ě怒，就õ怪他�所U�作�了的人。 {SR 73.1}

此后，他�在工作上就失去和ǐ了。他�互相Ě怒，而又不明白他�中�何以	生如此的ĉ会和
奇怪的�h，他�便放下工作，彼此别离，而分散在全地上了。��以前，人类只b一种言h。 象
征上帝忿怒的ĝ�从天而降，将他�的塔Äcū，抛落于地。如此上帝要向叛逆的人类¥明他是至
高无上的。 {SR 73.2}

第十章�伯拉罕和�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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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根据 �世æ12:1-5; 13; 15; 16; 17; 21; 22:1-19） {SR 75.1}

主Ɂ:了Î伯拉罕来�他的旨意。他蒙指示要离开自己那拜偶像的国家并与4属分离。主已�
在Î伯拉罕年T的�候4自向他¥，ǩ�他Ť明智慧，并保守他脱离拜偶像的f俗。主定意使他
�将来生存在地上他的子民作信心和真��主的榜�。他的品格以正直、Ĉ大、和好客�特征。他
博得Ú人的尊重象大君王一般。他
上帝的敬�，以及他遵行上帝旨意的ö格¯从，博得了他仆人
和ǁ居的尊重。他的敬虔榜�和公¶行�，加上他�Ú仆人和全家人的忠心Ïɸ，¡使他�都敬
畏、�戴、并尊崇Î伯拉罕的上帝。 {SR 75.2}

主向Î伯拉罕¥，并8e他将来他的后裔要象天上的星那�多。他也借着那落到他身上§人的
大黑暗，使他知道，他的后裔要在埃及国遭受�期的奴役。 {SR 75.3}

起初上帝只ǩ�Î当一个妻子，如此�明他所定的制度。他�没有意思�人有多位的妻室。拉麦
乃是在�一方面首先偏离上帝明智安排的人， 他有两个妻子，6果在他家中造成不和。双方的嫉妒
和猜疑使拉麦Ĩ愁不�。及至地上人口增多，人�生了e多女儿之后，他�便随意娶来�妻。�是
上古世界招致上帝忿怒的大罪之一。洪水以后，�种f俗依然盛行，6果竟成了极其普通的事，甚
至W¶人也随俗浮沉而娶了不止一个妻子，他�既已腐化并在�事上偏离了上帝的制度，�就不能
因他�是¶人而不算�罪了。 {SR 75.4}

主
那&入方舟得救的挪Î和他全家�：“因�在�世代中，我�你在我面前是¶人。” �世æ7:1
挪Î只有一个妻子，因此那¢6他�家庭的æ律得蒙上帝的ǩ福，又因挪Î的儿子�也是¶人，他
�便得以和他�身�¶人的父4一同在方舟里得蒙保存。上帝从来没有一次U可�多妻制。�制度
是Ɵ犯他旨意的。他深知人类的幸福必遭受它的破坏。Î伯拉罕曾因他与夏甲的不幸婚姻而失去极
大的平安。 {SR 76.1}

>疑上帝的�,

在Î伯拉罕与ċ得分离之后，主
他�：“从你所在的地方，你Å目向.西南北|看：凡你所看�
的一切地，我都要ǩ�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ů沙那�多，人若
能数算地上的ů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耶和d在异象中有�
Î伯ü�：Î伯ü，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ıǩ你。 ……Î伯ü又�：祢没有�我儿子，那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
后嗣。” {SR 76.2}

Î伯拉罕既没有儿子，他起初想，他那可靠的仆人以利以I，将要成�他的养子和后嗣。但上帝
告«Î伯拉罕，他的仆人必不成�他的儿子与后嗣，但他必要真正生一个儿子。“于是3他走到外
<，�：你向天|看，数算Ú星，能数得�来么？又
他�：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SR 77.1}

如果Î伯拉罕和撒拉能ɹ信上帝，等候必得到儿子的8e�，他�就可免去e多的不幸了。他
�虽然相信上帝的8e必要�，但-不相信撒拉既已年老�能再生一个儿子。撒拉提出一个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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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是她以�可以�上帝8e的。她ǷÎ伯拉罕娶夏甲�妾。他�二人在�件事上
上帝的大
能，都缺少信心和完全的依Ÿ。Î伯拉罕既听撒拉的�，娶了夏甲�妾，他就在�受信靠上帝无限
能力的#�上失Ò了，而且�自己和撒拉招致了e多不幸。主的意思原是要考�Î伯拉罕
于他向
他所	8e的�定信心和依靠。 {SR 77.2}

夏甲的傲慢-度

夏甲Ɲ傲自ï，在撒拉面前表傲慢的o度。她自ƿ得意，U�她将要成�上帝所8e使Î伯拉
罕!成大国的母4。因此Î伯拉罕就不得不听受撒拉
于夏甲的作)所有的埋怨，并õ怪Î伯拉罕
在�件事上犯了�ĉ。 Î伯拉罕Ǣ�愁苦，便告«撒拉�，夏甲乃是她的使女，她可以随意管她，
但却不肯将她遣走，因�她将要成�他孩子的母4，�孩子就是他所U�借以�8e的。他告«
撒拉，若不是出于她先前特别的要求，他是不会娶夏甲�妻的。 {SR 77.3}

Î伯拉罕也不得不听受夏甲
撒拉苦待她所作的埋怨。Î伯拉罕左右� 了。如果他w法Ó救夏
甲的冤屈，就^必加增他所非常4�的正妻撒拉的嫉妒和苦Ě。夏甲N于从撒拉面前逃走了。上帝
的天使遇�她。并且安慰她，同�也õy她那傲慢的作)，吩咐她回到她主母那里，服在她手下。
{SR 78.1}

主在以�Ę利出世之后，又向Î伯拉罕¥，
他�：“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立我的
¨，作永=的¨。”主又借他的使者重新8eǩ�撒拉一个儿子，并8e使她成�多国之母。��Î
伯拉罕�不明白上帝的8e。他的思想立即7到以�Ę利身上，似乎所8e的多国将要从他而出，
于是他因疼�儿子而感ƣ道：“但愿以�Ę利活在祢面前！” {SR 78.2}

于是�8e又更加明确地向Î伯拉罕重申�：“你妻子撒拉要�你生一个儿子，你要�他起名叫以
撒，我要与他�定所立的¨，作他后裔永=的¨。”天使在前往ūŹ所多Ę�，又再次奉命到Î伯拉
罕那里去， 向他更清楚地重申撒拉要生儿子的8e。 {SR 78.3}

�,的儿子

Î伯拉罕和撒拉在以撒出世之后所表的大喜�，致使夏甲M°嫉妒。以�Ę利曾听他母4�
�，他将蒙受上帝特别的ǩ福，既是Î伯拉罕的儿子，又要作他所	8e的�承人。以�Ę利也具
有他母4的感B，并因
以撒ƨ生所表的喜�而感到ŋ怒。他蔑@以撒，因�他想以撒比他更蒙
ŧ�。撒拉看到以�Ę利
他儿子以撒所表示的o度，便大�ŋ激。她向Î伯拉罕述�以�Ę利

她和她儿子以撒所有无礼的表，并向他�：“你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使女的儿子，
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m;。” {SR 79.1}

Î伯拉罕非常作 了。以�Ę利也是他的儿子，是他所疼�的。他怎能将他遣走呢？他在困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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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祷告上帝，因�他不知道8C采取什么方Ğ。主借着他的天使告«Î伯拉罕，要听他妻子撒拉的
�，他也不8�他
于他儿子或夏甲的感情阻止他¯从撒拉的愿望。因��是他在家中恢复和ǐ与
幸福唯一可循的途径。Î伯拉罕从天使得到那安慰他的8e，�以�Ę利虽然离开父家，却不至于
死亡或被上帝Ā弃，他也要因�他是Î伯拉罕的儿子而得蒙保全。上帝也8e使以�Ę利的后裔成
�大国。 {SR 79.2}

Î伯拉罕是性情高Õ而慈善�°的人，�在他�所多Ę居民ȶ切代求的事上¥明了。��他�强
的心灵感到非常痛苦。当他将夏甲和她儿子以�Ę利遣送出去在异地ņ流�，他悲B万分，他因父
子之情不能自禁。 {SR 80.1}

如果上帝曾�e可多妻制，他决不会��指示Î伯拉罕将夏甲和她的儿子送走。他在�事上�Ú
人一个教Ï，�明婚姻关系中双方的权利与幸福，必é�=受到尊重与X�。即使é作重大Ǿ牲也
当如此。撒拉乃是Î伯拉罕�一个和唯一的正妻。她身�妻子和母4，有享受一定权利的x格，而
是家中任何其他人所没有的。她尊敬他的丈夫，称他�主，但她心°嫉妒，惟恐夏甲分享丈夫的�
情。上帝没有因撒拉所采取的方Ğ而õy她。Î伯拉罕不信Ÿ上帝的大能，¡致他娶夏甲�妾，并
以�那8e要借她�。因此受到天使的õy。 {SR 80.2}

信心最后的考4

后来主U�合适，又用一次最可怕的考�#�Î伯拉罕的信心。如果他先前�受那�一次的#
�，并曾�忍耐等候那8e在撒拉身上�，而不娶夏甲�妾，他就不至于�受�世人所从未需要
受的最ö重考�了。主吩咐Î伯拉罕�：“你*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的以撒，往
摩利Î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燔祭。” {SR 80.3}

Î伯拉罕没有°疑上帝而有所犹豫， 却在清早就*了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以及燔祭的柴，
前往上帝所指示的地方。他没有将他出外旅行的真情告«撒拉，因�深知她
以撒的母�会使她°
疑上帝而不愿献上她的儿子，Î伯拉罕未曾容e作父4的感情支配他，而致¡使他抗拒上帝。上帝
的命令是1�刺激他的心灵深E：“你*着你的儿子。”随后似乎要更深地探索他的心，他又�：“就
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的以撒，”也就是唯一8e的儿子，“把他献�燔祭。” {SR 80.4}

�个父4*着他的儿子旅行了三天的路程，那�他若存心°疑，就有充分��去推�和猜疑上帝
了。但他并不°疑上帝。他��也没有推想那8e将要借以�Ę利�，因�上帝已�明白告«
他，那8e当借以撒而�。 {SR 81.1}

Î伯拉罕相信以撒乃是8e的儿子，他也相信上帝吩咐他将以撒献�燔祭，意思就是要他如此
行。他并未因上帝的8e而有所犹疑踌躇，却�信那位凭自己美意使撒拉老年生子而又吩咐他取他
儿子性命的上帝，也能再ǩ予生命，使以撒从死里复活。 {SR 81.2}

Î伯拉罕将仆人留在路旁，打算独自和儿子在距离他�相当一段路的地方礼拜上帝。他不�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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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他�，惟恐他�因�以撒而致阻止他Ē行上帝所吩咐他作的事。于是他将木柴从仆人手中取�
来，放在他儿子身上。他也拿了火和刀。 他准y好从事Ē行上帝所交�他的可怕任�。于是父子二
人同行。 {SR 81.3}

“以撒
他父4Î伯拉罕�；父4哪；Î伯拉罕�：我儿，我在�里。以撒�：%看，火与柴都有
了；但燔祭和羊羔在哪里呢？Î伯拉罕�：我儿，上帝必自己Ày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
行。”那位ö厉、慈�，而痛苦的父4，以�Į的步伐走在他儿子身<。他�到了上帝所指示Î伯拉
罕的地方，他便在那里筑了一座Ƙ，把柴ē好，准y献祭，��才告«以撒关于上帝要将他献�燔
祭的命令。他向以撒重述上帝所屡次向他	出的8e，�明要借以撒成�大国，而且他既遵照上帝
的命令将他Ë死，上帝就必�他的8e，因�他能使他从死里复活。 {SR 82.1}

天使的信息

以撒�信上帝。他曾受教要�
¯服父4，同�他也敬�并尊崇他父4的上帝。如果他愿意的
�，他很可以反抗他的父4。但他在4切地和父4n抱了之后，就�父4将他捆ƒ，放在柴上。当
父4Å起手来要Ë他儿子的�候，在到摩利Î地来一路上5�Î伯拉罕忠心表的天使，从天上呼
ǝ他，�：“Î伯拉罕，Î伯拉罕；他�：我在�里。天使�：你不可在�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
害他；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我。
{SR 82.2}

“Î伯拉罕Å目|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ą中；Î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
献�燔祭，代替他的儿子。” {SR 83.1}

Î伯拉罕已�完全而卓越地�受了�次考�，并借他忠心的表挽回了他�去
于上帝所缺少的
信靠；�一缺少曾¡使他娶夏甲�妾。在Î伯拉罕表信心和依靠之后，上帝又向他重申他的8
e：“耶和d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Î伯拉罕，耶和d�，你既行了�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
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V福，我必ǩ大福�你；V子ƃ，我必叫你的子ƃ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海<的沙；你子ƃ必得着仇Ň的城門。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你
听从了我的�。” {SR 83.2}

第十一章以撒的婚姻

（本章根据：�世æ世5 24:） {SR 84.1}

迦南人是拜偶像的，所以主吩咐他的子民不可和他�通婚，免得他�被引Ɗ去拜偶像。Î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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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年æ老迈，行将就木。以撒�没有6婚。Î伯拉罕害怕那�Ƨ着以撒的影响，所以很希望�他
Ɂ:一个不致于¡致他=离上帝的妻子。他把�事交托�那管理他一切所有的忠心老û的仆人。 {SR

84.2}

Î伯拉罕要他�个仆人在主面前Ǉ重起誓，决不从迦南人中�以撒娶妻，却要到Î伯拉罕那信仰
真神的4族当中去�以撒Ɂ:一个妻子。他嘱咐他万不可把以撒*回到他所已�离开的故ľ，因�
那里的人几乎都受了拜偶像的影响。如果他不能�以撒找一个愿意离开她本族到他�里来的妻子，
ª他所起的誓就与他无干了。 {SR 84.3}

�件大事并没有留�以撒去自作:�，而不接受他父4的意�。Î伯拉罕告«他的仆人上帝必差
遣使者在他面前，指示他如何:�。于是那受了�一委托的仆人就Ķ程前往了。 他&了Î伯拉罕4
族所住的城。就ȶ切地祈求上帝，指示他如何�以撒Ɂ:一个妻子。他要求ǩ予他一定的凭据，使
他不至在�事上作�。他在一口井旁休息，那是最多人聚集的地方。在�里他特别注意到利百加的
�人姿o和有礼行�，而他所求于上帝的凭据他全都得到了，�明利百加就是上帝所�于Ɂ:作�
以撒妻子的一位。她邀%那仆人到她父4的家里。于是他向利百加的父4和哥哥述�他如何从主得
到凭据，知道利百加要成�他主人儿子以撒的妻子。 {SR 84.4}

Î伯拉罕的仆人
他��：“在你�若愿以慈�Ċ�待我主人，就告«我；若不然，也告«我；
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女子的父4和哥哥回答�：“�事乃出于耶和d，我�不能向你�好�
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她*去，照着耶和d所�，�你主人的儿子�妻。Î伯拉罕的
仆人听�他���，就向耶和d俯伏在地。” {SR 85.1}

在一切都安排妥当，父4和哥哥都已同意之后，他�又(利百加是否愿意和Î伯拉罕的仆人=离
父家，去作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从一切情形的	生，深信上帝4手:�她作以撒的妻子所以“利百加
�，我去。” {SR 85.2}

那�婚¨大都是由父母Ş立的；然而父母也不勉强儿女和他�所不能�的人6合。 但儿女�信任
父母的判断，听从他�的忠告，并
他�那敬畏上帝而富有��的父母所�他�:�的配偶œ心相
�。儿女若采取与此相背的行径，那就被@�是一种罪行。 {SR 85.3}

孝=父母的榜


以撒曾受敬畏上帝的Ïû，要度¯命的生活。他虽然已�四十[了，却仍¯从他父4的那位敬畏
上帝而富有��的仆人�他所作的:�。他相信上帝一定会
他的婚事有所指¡。 {SR 86.1}

以撒的事例5在�上，乃供以后各代----特别是那些自称敬畏上帝的儿女，作�效法的榜�。 {SR

86.2}

Î伯拉罕在教育以撒，使他喜�度高尚¯命的生活，�件事上所采取的方Ğ，5在�上作�父母
�的借Ć，理8¡使他�吩咐自己的家属效法他�。8当教¡自己的儿女服从并尊重他�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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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8感到自己ï有õ任要指¡他�儿女的感情，使之得以父母的判断所U�适合作自己儿女伴Ũ
之人�相�的
象。 {SR 86.3}

第十二章雅各和以"

（本章根据 �世æ25:19-34; 27:1-32） {SR 87.1}

上帝从起初就看明末后的事。他在雅各和以Ǝ尚未出世之前，就知道他�二人将要	展怎�的品
格。他知道以Ǝ不会有¯从上帝的心。他答复了利百加苦Ě的祈祷，并告知她将要生两个孩子，而
且大的将要服事小的。上帝将她两个儿子未来的�史向她指明，�他�将要成�两国，�国大于那
国，而且将来大的要服事小的。那��子享有独特的利益和特权，而是家属中其他成?所没有的。
{SR 87.2}

以撒�以Ǝ�于雅各，因�以Ǝ常�他Ày野味。他很喜�以Ǝ打Ǳ野Ż�所表的英勇作)。
雅各乃是母4的ŧ儿，因�他性情温和，更能±母4的�喜。雅各既已从他母4那里听到上帝所告
«她，�大的要服事小的，因此他那幼稚的理解力便使他作出6V，U�只要以Ǝ仍n有�子所承
受的特权，�个8e就不可能�。有一次以Ǝ从田野回来，因ȓÑ累昏了，雅各就利用�次机会
从以Ǝ的需要中得利， 答8�他喝Y豆đ，只要他肯放弃�子名分的一切权利；于是以Ǝ就将他的
�子名分出��雅各了。 {SR 87.3}

以Ǝ娶了两个拜偶像的妻子，他��以撒和利百加很大的vĚ。虽然如此，以撒却�以Ǝ�于雅
各。他在想到自己快要死的�候，便%求以Ǝ�他Ày食物，以便在ď死之前�他祝福。以Ǝ没有
告«他父4他已�起誓，将自己的�子名分��雅各了。利百加听到以撒的�些�，就想起了主的
��：“将来大的要服事小的，”而且她也知道以Ǝ曾T看自己�子的名分而将它��雅各了。他�服
了雅各，叫他欺ġ他的父4，并用ȧO3受他父4的祝福，�福是她以�不能借任何其他方法得来
的。雅各起先不愿意�行��的ġ¬，但他N于同意了母4的Oǒ。 {SR 88.1}

利百加熟知以撒偏�以Ǝ，并确信即使b理也决不至改!他的意向。她非但不信Ÿ那位支配万事
的上帝，反而Ƿ服雅各去欺ġ他的父4，因而¥明了她的缺少信心。雅各在�一件事上所采取的方
Ğ，原是上帝所不嘉e的。利百加和雅各理8等待上帝用他自己的方法，并在他所定的�机，�
他的旨意，而不8借助于欺ġ的手段来促&所À言的事。 {SR 88.2}

即或以Ǝ承受了他父4的祝福，就是那�予�子的福分，但他的兴盛也只能从上帝而来；而且他
必定根据他的行�，或ǩ福�他，使他兴盛，或使他遭遇不幸。如果他象¶人Î伯一�敬�上帝，
他就必得蒙上帝的悦ř和ǩ福， 万一他象作 的CĲ一�，既不尊敬上帝，也不尊重他的ɕ命，却
随从自己Ò坏的行径，他就不能从上帝3受什么福惠。却要象CĲ一�，被上帝弃�。如果雅各的
行�是公¶的，如果他敬�上帝，他就必蒙上帝ǩ福，而且上帝使人兴盛的手必与他同在，即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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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到那通常ǩ��生子的福分和特权仍是如此。 {SR 88.3}

雅各流亡的(月

利百加痛悔她所�予雅各的�ĉɜ恿，因��事竟使他与她永=分离了。他不得不�自己的性命
而逃避以Ǝ的ŋ怒，因此他母4以后再没有�到他的面了。以撒�雅各祝福之后，�活了多年，他
从以Ǝ和雅各的行�上，确U那福份按理8Ą于雅各。 {SR 89.1}

雅各在他的婚姻关系上并不是幸福的。虽然他的两个妻子乃是姐妹。他和拉班Ş立婚¨，原是要
娶他的女儿拉6，因�拉6才是雅各所�的。他在�拉6服�七年之后，拉班竟欺ġ他，将利Î�
了他。雅各既	他已受ġ，而且利Î在�ġ局中也有一份，他就不能�利Î。原来拉班一心想保
留雅各作更�久的忠心服�，因此将利Î代替拉6�他，借此欺ġ他。雅各õ怪拉班如此玩弄他的
感情，竟将他所不�的利Î�他。拉班ȶ求雅各不可休去利Î，因��事不但是
妻子，而且也是

全家的一种大耻辱。 雅各的E境非常 堪，但他决定仍然保留利Î，同�也迎娶他的妹妹。但利
Î所得的�却始N=不及拉6。 {SR 89.2}

拉班在他
待雅各的事上自私自利。他只想到利用雅各的忠心Ĝ�来使自己得利。雅各早就想离
开狡猾的拉班，但他-害怕与以Ǝ相�。他听�拉班的儿子�	怨言，�：“雅各把我�父4所有的
都ƪ了去，并借着我�父4的，得了�一切的荣耀。雅各�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 {SR 90.1}

雅各感到vĚ了。他不知87向何方。他将情形禀告上帝，求他指示。主慈怜地答允了他急 中
的祈祷。“耶和d
雅各�：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4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 {SR 90.2}

“雅各就打	人，叫拉6和利Î到田野羊群那里来；
他��：我看你�父4的气色向我不如从前
了；但我父4的上帝向来与我同在。你�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事你�的父4。你�的父4欺
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上帝不容他害我。”雅各向他�述�上帝所�他的梦，指示他离开拉
班到他4族那里去。拉6和利Î
她�父4的作)也表示不M。雅各既向她�ò述拉班的不¶，并
建Ê离开他，拉6和利Î便
雅各�：“在我�父4的家里�有我�可得的分么？�有我�的m;
么？我�不是被他当作外人么？因�他�了我�，吞了我�的价�。上帝从我�父4所ƪ出来的一
切ß物，那就是我�、和我�孩子�的； 今凡上帝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 {SR 90.3}

返回迦南

雅各趁拉班不在，*了他的家眷和他一切所有的，离开了拉班，他行了三天的路程之后，拉班听
�他已�离开了他，就十分Ě怒。于是他就去追赶雅各，决定要用武力把他*回来。但主却怜ɑ了
雅各，在拉班即将追上他的�候，上帝在梦中吩咐他不可与雅各�好�歹。�意思是�，不可强迫
他回去，也不可用Ɗġ的方法催迫他。 {SR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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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拉班会�了雅各，便(他�什么背着他偷逃，又把他的女儿�*走，如同用刀Ãʞ去一般。
拉班�：“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4的上帝昨夜
我�：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好�
歹。”于是雅各向拉班重述他�去
待他的刻薄行�，只b求他自己的利益。他向拉班申ǽ自己与他
同在�所有的正直作)，�：“被野Ż撕裂的，我没有*来�你，是我自己ǘ上。无V是白日，是黑
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
{SR 91.2}

雅各�：“我�二十年在你家里，�你的两个女儿服事你十四年，�你的羊群服事你六年，你又十
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4以撒所敬畏的上帝，就是Î伯拉罕的上帝与我同在， 你如今必定打
	我空手而去。上帝看�我的苦情，和我的Ĝ碌，就在昨夜õy你。” {SR 91.3}

于是拉班向雅各保�，他很关心自己的女儿和她�的孩子�，所以决不致B害他�。他建Ê双方
Ş立和¨。拉班�：“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作你我中�的�据。雅各就拿一�石�立作柱子。
又
Ú弟兄�：你�堆聚石�；他�拿石�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吃喝。” {SR 92.1}

拉班又�：“我�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d在你我中�ƞ察。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
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上帝在你我中�作��。” {SR 92.2}

雅各在主面前öǮ立¨，决不另外娶妻。“拉班又�：你看我在你我中�所立的�石堆，和柱子；
�石堆作�据，�柱子也作�据，我必不��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石堆和柱子来害我。但愿
Î伯拉罕的上帝，和拿Ȳ的上帝，就是他�父4的上帝，在你我中�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4以撒
所敬畏的上帝起誓。” {SR 92.3}

雅各�]登程前行，有上帝的天使遇�他。他看�他�就�：“�是上帝的p兵。”他在梦中看到
上帝的使者在他四¦安·。雅各�他哥哥以Ǝ送去一个Ȃ虚求和的信息。“所那打	的人回到雅各那
里�：我�到了你哥哥以Ǝ那里，他*着四百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v， 便把那
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ȱȖ，分作两�，�：以Ǝ若来cË�一�，剩下的那一��可
以逃避。 {SR 92.4}

“雅各�：耶和d，我祖Î伯拉罕的上帝，我父4以撒的上帝啊，祢曾
我�：回你本地本族去，
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和Ċ�，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但
河，如今我却成了两�了。求祢救我脱离我哥哥以Ǝ的手，因�我怕他来Ë我，W妻子*儿女一同
Ë了。祢曾�，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的沙，多得不可×数。” {SR 93.1}

第十三章雅各与天使

（本章根据：�世æ32:24-32; 33:1-10） {SR 94.1}

雅各��又生�地想起自己�去用欺Ƞ手段ġ取他哥哥福分的�ĉ，他就惟恐上帝容e以Ǝ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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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在急 之中整夜向上帝祷告。我看到有一位天使站立在雅各面前，向他指明他�ĉ的真相。
那位天使正要7身离开雅各�，他便抓住他不�他走。雅各流泪祈祷。他哀求�：他已�深深地痛
悔自己的罪和他得罪他哥哥的事，�些罪曾使他离开父家i二十年之久。他胆敢«ƹ上帝的8e，
以及他在=离父家�屡次向他表示眷�的凭�。 {SR 94.2}

雅各整夜和那位使者�力，求他ǩ福。那使者似乎在抗拒他的祈祷，不住地叫他想起自己的罪，
同�也力0要ē脱他。雅各却决心拉住那位天使，不是靠Ÿ体力，而是靠Ÿ活Ǔ信心的能力。雅各
在急 中提到了自己心灵的痛悔，他
自己�行所感到的深刻自卑。那位天使似乎不大注意他的祈
祷，不断地力0使自己ē脱雅各的ĩƵ。 他很可能施展他超自然的能力Ƥ脱雅各的手，但他并没有
��作。 {SR 94.3}

及至他看到自己不能×�雅各，使他相信他超自然的能力，他便摸了雅各的大腿ƅ，大腿便立�
脱了Q。但雅各却不因身体方面的痛苦而放弃他ȶ切的努力。他的目的乃是要得福，因此身体方面
的痛苦，并不足以使他的思想7离�个目�。他的决心在争P的最后�刻中比�开始�更加�强。
他拉住那位天使不肯放松，定要他�他祝福。“那人�：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你不�我祝
福，我就不容你去。”于是天使(他�：“你名叫什么？他�：我名叫雅各。那人�：你的名不要再叫
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你与神与人�力，都得了×。” {SR 95.1}

�I的信心

雅各恒切的信心N于�×了。他��拉住那位天使，直到得着他所企求的福，以及自己罪 得蒙
赦免的保�。从他的名字从ʈƪ者雅各改�以色列，意思就是“上帝的王子。”“雅各(他�：%将你
的名字告«我；那人�：何必(我的名？于是在那里�雅各祝福。雅各便�那地方起名叫毗努伊
勒，意思�，我面
面�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那与雅各ş夜�力，而�雅各所恒切Ē住，
直到他�他祝福�止的乃是基督。 {SR 95.2}

主垂听了雅各的呼求，并改!了以Ǝ的心意。他并没有U可雅各所采取的任何�ĉ行径。雅各一
生充M°疑、困惑、和因自己的罪而生出的悔恨，直到他与天使Ċȶ�力，并在那里得到上帝赦罪
的凭据�止。 {SR 96.1}

他“与天使�力并且得×，哭泣ȶ求，在伯特利遇�耶和d，耶和d万p之上帝在那里żʢ我�以
色列人；耶和d是他可5念的名。” 何西阿R12:4-5 {SR 96.2}

��以Ǝ正*着一�人向雅各&p，志在Ë害他的兄弟。但正当雅各和天使�力的那一夜，另一
位天使奉差遣在以Ǝ睡眠的�候感�他的心。他在梦中看�雅各因逃命而=离父家i二十年之久。
他也注意到他得悉母4去世而生的悲B。他在梦中看到雅各的Ȃ卑，以及上帝的天使�Ƨ着他。他
也梦�他�相会�，他已无意加害于他了。以Ǝ醒来，便向他手下的四百人b��梦，并告«他�
千万不可B害雅各，因有他父4的上帝与他同在。所以在他�遇�雅各�，他�中�任何人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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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于他。 {SR 96.3}

“雅各Å目|看，�以Ǝ来了，后�跟着四百人……他自己在他�前��去，一W七次俯伏在地，
才就近他哥哥。以Ǝ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ȥ住他的Ǟ¤与他4嘴，两个人就哭了。”雅各央求
以Ǝ接受一批和好的献礼，以Ǝ却I�不受，但雅各�求他收下， �：“求你收下我*来�你的礼
物；因�上帝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 {SR 96.4}

例的教G

雅各和以Ǝ代表两等人：雅各代表¶人。以Ǝ代表 人。雅各在听�以Ǝ*着四百人向他&Ţ�
所感到的急 ，正代表¶人在主复ď前夕有命令	出要将他�E死�所遭受的Ʃ 。 人既包¦他
�，他�^必Ĩ心如焚，因�他�也象雅各一�，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生路。那位天使既已置身于雅
各面前，雅各便抓住那位天使，与他整夜�力。¶人也必如此，他�遭受Ʃ 痛苦�，也必在祈祷
中与上帝�力，正如雅各与天使�力一�。雅各在急 中ş夜祷告，要求脱离以Ǝ的手。¶人在受
到心灵方面的痛苦�，也必昼夜呼求上帝，求他拯救他�脱离那包¦着他�之 人的手。 {SR 97.1}

雅各承U了他的不配：“祢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和Ċ�，我一点也不配得。”¶人在急 中也必
深深感到自己的不配，并且不住流泪承U自己的完全不配，而象雅各一般，提出上帝借基督所ǩ�
象��无依无靠，不能自主而痛悔之罪人的种种8e。 {SR 97.2}

雅各在急 中��握住了那位天使而不容他去。他流泪ȶ求�，那位天使就叫他想起他�去所犯
的�ĉ，并竭力要ē脱雅各，要#�他。 ¶人在遭 的日子也要如此�受#Ŕ和考�，�要¥明他
�信心的力量，他�的恒心以及
于上帝拯救他�之神能的�强信Ÿ。 {SR 97.3}

雅各不肯被拒�。他知道上帝是有怜ɑ的，所以他就ȶ求上帝的怜ɑ。他指出他�去如何�自己
的罪ĨB痛悔，所以竭力ȶ求拯救他脱离以Ǝ的手。他如此�]不断地%求了一整夜。他既回ä自
己�去的一切�ĉ，便几乎要�望了。但他深知他必é得到上帝的帮助，否ª就必Ź亡。他�握住
那位天使，并用痛苦、ȶ切的呼求提出他的%求，直到他得到×利�止。 {SR 98.1}

¶人的��也必如此，他�在回ä�去一生事迹�，他�的希望几乎要消沉了。但他�既U�到
�事的有关生死存亡，就必,切地呼求上帝，向他申«他��去曾�如何�自己的e多罪 ĨB与
Ȃ心痛悔，同�也提出他的8e：“�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 以´ÎR
27:5 ��，他�的ȶ切呼求就必日以�夜奉献到上帝面前。如果雅各没有事先悔改他�去用欺Ƞ手
段ġ得�子福分的罪，上帝就不会垂听他的祷告，也不会开恩拯救他的性命了。 {SR 98.2}

¶人也必象雅各一�，表不屈不Ʌ的信心和ĊȊ的决心，不甘于被拒�。他�必感到自己的不
配，但决不至有Ĳ藏而尚未揭露的��。如果他����	有未曾承U，未曾悔改的罪，而仍在
�惧怕和痛苦所困，因此深感自己的完全不配，他�就必无法抬�了。 他�,切的信心将要被�望
所截断，他�就没有把握如此ȶ切地%求上帝施行拯救，而他�宝Õ的光阴便要用来承UĲ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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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并�自己毫无指望的情形哀哭了。 {SR 98.3}

恩典�期乃是ǩ予Ú人�上帝的大日作准y的��。如果有人疏忽准y的工作，不听从所F的忠
告，他�就必无可推ʚ了，雅各与天使所作,切而持久的�力，8作�基督徒的榜�：雅各�得×
利是因�他恒切而有决心。 {SR 99.1}

凡象雅各一�希望得蒙上帝ǩ福，并象他一��信8e，更象他一�ȶ切持恒，就必成功象他成
功一�。e多自命�信徒的人，太少操û真�的信心，太不重@所交托的真理，乃是因�他�在属
灵的事上怠惰冷漠，他�不愿尽力、克己、在上帝面前苦苦力争，并�久而ȶ切地求福，故此他�
也就不能蒙福。那种�得起大Ʃ �期考�的信心，今就必é作每日的操ûG用。凡不肯在努
力G用持久信心的人，将来也决无法G用那足以使他�在大Ʃ 日子站立得住的信心。 {SR 99.2}

第十四章以色列民

（本章根据�世æ37:39:41-48:出埃及511:1-4） {SR 100.1}

¨瑟听从他父4的教Ï，也敬畏耶和d。他比他的弟兄�更能遵守他父4公¶的教Ï，他珍@父
4的教¡，并以正直的心°喜�¯服上帝。他因他有些弟兄�的�行而B心，因此Ȃ虚地Ƿ他�行
¶，放弃行 。�只有激使他�反
他。他痛恨罪 ，以致不忍看�他弟兄�得罪上帝。他将�事
向父4禀明，希望借他的权威可使他�改善。�种揭露他弟兄��行的事，激怒了他�反
他。他
�已�看出父4极其疼�¨瑟，因此嫉妒他。他�的嫉妒ħħ!成仇恨，N于引起了ǒ害。 {SR 100.2}

上帝的使者在梦中指示¨瑟，而他竟天真无邪地7告他的弟兄�：“我�在田里捆禾稼，我的捆起
来站着，你�的捆来¦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回答�： 道你真要作我�的王么？ 道你真要
管ɖ我�么？他�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越	恨他。 {SR 100.3}

“后来他又作了一梦，也告«他的哥哥��：看哪，我又作了一梦，梦�太阳、月亮、与十一个
星，向我下拜。¨瑟将�梦告«他父4，和他哥哥�，他父4就õy他�：你作的�是什么梦？ 
道我和你母4、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么？他哥哥�都嫉妒他；他父4却把��存
在心里。” {SR 101.1}

;瑟在埃及

¨瑟的哥哥�定意要Ë害他，但N于同意将他出��奴，以防止他�比他�更�高Õ。他�自以
�已将他置于永不再�他的梦所ƴŃ，而且也永无可能�他美梦的境地了。殊不知他�所采取的
方Ğ，却正是上帝所用以�他�所妄0永不能m生的后果----就是他要掌权管ɖ他�。 {SR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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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没有Ā弃¨瑟，�他>独往埃及去。有天使�接ř他Ů路。法老的内臣：�Ð�波提乏，从
以�Ę利人手中把他+了来。耶和d与¨瑟同在，使他¯利亨通，Ǣ受主人的恩ŧ，甚至将他一切
所有的都交�¨瑟管理。“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_，别的事一
概不知。”在当�看来，希伯来人�埃及人Àyù食，乃�可憎之事。 {SR 101.3}

及至¨瑟遭受#探要偏离正路，去干犯上帝的律法， 并¥示
主人不忠�，他�定地抗拒了，并
在他回答他主人妻子的�中¥出敬畏上帝之卓越能力的明�来。 他先提及主人
他的极大信任，竟
将他一切所有的都交�他，然后§呼�：“我怎能作�大 ，得罪上帝呢？”他决不肯因任何�Ɗ惑或
威ȑ而偏离正道，践踏上帝的律法。 {SR 101.4}

及至他被ʑ告犯了卑鄙的罪行，他并没有因�望而意志消沉。他自�清白正直，因此依然信靠上
帝。而且那位向来支持他的上帝也没有Ā弃他。他竟被Üć捆Ƅ，禁Ľ在幽暗的śǍ中。然而上帝
却7ƽ�福。他使¨瑟�得司Ǎ的恩待，不久他竟将所有的囚犯都交在他的手下。 {SR 102.1}

�是�以后各世代之人作榜�的一个�例。人�虽然可能遭受#探，但他�-要明白就在近E有
一个避 所，如果他�没有得蒙保守，那必是由于他�自己的�。上帝必作他�随�的帮助，他的
灵必作盾牌。他�虽然被最¸烈的#探所包¦，但-有能力的来源足供他�取用以便抵御。 {SR 102.2}

¨瑟在道德品行方面所受的ŢcC是何等地猛烈。它是从一位具有^力，而最可能Ɗ惑人堕落的
人那里来的。然而�一Ţc是多么及�而�定地加以抵抗了。¨瑟不免因他的美德和正直而受苦，
因那想要Ɗ惑他堕落的女人竟向她所无法Ò坏的德行泄ŋ，以ʑ告他犯了邪 的罪行，而仗^将他
下在ś里。¨瑟竟因不肯放弃人格的完整而受苦了。他已将自己的名誉和利益都交在上帝的手中。
他虽然一�遭受苦 ，以y他日充任要â， 但上帝仍然保全了那被邪 的ʑ告者所ūʆ了的名誉，
而且后来又在他自己所定的良好�机中使之�得光荣。上帝竟使ś牢成�他擢升的途径。可�德行
到�候N必�致其本身的Zǥ。¨瑟�心的盾牌乃是敬畏上帝。�就使他
主人守正效忠，也忠于
上帝。 {SR 102.3}

¨瑟虽被擢升�全国的宰相，然而他并没有忘5上帝。他深知自己是一个=离父兄居留异地的外
人，�事常使他ĨB，但他�信上帝的圣手在支配着他的行径，将他安置在重要的地位上，因此他
不断地依靠上帝，忠心地克尽他作埃及全地宰相的â�。 {SR 103.1}

¨瑟与上帝同行。他决不因任何威迫利Ɗ而偏离正路，干犯上帝的律法。他在逆境中的自制与忍
耐，以及他那毫不�Ì的忠ȵ，都已留下5�，加惠于后世一切生存在地上的人。当¨瑟的哥哥�
向他U罪�，他慷慨地ǵ恕了他�，并以Ĉ厚仁�的行�，¥明他不因他��去
待他的残酷作)
而°有�毫 感。 {SR 103.2}

兴盛的年日

以色列民原来并不是奴隶。他�始N没有象e多埃及人一�，�了粮食竟将自己的牲畜、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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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己本身��法老。他�曾因¨瑟
国家的功Ĝ，而得以3受一部分土地，以供居住和牧养牛羊
之用。 法老Ǣ重@¨瑟在料理国�，尤其是他在�那ď到埃及的多年ȓ荒作准y�所表的智慧。
他U�全国的兴盛都8Ą功于¨瑟明智的�·，因此�表示感激起�，他
¨瑟�：“埃及地都在你
面前，只管叫你父4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可以住在歌珊地；你若知道他�中�有什么
能人，就派他�看管我的牲畜。” {SR 103.3}

“¨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ü塞境内的地，�他父4和弟兄居住，作�m;。
¨瑟用粮食奉养他父4，和他弟兄，并他父4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 {SR 104.1}

埃及王没有向¨瑟的父4和弟兄征税，而¨瑟反而享有特权，可以大量供�他�粮食。王
他手
下的官���：我�ȃ不是因¨瑟的上帝和他本人而得到�丰富的粮食供8么？我�之所以得有如
此充足的存粮，ȃ不是由于他的智慧么？其他各地都ɰ于死亡，而我�却丰足有余！他的�·已�
大大增&国家的富裕。 {SR 104.2}

“¨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Ú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M了那地。
有不U�¨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
他的百姓�：看哪，�以色列民比我��多，又比我�强
盛；来吧，我�不如用巧O待他�，恐怕他�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争P的事， 就�合我�的仇Ň
攻c我�，离开�地去了。” {SR 104.3}

遭受?迫

�个新的埃及王听�以色列民
国家大有ȁ献。他�中�有e多技¬卓越的工人，所以他不愿失
去他�的Ĝ�力。�个新王将以色列民和那班已将自己的牛羊、土地，W同自己都��国家的奴隶
列在一起。“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ɖ制他�，加重担苦害他�。他��法老建造两座`�城，就是比
.和ü塞。 {SR 105.1}

“只是越	苦待他�，他�越	多起来，越	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v。埃及人öö地使以
色列人作工；使他�因作苦工�得命苦，无V是和泥，是做Ǥ，是作田�各�的工，在一切的工上
都öö地待他�。” {SR 105.2}

他�把以色列人的ĵ女当作奴隶，强迫他�在田�Ĝ作。然而他�的人数并未减少。当国王和官
��看到他�不断增多�，他�便商Ê要强迫他�每天作定Š的工作。他�想用苦工²制他�，并
且因�不能减少他�的人数与摧ū他�独立的精神而感到Ě怒。 {SR 105.3}

正因埃及人未能i到他�的目的，他�便硬着心Ŧ要更&一步。王下令将所有的男孩一生下来就
Ë死。�个毒O的主�者乃是撒但。 他知道将有一个救星从希伯来人中兴起，来解救他�脱离²
迫，他以�他若能ɜ恿王Ë�男孩，上帝的O划就必失Ò了。但接生的ĵ女却敬畏上帝，并没有遵
照埃及王所吩咐她�的去作，反而存留了男孩的性命。 {SR 105.4}

那些ĵ女�，因�不敢Ë害希伯来人的孩子，所以她�不听从王的命令，主就使她�兴盛。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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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听�他的命令不�人所遵从，就非常Ě怒。他随即加�并Ʒ大他的命令。他吩咐他的Ú民都要
保持ö格的ś@，�：“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都要ð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要存留她的性
命。” {SR 106.1}

摩西

正当�道残酷命令以雷霆万ʄ之^付ƹĒ行�，摩西ƨ生了。他的母4尽可能地把他Ĳ藏了一个
�期，随后Ày了一个蒲草制的小箱，抹上石漆和石油以防漏水，再将它Ȣ在河<，同�又�孩子
的姐姐以似乎漠不关心的�子，在河畔逗留徘徊。她很焦急地在等待着，要看看她的小弟弟究竟将
有何等的遭遇。那�天使也在看守着，不�什么危害ď到那ë弱无能的Ʋ儿，因他乃是由一个4�
的慈母放在那里，并借她流泪的ȶ祷交托上帝照ä的。 {SR 106.2}

�些天使引3了法老女儿的脚步到那河<，离那无辜的小Ʋ孩ė卧的地方不=。她注意到那奇特
的小箱，便打	她的一个婢女把它拿来。 及至她把�特制的小箱盖子打开，就看到一个可�的Ʋ
儿。“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她知道必是一个慈�的希伯来母4，采用�种特殊方法来保全她所十
分疼�之Ʋ孩的性命，所以她立即决定要把他3来作自己的儿子。摩西的姐姐当�就&前来(
道：“我去在希伯来ĵ人中叫一个奶/来，�你奶�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可以。” {SR

106.3}

�位姐姐很高兴地赶到她母4那里，向她Z告�快�的信息，并急忙*她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将
孩子交�母4去乳养，而且她��Ǭ养自己儿子得到丰盛的酬Ĝ呢。�位母4M心感恩地下手从事
�¤安全而愉快的工作。她相信�是上帝保全了孩子的性命。她忠心地善用了�个宝Õ的机会，来
教育她的儿子度有用的人生。她特别注重他的教育，�于她其他的孩子；因�她确信他的得蒙保
全，乃�担任Ų大的事工。她借着忠心的教Ï，在他幼稚的心灵中灌Ė了敬畏上帝和,�真理与正
¶的|念。 {SR 107.1}

她的努力�不止于此；她,切地祈求上帝，保守她的儿子脱离各�腐化的影响。她教Ï他跪拜祷
告上帝，就是那位永生的上帝，因�惟有他才能在任何危 中垂听并帮助他。她w法使他
于拜偶
像的罪 ，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知道他不久就要与她的感化隔�，而被交�他那王族的养
母， 被e多足以使他不相信有�造天地之主存在的影响所包¦。 {SR 107.2}

他从他的父母所3受的教Ï，适足以巩固他的思想，并保�他不致心高气傲而被罪 所腐化，在
那炫耀奢侈的ƍ廷生活中自高自大。他具有清楚的思想和Ť慧的心智，而且始N没有Ǜ失他年T�
所3受的敬虔的印象。他的母4尽可能的留住他，但到他大¨十二[的�候，她就不得不和他分离
了，那�他就成了法老女儿的儿子。 {SR 108.1}

撒但在�件事上失Ò了。他本想鼓�法老ËŹ男孩，借此挫Ò上帝的O划，消Ź上帝所要兴起拯
救他子民的人。但那指定希伯来人Ʋ孩要被治死的命令，却成了上帝所用以将摩西安置在王室之中
的工具，在那里他得以有机会成�一个博学的人，并卓越地有x格×任将同胞从埃及3出来。 {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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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法老原期望使他的养ƃ荣升王座。他教育他作埃及的p�元ì，率3他�作P。摩西乃是法老全
p所最�戴尊崇的，因�他P¬精明。“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行事都有才能。”埃及人都
U�摩西乃是非常卓越的人物。 {SR 108.3}

作�袖的特殊准/

有天使指示摩西�，上帝已�Ɂ:他拯救以色列民。以色列民中的首��也受�天使的指教，�
他��得解救的�候近了， 而摩西ª正是上帝所要用来完成�¤任�的人。摩西-以�以色列民必
借P争而�得解放，他必率3希伯来人的全p与埃及p�作P，拯救他的弟兄�Ƥ脱²迫的ʯ。摩
西既具有�种|念，便抑制自己的感情，不愿�分施用在他的养母或法老身上，以免他更 保持Ē
行上帝旨意的自由。 {SR 108.4}

耶和d保守了摩西，使他不�那包¦着他的腐化影响所B害。他始N没有忘5自己童年从他敬畏
上帝的父母所3受的真理原ª。正�他最需要得到保�，免受那随ƍ廷生活而俱来的腐化影响�，
他童年�的教Ï就6出果子来了。敬畏上帝的|念常保持在他面前。他极�自己的同胞，并且极其
尊重希伯来人的信仰，甚至他不肯�作王室�承人的尊荣而Ĳȭ自己的出身。 {SR 109.1}

摩西在四十[的�候，“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的重担，�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
兄。他左右|看，�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有两个希伯来人争
斗，就
那欺ï人的�：你�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立你作我�的首3和ƫ判官呢？ 
道你要Ë我，象Ë那埃及人么？摩西便惧怕，�：�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事，就想Ë摩
西， 但摩西Ž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主指引了他的行程。6果他在一个敬拜上帝的人叶忒ċ家
里找到栖身之所。叶忒ċ是个牧人，也是米甸的祭司。他的女儿�替父4放羊。但�不久他的羊群
却都交�摩西照料了，他娶了叶忒ċ的女儿，并留在米甸i四十年之久。 {SR 109.2}

摩西Ë死那埃及人，�在是操之�急了。他以�以色列民必定明白：上帝的特别安排已使他兴起
拯救他�。但是上帝没有O划照摩西所想的用P争，却要用他自己的大能，来拯救以色列民，使�
荣耀全然Ą与他。上帝在摩西Ë死埃及人的�件事上²制了摩西的行�，来�他的旨意。他已依
照他的美意，将摩西安置在埃及的王室之中，在那里他已�接受ş底的教育；然而他�没有�上帝
兴起他要交托他去完成的大工准y妥当。摩西不能立即离开王廷和那供�他作王ƃ所有的种种享
受，而去Ē行上帝的特殊任�。他必é有相当的��，在拂逆与Ư困的Ïû中�得��并受到教
育。他在Ĳ居的�候，主差遣他的使者特别指示他有关未来的事。他在�里更充分地学会了自制和
Ȃ虚的重要功�。他看守了叶忒ċ的羊群，而在他从事牧人的卑微â��，上帝正是在Ày他作他
的羊群----就是他的:民以色列的属灵牧人。 {SR 110.1}

摩西将羊群*到ȳ野，来到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的�候，“耶和d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
。” “耶和d�：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在看�了；他�因受督工的ɖ制所	的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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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听�了；我原知道他�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脱离埃及人的手，3他�出了那地，到美好
Ĉǀ流奶与蜜之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i到我耳中，我也看�埃及人怎�欺²他�。故此我
要打	你去�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3出来。” {SR 110.2}

�机已�成熟，上帝要摩西拿起上帝的杖来代替牧人的竿，他要使�杖在施行神迹奇事，在拯救
他的子民脱离²迫，并在被仇Ň追赶�保Ð他�的事上大¥神能。 {SR 111.1}

摩西答8去Ē行�个任�。他先拜ō了他的岳父，征得到他的同意，�他自己携同眷属返回埃及
去。他不敢将他所要*�法老的信息告«叶忒ċ，惟恐他不�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如此危»的使命
中陪他同去。主加强了他的力量，并用�解除了他的惧怕，�：“你要回埃及去，因�÷索你命的人
都死了。” {SR 111.2}

第十五章上帝神能的彰�

（本章根据 出埃及55:1-12:28） {SR 112.1}

以色列民已多年服于埃及人的奴役之下。当初下到埃及的只有少数几家，但��他�却已成�一
大群的人了。他�既�拜偶像的 f所包¦，其中很多人就早已失去
真神的U�，也忘5了他的
律法。因此他�便在敬拜日、月、星、辰、禽Ż、以及人手所造的偶像的事上与埃及人�合了。 {SR

112.2}

那�Ƨ着以色列民的种种事物，都足以使他�忘5永生的上帝。然而希伯来人中仍有一些人保持
着
天地�造主真神的U�。他�看到自己的儿女天天|看，甚至也参与四ǁ拜偶像之人的可憎行
�，又向用木石制成的偶像下拜，并��些无知无�的.西献祭，他�就非常痛心。忠心的人既悲
痛万分，就在急 中呼求主救他�Ƥ脱埃及人的ʯ，将他�3出埃及，使他�可以ē脱拜偶像的
事，和那�Ƨ着他�的腐化^力。 {SR 112.3}

但是有e多希伯来人却宁愿留在奴役之下，而不愿到新的地方去，也不愿受那�途跋涉的Ʃ 困
苦， 故此主未曾在初次向法老¥示他的神迹奇事�拯救他�。他掌管万事，且容法老暴虐的精神得
到更充分的	展，使他得以向埃及人，也
他的百姓彰¥他的大能，令他�急欲离开埃及而:�事
奉上帝。 {SR 112.4}

e多以色列人虽然�拜偶像的事所腐化，但忠心的人-能站Į脚步。他�没有Ĳȭ自己的信仰，
却在埃及人面前公然承U他�是事奉那独一真神永生上帝的。他�述�那自从�世以来，�明上帝
的存在和能力的凭据。埃及人有机会U�希伯来人的信仰和他�的上帝。他�曾�#0Ź��班忠
心敬拜真神上帝的人，但他�无V用威迫、利Ɗ、或暴虐的待遇，N不得逞，因此他�甚�Ě怒。
{SR 113.1}

最后登基的两个埃及王是暴虐无道的，曾�残酷地
待希伯来人。以色列的�老�曾�致力于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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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向Î伯拉罕所立的8e，以及¨瑟ďN前所作的À言，�明他�的得蒙拯救出离埃及，借以鼓
舞以色列民消沉的信心。有些人愿意听信，另有一些人却只注意到自己悲惨的E境，而不抱任何希
望。 {SR 113.2}

以色列民受7境的影响

埃及人
以色列民的指望有所听�，因而嘲笑他�求救的希望，并出言侮蔑他�上帝的能力。他
�向以色列民指出他��个民族的状，�他�不�是被奴役的民族，并挖苦他��， 如果你�的
上帝是那么公¶怜ɑ的，又比埃及的神更有能力，他�什么不使你�成�自由的民族呢？�什么不
彰¥他的威ö和能力并高Å你�呢？ {SR 113.3}

埃及人又ǝ起以色列民注意他��个敬拜自己所:�，而�以色列人所称�假神之神明的民族。
他�得意洋洋地�：他�的神明已�使他�兴盛，并ǩ�他�衣食和大量ß富，而且他�的神明�
将以色列人交在他�手中服事他�，他�也有权²迫以色列人，Ë害他�，使他�不再成�一个民
族。他�ʉʪ希伯来人N必从奴役中得蒙解救的意�。 {SR 114.1}

法老夸耀�他愿意看到他�的上帝救他�脱离他的手。�些�打å了e多以色列人的希望。在他
�看来，情形似乎正如国王和他的ǒ士�所�的。他�知道自己是受着奴隶的待遇，而且必é忍受
督工的和官�所可能加在他�身上任何程度的迫害。他�的男孩曾被搜索加以Ë害。他�自己的生
活也成了重担，然而他��是相信并敬拜天上的上帝。 {SR 114.2}

于是他�将自己的E境和埃及人的作一比�。埃及人根本不相信有一位具有拯救或ūŹ之能的永
生上帝。他�有的人敬拜偶像，就是木石制成的像。另一些人ª:�敬拜日、月、星辰；然而他�
倒是兴盛富裕的，所以有一些希伯来人心想：如果上帝真是超�一切的神明，那么他就决不致如此
听任他�成�一个拜偶像民族的奴隶。 {SR 114.3}

上帝忠心的仆人�明白： 主之所以任由他�下到埃及来，乃是因�他�族人的不忠于上帝，以及
他�的任性与其他民族通婚，如此被Ɗ惑去敬拜偶像。他�也向自己的弟兄�强j：上帝不久必将
他�从埃及地3出来并折断那²制他�的ʯ。 {SR 114.4}

�候已到，上帝将要8允他受²迫之子民的祈祷，并大¥神能3他�出离埃及，以至埃及人不得
不承U他�所曾藐@的希伯来人的上帝确是超乎一切神明的。他在要因他�的拜偶像，并夸耀那
没有知�之假神所ǩ�他�的恩惠而刑Ʊ他�。上帝要荣耀他自己的圣名，使其他各国都得听他的
神能，并因他大能的作�而恐惧P兢，以至他的百姓因看到他的奇迹，理8ş底7离偶像而全然敬
拜他。 {SR 115.1}

上帝在拯救以色列人出离埃及的事上，清楚地向所有的埃及人¥明他
他子民特殊的怜�。上帝
U�合适要在法老身上Ē行他的刑Ʊ。使他既不愿因其他的方法相信，就只有从痛苦的��得以U
明，他的能力=×其他一切的神明。他�要使自己的圣名F遍全地，就要向万国提出自己的神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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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公¶之可作ƞ戒、与令人信服的�据来。上帝的O划乃是要�些大能的表足以加强他子民的
信心，使他�的后代子ƃ都能>>敬拜他，因他曾�他�的�故施行如此怜�的奇事。 {SR 115.2}

摩西在法老王吩咐民Ú作Ǥ却不供�草之后，就向他声明他所假装不U�的上帝，将要迫使他服
从他的命令， 承U他�最高�治者的权威。 {SR 115.3}

十大灾�

杖化成蛇，与河水!�血的神迹，并没有感�法老�硬的心，而只有增加他
以色列人的仇恨。
¬士�的作法使他相信摩西所行的神迹无非也是法¬，但在蛙灾解除之后，他就得到充分的凭据�
明事情并非如此。上帝原可将青蛙在œ刻之�消除仍Ą回ů土，但他并没有��作，以免青蛙消除
之后，王和埃及人又��是行法¬的6果，正如他�的¬士所行的一�。青蛙死了之后，埃及人便
把它�都聚Ȧ成堆。他�既得以眼��些�物的尸体，而且腐臭也ƶ染了空气。王和全埃及的人从
此看到他�的虚妄哲学所无法解Ĥ的凭据，�明�决不是法¬，而是天上上帝所降的刑Ʊ。 {SR 116.1}

行法¬的无法造出虱子。主不容e他���作，即使造出虚幻的象，使他�自己或埃及人相信
他�能造成虱灾，也不可以。他要消Ź法老的一切不信借口。他迫使行法¬的自己承U�：“�是上
帝的手段。” {SR 116.2}

随后降下的是Ⱦ灾。那种ſȾ并不象在某些季Q中ƐŃ我�的普通ſȾ，那ď到埃及的ſȾ乃是
巨大而有毒的。它�的螫刺使人和牲畜遭到非常的痛苦，上帝却使他的百姓与埃及人分别出来，不
容ſȾ在他�的境内出。 {SR 116.3}

后来主又降下瘟疫在他�的牲畜身上，同�却保守了希伯来人的牲畜，使它�一个都没有瘟死。
随后又在人和牲畜身上降下泡Ȟ的灾，W行法¬的自己也无法幸免。主随后又将ʃó着有火、ĝ
�、和雷ƥ的雹灾降在埃及地。每次降灾的��都是À先宣布的，使人不能�它是偶然	生的。主
向埃及人�明全地都在希伯来人的上帝的指ź之下----�明雷雹和)雨都听从他的吩咐。那Ɲ傲的法
老曾�一度	(�：“耶和d是$，使我听他的�？”如今竟自卑地�：“我犯了罪了，耶和d是公¶
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 的。”他央求摩西�他向上帝代求，使�可怖的雷ƥ和ĝ�止息。 {SR 117.1}

耶和d随后又降下可怕的蝗灾。王却宁愿忍受�些灾 ，而不愿向上帝低�。他眼看着全国在�
些可怕的刑Ʊ神迹之下毫不悔悟。主随后又降了一次黑暗之灾在埃及地。民Ú不但得不到亮光，就
W空气都是非常沉ú 受的，以致W呼吸也感到困 ；然而希伯来人在所居住的境内却都有亮光和
Æ洁的空气。 {SR 117.2}

上帝�降下一个可怕的灾 在埃及地，�比以前任何灾 更�ö重。那抗拒摩西的要求一直到底
的，乃是王和那些拜偶像的祭司。民Ú却希望希伯来人�得允e离开埃及。摩西向法老和埃及人，
也向以色列人，�明�最后灾 的性S和6果。那天夜晚， 
于埃及人可�是非常恐怖的，但
于
上帝的子民，却是光明的；öǮ的逾越Q就是当夜w立的。 {SR 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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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埃及王和一班Ɲ傲而拜偶像的国民服从天上上帝的命令，�在是很 的。埃及王的屈服非常Ŋ
ŝ。他在最 堪的痛苦之下稍微作了一点�步，可是一旦苦 消除，他就收回他所允ł的一切。如
此，灾 一个一个地ď到埃及，而他除了上帝忿怒的可怕刑Ʊ迫使他低�之外，-不肯作更多的�
步。王甚至在埃及国;已Ò落之后，依然固Ē地反抗不从。 {SR 118.1}

摩西和ÎŁ向法老述�，那在他不容以色列民出去之后，随之而来的每一灾 的性S和6果。他
每次虽然看到�些灾 完全照着所b的ď到；但他-不肯�步。最先，他只准e他�在埃及地献祭
�上帝；后来，在埃及遭受上帝忿怒的打c之后，他只容e男人出去。在埃及几乎被蝗灾摧ū之
后，那�他才准eĵ人和孩子也可以去，但仍不允e*牲畜去。��，摩西告«王，上帝的使者必
要Ë死他�所有的�子和�生的牲畜。 {SR 118.2}

每一次的灾 -比�来得更接近、更ö重，而�一次的却要比以前任何一次的更可怕。但那Ɲ傲
的君王竟大	烈怒，不肯自卑。埃及人在看到以色列人�那可怕的一夜大作准y�，他�就ʉʪ那
涂在他�門框和門楣上É血的�5。 {SR 118.3}

第十六章以色列民逃脱奴役

（本章根据：出埃及512:29-15:19） {SR 119.1}

以色列民已�遵行上帝所�他�的指示；因此正当Ź命的使者在埃及人中挨家挨k��的�候，
他�都Ày好出	，并等待着那Ț强的王和他的臣宰吩咐他�去。“到了半夜，耶和d把埃及地所有
的�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ʞ囚在ś里之人的�子，以及一切�生的牲畜，尽都Ë了。
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Ú人，夜�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号，无一家不死一个人。夜�法老召
了摩西ÎŁ来，�：起来，W你�*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所�的，去事奉耶和d去。
也依你�所�的，W羊群牛群*着走吧；并要�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	他�快快出离那
地，因�埃及人�：我�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ʮ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
上， 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行，向埃及人要金器、î器、和衣裳；耶和d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
恩，以致埃及人�他�所要的，他�就把埃及人的ß物ƪ去了。” {SR 119.2}

主在�事尚未曾8�之前¨四百年，将其¥示�Î伯拉罕：“耶和d
Î伯ü�：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四百年。并且他�要服事的那
国，我要ȐƱ，后来他�必*着e多ß物，从那里出来。” �世æ15:13-14 {SR 120.1}

“又有e多Þó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一同上去。”以色列人*着他�所有的ß物出离埃及，�
些ß物不属于法老，因�他�从未将其出��他。雅各和他的Ú子将他�的羊群和牛群*到埃及
地。��以色列民的人数极其Ú多，他�的羊群牛群也大大增加了。上帝已�降灾于埃及人，借此
刑Ʊ他�，并使他�急于催促他的百姓*着他�一切所有的出离埃及。 {SR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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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老容百姓去的�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上帝却不3他�从那里走，因�上帝�：恐怕百姓
遇�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上帝3百姓Ƨ道而行。走Y海ȳ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
*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瑟的骸骨一同*去；因�¨瑟曾叫以色列人öö的起誓，
他��：上帝
必眷ä你�； 你�要把我的骸骨从�里一同*上去。” {SR 120.3}

云柱与火柱

“他�从疏割起行，在ȳ野<的以倘安·。日�耶和d在云柱中3他�的路，夜�在火柱中光照他
�，使他�日夜都可以行走；日�云柱，夜�火柱，-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SR 121.1}

主知道非利士人必定反
以色列人��他�的境界。他�必V到以色列人�：他�是从埃及的主
人�那里偷逃的，所以就要和他�作P。��，上帝就在*3他���Y海的事上¥明自己既是公
¶的上帝，也是慈悲的上帝。主告«摩西�：法老必定追赶他�，所以他指示他在海<安·的地
点。他告«摩西�他必在法老和他全p面前得到荣耀。 {SR 121.2}

希伯来人离开埃及数日之后，埃及人告«法老�：他�已�逃ɝ，而且再也不会回来服事他了。
于是他�就因容e他�离开埃及而懊Ǜ了。不能享受他�的服事，�在是非常重大的ļ失，因此他
�懊悔自己曾�同意�他�走。他�虽曾从上帝的刑Ʊ遭受那一切痛苦，但他�已因�久悖逆而十
分Ț梗，竟至决定要追赶以色列民，用武力迫使他�回到埃及来。王率3大�p兵及六百ĐP�去
追赶他�，N于在他�海<安·的�候追上了他�。 {SR 121.3}

“法老ď近的�候， 以色列人Å目看�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d哀求。他�
摩西�：
 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来死在ȳ野么？你�什么��待我�，将我�从埃及3出来呢？
我�在埃及ȃ没有
你��，不要ƴŃ我�，容我�服事埃及人么？因�服事埃及人比死在ȳ野�
好。摩西
百姓�：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d今天向你�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你�今天所
看�的埃及人，必永=不再看�了。耶和d必�你�争P，你�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SR 121.4}

以色列人多快就不信上帝了啊！他�曾�4眼看到他�迫使王�以色列人离去所降�埃及的一切
刑Ʊ，及至他�
于上帝的信Ÿ受到#��，他�虽已��上帝在施行奇妙拯救�所¥神能的�
据，但他��是	了怨言。他�既没有在急 中依Ÿ上帝，反而埋怨忠心的摩西，叫他想起他�在
埃及所�的不信的�。他�控«他�他�遭受一切患 的ƽ根。他却鼓励他�信靠上帝，抑制住自
己不信的表，他�8当注意主所要�他�作的事。摩西ȶ切地哀求主拯救他的:民。 {SR 122.1}

在&海�的拯救

“耶和d
摩西�：你�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Å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
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 上帝要摩西明白他必要�他的子民行事—他�的急需正是他的机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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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已�尽可能走到尽�，他仍é吩咐他��]前&；他要用上帝所ǩ他的杖把水分开。 {SR 122.2}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硬，他�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p、�Đ、z兵上得荣耀。我在
法老、和他的�Đ、z兵上，得荣耀的�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d了。在以色列·前行走的上
帝的使者，7到他�后<，云柱也从他�前面7到他�后<立住。在埃及·和以色列·中�有云
柱，一<黑暗，一<	光；N夜两下不得相近。” {SR 123.1}

埃及人看不�希伯来人，因�他�前面有ń黑的ũ云，�云
于以色列人却放射光明。上帝如此
彰¥他的大能来#�他的百姓，要看他�在他向他�如此表示眷ä和慈�的�据�，他�是否信靠
他，同�也要õy他�的不信和埋怨。“摩西向海伸杖，耶和d便用大.)，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
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的左右作了ő垣。” 海水在两旁升起矗立，
象凝固的ő壁一�，��以色列民ª走在海中干地上。 {SR 123.2}

当夜埃及全p正在得意ŕŕ，U�以色列民又要落到他�的权下了。他�以��些人无路可逃；
因�他�前面是一片汪洋的Y海，而后面又有埃及的大p堵住去路。早晨他�来到海<，只�那里
有一条干路，海水已被分开，立在两旁象ő垣一�，而以色列民已在干地上走�了海中心了。埃及
人等了一会儿，要决定8采取什么方Ğ。他�原以�希伯来人几已垂手可得，必定落到他�的权
下，而今居然有一条意想不到的出路�他�在海中打开，因此感到失望而且Ě怒；所以决定要追赶
他�。“埃及人追赶他�，法老一切的z匹、�Đ、和z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候，耶
和d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p兵|看，使埃及的p兵混乱了。又使他�的�Í脱落， 以行走，以
致埃及人�：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d�他�攻c我�了。” {SR 124.1}

埃及人竟敢于冒»走上上帝�他子民所Ày的道路，6果上帝的使者&到他��伍中�，将他�
P�的Í子拆了下来。他�遭遇到上帝的ȷõ了。他�的&度极其ŝ慢，而且他�开始混乱了。他
�5起希伯来人的上帝在埃及所降�他�的刑Ʊ，使他�不得不�以色列人出去，��他�想，上
帝可能要将他�全都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呢。 他�U定上帝是在那里�以色列人作P，于是他�非
常地恐慌，就7身逃跑，��“耶和d
摩西�：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的�Đ、z
兵身上。” {SR 124.2}

“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候，耶和d把他�推翻在海
中。水就回流，淹没了�Đ和z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p，W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
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的左右作了ő垣。当日耶和d��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
以色列人看�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了。以色列人看�耶和d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
d，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 {SR 125.1}

希伯来人看到上帝在ūŹ埃及人一事上所施的奇妙作�，他�就都同声歌唱一首高尚�听，和感
IɢĿ而出自灵感的ă歌。 {SR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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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以色列民的行程

（本章根据 出埃及515:23-18; 27） {SR 126.1}

以色列民在ȳ野走了三天，竟找不着可喝的水。他�因干渴而受苦了。“百姓就向摩西	怨言，
�：我�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d，耶和d指示他一棵ą，他把ąð在水里，水就!甜了。耶和
d在那里�他�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他�。又�：你若留意听耶和d你上帝的�，又行我
眼中看�正的事，留心听我的ɕ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
因�我耶和d是医治你的。” {SR 126.2}

以色列民似乎具有不信的 心。他�不愿忍受ȳ野中的Ʃ苦。每当他�在途中遇到 E�，他�
-U�那是不能克服的。他�
于上帝的信Ÿ就消沉了，而且看�在他�前面只有死路一条。 {SR

126.3}

“以色列全会Ú在ȳ野向摩西ÎŁ	怨言，�：巴不得我�早死在埃及地耶和d的手下， 那�我
�坐在肉í旁<，吃得ģ足；你�将我�3出来，到�ȳ野，是要叫�全会Ú都Ñ死啊。” {SR 126.4}

�º上他�并没有真正感受ȓÑ的痛苦。他�已n有当前所需的食物，但他�却�将来担心。他
�看不出�以色列大群民Ú怎能在走�ȳ野的漫�旅程中，¹靠当�他�手中所¹有的一点粮食X
持生活，因此根据他�的不信看到自己的儿女捱Ñ了。主情愿�他�的粮食减少，使他�遇到 
E，要他�的心7向那位直到如今仍然帮助他�的主，因而可以信靠他。他准y作他�随�的帮
助。如果他�在需要�呼吁他，他就必向他�彰¥他的慈�和不断的照ä。 {SR 127.1}

可惜他�除非能�常4眼看到主能力的明�，就似乎不愿意信靠他。如果他�具有真正的信心和

上帝的�定依靠，那么在主曾�施用奇妙方法拯救他�脱离奴役之后，他�就必甘心�意地忍受
种种的不便、障碍，甚或真�的痛苦了。此外，何况主早已8e他�，如果他�肯听从他的命令，
他�必不致患病，因�他�：“我耶和d是医治你的。” {SR 127.2}

他�在从上帝得到如此可靠8e之后，而竟À料自己和自己的儿女会Ñ死，那就是存心犯罪的不
信了。他�在埃及�常因Ĝ��度而大受苦 。他�的孩子曾被Ë害，所以上帝垂听他�痛苦的祈
祷而慈怜地拯救了他�。他8e作他�的上帝， 而接收他��他自己的子民，并3他�到广大的美
地去。 {SR 127.3}

可是他�竟因前往那地的路途中遭受一点困 ，便立即灰心Ǜ志。他�曾在埃及人的奴役之下忍
受e多磨 ，但如今却不能在服事上帝的事上忍受一点痛苦。他�一旦受到考�，就立即悲|°
疑，陷于消极灰心。他�埋怨上帝忠�的仆人摩西，并将自己所有的苦 都Ą咎于他，甚至	表邪
 的心愿，巴不得曾留在埃及地，在那里他�可以坐在肉í旁<，吃得ģ足。 {SR 128.1}

��今信徒的教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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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民的不信和怨言，正是今地上上帝子民的�例。e多人回ä到以色列民，并因他�的不
信和不断	怨言而感到§异，因�耶和d;已�他�行了那么多的奇事，又屡次�予他�他慈�和
眷ä的明�了。他�想以色列民-不8当¥得忘恩ï¶。可惜有些存着�种想法的人，却因无关重
要的小事而抱怨«苦呢。他��不U�自己。上帝�常考�他�，要在小事上#�他�的信心；然
而他�并不比古代以色列人更能�得起考�。 {SR 128.2}

e多人当前的需要得到了供8；然而他�却不�将来而信靠主。他�因À料到将来的缺乏而表
出不信，并陷入灰心Ǜ志之中。有一些人不住地担心，惟恐他�将要遭受缺乏，以致自己的儿女受
苦。一旦困 	生，或是他�陷于窘迫的境地----一旦他�
上帝的信心和�心受到考�----他�便要
在考�上畏Ơ，而埋怨上帝特意借以Ŕ³他�的�程了。 他�的�心¥明并不是Æ一，完全而凡事
包容的。 {SR 128.3}

天上上帝子民的信心8当是�强、活Ǔ、而持久的----是所盼望之事的�底。然后��的人所b的
�就必是：“我的心哪，你要称ɢ耶和d；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ɢ他的圣名，”因�他已�丰厚地恩
待我。 {SR 129.1}

有一些人U�克己乃是真正的痛苦，Ò坏的食欲已被放ƈÈ了。
于抑制不健全的食欲，甚至W
e多自命�基督徒的人也要�)退避，好象�>的ù食会造成ȓÑ似的。而且他�正象以色列民一
�，宁愿遭受奴役，身患疾病，甚至于死亡，也不愿Ǜ失肉í的享受。é知在大患 �期，上帝所
8e余民的，只是粮不缺乏，水不断�。参看以´ÎR33:16 {SR 129.2}

�哪

“早晨在·四¦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Ă物。以色列人看
�，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
(�：�是什么呢？摩西
他��：�就是耶和d�你�吃的食物。
耶和d所吩咐的是��：你�要按着各人的_量，�Ď棚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珥。
{SR 129.3}

“以色列人就��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珥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
有缺，各人按自己_量收取。 摩西
他��：所收的不e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不听摩西的
�，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臭了；摩西便向他�	怒。他�每日早晨，按着各人的_量收
取，日�一	,，就消化了。 {SR 129.4}

“到第六天，他�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梅珥；会Ú的�官来告«摩西。摩西
他��：耶和
d���：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d守的圣安息日，你�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
下的都留到早晨。他�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也没有虫子。摩西�：你�今天吃
�个吧，因�今天是向耶和d守的安息日；你�在田野必找不着了。” {SR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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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今并不比他向以色列民作以上特殊指示�更少注意他的安息日。他吩咐他�在第六天将所要
烤的就烤了，所要煮的就煮了，以便准y在安息日安息。 {SR 130.2}

上帝从天上降下粮食�他的子民，借此向他�表他
他�的照ä和慈�。“人竟吃了天使的食
物；” �ă篇78:25英Ǖ ���明�食物乃是天使�他�Ày的。降�哪的三重神迹----第六日降双
分，第七日不降，以及�哪在安息日仍然保持新É，而其他日子却!成不能食用的了---�都是用以
使他�
安息日的神圣性留下深刻的印象。 {SR 130.3}

他�在得供8丰富的食物之后，便因自己的不信和埋怨而感到羞愧，并8e今后必要信靠主，但
他�很快就忘5了自己的ł言，并在第一次受到信心的考��就失Ò了。 {SR 131.1}

从磐石里流出水来

他�从汛的ȳ野往前行，在利非Ş安·，在那里民Ú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ê，�：�我�水
喝吧。摩西
他��：你��什么与我争ê？�什么#探耶和d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
向摩西	怨言，�：你�什么将我�从埃及3出来，使我�和我�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
就呼求耶和d�：我向�百姓怎�行呢？他�几乎要拿石�打死我。 {SR 131.2}

“耶和d
摩西�：你手里拿着你先前c打河水的杖，*3以色列的几个�老从百姓面前走�去。
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c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
就在以色列的�老眼前��行了。他�那地方起名叫Ę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ê，又因他
�#探耶和d�：耶和d是在我�中�不是。” {SR 131.3}

上帝指示以色列民在那没有水的地方安·，�要#�他�， 看他�是否在急 中仰望他，或仍照
�去的所作一�	怨言。他�ƞ于得蒙奇妙的拯救�，上帝�他�所行的一切，理8在�次的急 
中信靠他。他�理8明白：他既已8e接收他��他自己的子民，-不会�他�渴死的。可惜他�
不但没有虚心求主供�他�的需要，反而埋怨摩西，向他要水喝。 {SR 131.4}

上帝曾用奇妙的方式不断地向他�彰¥他的大能，�要使他�明白：凡他�所3受的福惠都是从
他而来的；他既可以随意ǩ�，也能随意收回。他�有�也充分U�到�一点，并在主面前深深地
自卑；但他�一旦遭受ȓ渴，便完全Ą罪摩西，一若他�离开埃及乃取悦于他似的。摩西因他�无
情的怨言而感到悲B。他求(主8当怎�行，因�民Ú准y用石�打死他。主吩咐他用上帝的杖c
打磐石。上帝荣耀的云柱当�正停在那磐石前面。“他在ȳ野分裂磐石，多多的�他�水喝，如从深
渊而出。” ă篇78:15-16 {SR 132.1}

摩西固然c打了磐石，但那使水从磐石里流出来的乃是那站在摩西身旁的基督。民Ú在干渴�#
探主�：若真是上帝3我�到�里来的，他�什么不象�粮食一��我�水喝呢？�中的“若”字¥明
了他�冷酷无情的不信，也使摩西担心，惟恐上帝要因他� 毒的怨言而刑Ʊ他�。主#�了他子
民的信心，但他��不起考�。 他�竟�粮食和水	怨言，抱怨摩西。上帝因�他�的不信，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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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他�的Ň人来与他�作P，以便他向他的子民¥明他�的力量从何而来。 {SR 132.2}

蒙拯救脱离FS力人的手

“那�ÎĘ力人来在利非Ş，和以色列人争P。摩西
¨RÎ�：你�我�:出人来，出去和ÎĘ
力人争P；明天我手里要拿着上帝的杖，站在山Ä上。于是¨RÎ照着摩西
他所�的�行，和Î
Ę力人争P；摩西、ÎŁ、与k珥都上了山Ä。摩西何�Å手，以色列人就得×；何�垂手，ÎĘ
力人就得×。但摩西的手	沉；他�就搬石�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ÎŁ与k珥扶着他
的手，一个在�<，一个在那<，他的手就Į住，直到日落的�候。” {SR 133.1}

摩西向天Å起双手，右手拿着上帝的杖，向上帝求助，于是以色列得了×，把Ň人c退。摩西何
�垂手，就看到以色列即刻失去一切r^而被Ň人所×了。摩西得到扶助再向天Å手，以色列便又
得×，Ň人又被c退了。 {SR 133.2}

摩西向上帝Å手�一件事，乃是要教Ï以色列，当他�以上帝�他�的依靠，而握住他的能力，
并高Å他的宝座�，他就必�他�作P，并制服他�的Ň人， 但何�他�放松那握住他能力的手而
靠自己的能力，他�就必甚至�比不U�上帝的Ň人更�ë弱，他�的Ň人也必×�他�。于是“¨
RÎ用刀Ë了ÎĘ力王和他的百姓。” {SR 133.3}

“耶和d
摩西�：我要将ÎĘ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写在R上作5念，又念
�¨RÎ听，摩西筑了一座Ƙ，起名叫耶和d尼西。（就是耶和d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耶和
d已�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ÎĘ力人争P。”如果以色列民没有向主	怨言，他就不会容�他�的
Ň人和他�作P了。 {SR 134.1}

叶忒Q来Z

摩西在离开埃及之前，他曾将妻子和孩子送回他岳父那里去。叶忒ċ在听�以色列人得蒙奇妙拯
救出离埃及之后，他便到ȳ野去探ō摩西，并把他的妻子和孩子�*�他。“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
他下拜，与他4嘴，彼此(安，都&了Ď棚。摩西将耶和d�以色列的�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
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Ʃ ，并耶和d怎�搭救他�，都述�与他岳父听。” {SR 134.2}

“叶忒ċ因耶和d待以色列的一切好E，就是拯救他�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喜。叶忒ċ�：耶
和d是8当称ɢ的，他救了你�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 将�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今
在埃及人向�百姓	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d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忒ċ把燔祭和平安祭献�
上帝；ÎŁ和以色列的Ú�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上帝面前吃_。” {SR 134.3}

叶忒ċ的慧眼很快就看出摩西的ï担非常重大，因民Ú将他�一切的 E都向他İ�，他便教¡
他�有关上帝的律法和典章。叶忒ċ
摩西�：“在你要听我的�，我�你出个主意，愿上帝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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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你要替百姓到上帝面前，将案件奏告上帝；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Ï他�，指示他�当行的
道，当作的事。并要从百姓中Ɂ: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Ċ�无妄，恨不¶之ß的人，派他
�作千夫�、百夫�、五十夫�、十夫�管理百姓；叫他�随�ƫ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里，
小事他�自己可以ƫ判；��，你就T省些，他�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行，上帝也��吩咐
你，你就能受得住，�百姓也都平平安安Ą回他�的住E。” {SR 135.1}

“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按着他所�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Ɂ:了有才能的人，立他��
百姓的首3，作千夫�、百夫�、五十夫�，十夫�。 他�随�ƫ判百姓，有 断的案件，就呈到
摩西那里，但各�小事他�自己ƫ判。此后，摩西�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 {SR 135.2}

摩西并没有不屑于3受他岳父的指教。上帝固然已�大大地高Å了他，并借他的手行了e多神
迹。然而摩西并没有U�上帝既Ɂ:了他来教¡别人，并借着他的手行了e多奇事，因此他就不需
要向人3教了。他甘心�意地听从了他岳父的建Ê，并采ř了他的O划�明智的t法。 {SR 136.1}

第十八章上帝的律法

（本章根据：出埃及519; 20） {SR 137.1}

以色列民“离了利非Ş，来到西乃的ȳ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摩西到上帝那里，耶和d从山上
呼ǝ他�：你要��告«雅各家，żʢ以色列人，�：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都看�了，且看
�我，如ǈ将你�背在翅膀上，*来Ą我，如今你�若�在听从我的�，遵守我的¨，就要在万民
中作属我的子民，因�全地都是我的；你�要Ą我作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些�你要告«
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民�的�老来，将耶和d所吩咐他的�，都在他�面前İ明。百姓都同声回
答�：凡耶和d所�的我�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回复耶和d。” {SR 137.2}

民Ú在�里同上帝立了öǮ的¨，并接受了他�他�的�治者，由此而成�他神圣权威之下的特
殊子民。“耶和d
摩西�：我要在密云中ď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的�候可以听�， 也可
以永=信你了。”每当希伯来人在途中遇到困 �，他��ʏ埋怨摩西和ÎŁ，Ą咎他�将以色列全
族*出埃及乃是要消Ź他�。因此上帝要当着他�尊重摩西，俾使他�信任他的教ɸ，并且知道他
已将他的圣灵加在摩西身上。 {SR 137.3}

准/朝�上帝

于是主�予摩西明确的指示，命百姓准y上帝降ď，使他�得听他律法的宣布，不是�由天使F
授，而是他4口�出的。“耶和d又
摩西�：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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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到第三天要Ày好了，因�第三天耶和d要在Ú百姓眼前降ď在西乃山上。” {SR 138.1}

民Ú奉命停止属世的Ĝ作和操心，培养属灵的思想。上帝也要他�洗³他�的衣服。他今并不
比往日更少考究。他乃是b究秩序ãª的上帝，所以要他代住在地上的子民保持ö格清洁的f
È。凡以不清洁的身体和ƶɺ的衣服来敬拜上帝的人，都不能&到他面前来得蒙悦ř。他不喜悦他
�
他缺少敬意，他也不接řƶɺ之礼拜者的事奉，因�他�羞辱了他�的�造主。天地的�造主
非常重@清洁，因此，他�：“又叫他�洗衣服。” {SR 138.2}

“你要在山的四¦�百姓定界限，�：你�当Ǚ慎，不可上山去， 也不可摸山的<界，凡摸�山
的，必要治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打死，或用箭射透；无V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
角声拖�的�候，他�才可到山根来。”�道命令乃是要特意感��班悖逆的百姓，
那位制定并Ē
行他�律法的上帝，深°崇敬。 {SR 138.3}

上帝在可畏的威M中:�

“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ƥ、ĝ�、和密云，并且角声甚大；·中的百姓尽都	ȟ。”那侍
立在神圣大君之前的Ú天使，用一种仿佛号筒般的声音号召民Ú前来，�声音越来越响，直到全地
都震�。 {SR 139.1}

“摩西率3百姓出·迎接上帝；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耶和d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
气上Ħ，如Ôɨ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圣神上帝*着威荣的侍从天使行列，在云中降ď，他�好
象	光的火焰。 {SR 139.2}

角声ħħ的高而又高，摩西就��，上帝有声音答8他。耶和d降ď在西乃山Ä上，耶和d召摩
西上山Ä，摩西就上去。耶和d
摩西�：你下去吩咐百姓，不可ư�来到我面前|看，恐怕他�
有多人死亡。 又叫4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cË他�。 {SR 139.3}

主如此在可畏的威ö中从西乃山上宣布了他的律法，使民Ú可以相信。他在ǧ布律法的同�，�

自己的权威作了庄ö崇高的¥示，俾使他�确知他乃是独一真�的永生上帝。摩西不得&入那光
荣的云彩之内，只能就近&入那�Ƨ着云彩的幽暗之中。他站立在民Ú与耶和d之�。 {SR 140.1}

d布上帝的律法

主如此¥示他大能的明�之后，便告«他�他是$：“我是耶和d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奴
之家3出来。”那在埃及人中高Å他权能的同一位上帝，��宣布他的律法了： {SR 140.2}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SR 140.3}

“不可�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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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我耶和d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他的罪，自父及
子，直到三四代；�我守我ɕ命的，我必向他�	慈�，直到千代。 {SR 140.4}

“不可妄称耶和d你上帝的名；因�妄称耶和d名的，耶和d必不以他�无罪。 {SR 140.5}

“当5念安息日，守�圣日。六日要Ĝ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d你上帝当守的安息
日；�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V何工都不可作；因�六日之
内，耶和d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dǩ福与安息日，定�圣日。
{SR 140.6}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d你上帝所ǩ你的地上，得以�久。 {SR 141.1}

“不可Ë人。 {SR 141.2}

“不可奸淫。 {SR 141.3}

“不可偷盗。 {SR 141.4}

“不可作假��陷害人。 {SR 141.5}

“不可Ɣ恋人的房屋，也不可Ɣ恋人的妻子、仆婢、牛ǻ，并他一切所有的。” {SR 141.6}

耶和d所宣布的第一和第二条ɕ命，是禁止拜偶像的律例；因�人若拜偶像，就必致在罪 和叛
逆的事上无所不�，6果甚至奉献活人�祭物。上帝要防止�种可憎之事的初步	展。�四条ɕ命
的ǧ布，乃是要向人类�明他�
上帝的õ任。第四条乃是Ų大的上帝与人类之�相�的�ć。安
息日乃是特�人的利益和上帝的荣耀而ǩ下的。后六条�明人与人之�的本分。 {SR 141.7}

安息日要永=作�上帝和他子民之�的5号。它作5号的方式是��的----凡遵守安息日的人，就
借此表明他�是敬拜�造天地的主永生上帝的。只要上帝�有一班子民在地上事奉他，安息日就要
作�上帝和他子民之�的5号。 “Ú百姓�雷ƥ、ĝ�、角声、山上冒烟，就都	ȟ，==的站立，

摩西�：求你和我���，我�必听，不要上帝和我���，恐怕我�死亡。摩西
百姓�：不
要惧怕；因�上帝降ď是要#�你�，叫你��常敬畏他，不至犯罪。 {SR 141.8}

“于是百姓==的站立；摩西就挨近上帝所在的幽暗之中。耶和d
摩西�：你要向以色列人��
�，你�自己看�我从天上和你���了。”上帝在西乃山的威öď格，和他ď格�所引起的地大震
�，以及所配合的可怕雷ƥ与ĝ�，使民Ú在心中
他的神圣威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致他
�本能的从上帝可畏的ď格之前后退，以免他�承受不起他那可怕的威荣。 {SR 142.1}

拜偶像的危A

上帝要再度防止以色列民陷入拜偶像的罪，他
他��：“你�不可作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
自己作金î的神像。”他�有效法埃及人的危»，以致�自己制作偶像来代表上帝。 {SR 142.2}

耶和d
摩西�：“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你，3你到我所Ày的地方去。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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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我名来的，你�要在他面前Ǚ慎，听从他的�，不可惹他； 因�他必不赦免你�的�犯。你若�
在听从他的�，照着我一切所�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Ň作仇Ň，向你的Ň人作Ň人；我的使者要
在你前面行，3你到Î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
剪除。”那行在以色列人前面的乃是主耶ɗ基督。“你不可跪拜他�的神，不可事奉他，也不可效法他
�的行�，却要把神像尽行拆ū，打碎他�的柱像。你�要事奉耶和d你�的上帝，他必ǩ福与你
的粮，与你的水； 也必从你�中�除去疾病。” 出埃及523:20-23, 24, 25 {SR 142.3}

上帝要他的子民明白，惟独他8当作他�崇拜的
象；因此在他�×�四周拜偶像的国家之后，
他�也不可保留任何他�所拜的偶像，却要将其尽行åū。�些异邦的神像多半是很Õ重的，而且
制作手Ö精巧，可能引Ɗ曾��其盛行于埃及的拜偶像的人，以至
�无知无�的.西存有崇拜之
意。主要他的子民明白，他之所以要用以色列人作�他的工具、去刑Ʊ�些国度并ūŹ他�的神
像，正因��些国民由于拜偶像而¡致种种的邪 。 {SR 143.1}

“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Ú民，在你面前§ʁ、Ń乱，又要使你一切仇Ň，7背逃跑。我
要打	黄蜂K在你前面，把希未人，迦南人、赫人ʜ出去。 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从你�面前ʜ
出去；恐怕地成�荒凉，野地的Ż多起来害你。我要ħħ的将他�从你面前ʜ出去，等到你的人数
加多，承受那地�;。我要定你的境界，从Y海直到非利士海，又从ȳ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
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从你面前ʜ出去。不可和他�并他�的神立¨。他�不可住在你的地
上，恐怕他�使你得罪我；你若事奉他�的神，�必成�你的网ċ。” 出埃及523:27-33 上帝所�
他子民的�些8e，乃是以他�¯从�条件的。如果他�肯全心全意地事奉主，他必�他�施行大
事。 {SR 143.2}

摩西从主3受了种种典章，和那些以¯从�条件的8e，并�民Ú写了下来之后，主
他�：“你
和ÎŁ、拿答、Î比k、并以色列�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里来；==的下拜。惟独你可以
4近耶和d；他�却不可4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d的命令、典章，都
述�与百姓听；Ú百姓ĭ声�：耶和d所吩咐的，我�都必遵行。” 出埃及524:1-3 {SR 144.1}

摩西所写的不是十条ɕ命，而是上帝所要他�遵守的种种典章，以及那以他�¯从他�条件的各
¤8e。他将�些�念�民Ú听了，他�也保�要遵守主所�的一切�。于是摩西将他�öǮ的誓
愿写在R中，并�民Ú向主献祭。 “又将¨R念�百姓听；他��：耶和d所吩咐的，我�都必遵
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你看，�是立¨的血，是耶和d按�一切�与你�立¨的凭
据。”民Ú重新向主Ǉ重e愿，决心照他所b的一切�而行，并且¯从。出埃及524:7-8 {SR 144.2}

上帝永恒的律法

上帝的律法在人类受造之前就已�存在了。天使都受�律法的�治。撒但之所以堕落，乃是因�
他Ɵ背了上帝政权的原ª。在Î当夏娃受造之后，上帝便向他�Fb他的律法。那�律法不是写下
来的，而是耶和d向他�宣b的。 {SR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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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ɕ的安息日乃是在伊甸园中w立的。上帝在�造世界并在其上�造人类之后，他便�人类w
立了安息日。在Î当犯罪堕落之后，上帝的律法并未作�毫的Ɖ改。十条ɕ命的原ª在人类堕落之
前早已存在，而且它的性S是适合于人类圣洁情况的。在人类堕落之后，�些条例的原ª并没有改
!，但却ǧ布了附加的条例来8付人类堕落的状况。 {SR 145.2}

那�需要奉献祭牲的制度也建立了，�要使堕落的人类常常5起那蛇使夏娃!成不信的是什么，
及5住Ɵ命的刑Ʊ便是死亡。因Ɵ背上帝的律法，致使基督不得不作Ǿ牲而死，借此一面�人类打
开一条逃脱刑Ʊ的出路，而同�仍得以保持
上帝律法的尊重。献祭的制度乃是教Ï人ƞ于自己堕
落的状o而Ȃ虚自卑， 并¡使悔改、及借着那8e的救ɂ主而1一信靠上帝赦免�去Ɵ背他律法的
罪。如果上帝的律法未曾被Ɵ犯，就�不致有死亡，而也就不需要附加的条例来适8他堕落的状况
了。 {SR 145.3}

Î当曾将上帝的律法教¡他的子ƃ，�律法也曾世代相F�忠心的人。由于人不断地Ɵ犯上帝的
律法，致使洪水ď到地上。那��律法乃是由挪Î和他全家保存的；他�是因行¶而靠上帝的神
迹，在方舟中得蒙拯救的。挪Î将十ɕ教¡他的子ƃ。主从Î当一直到代，已�自己保留一班心
中藏有他律法的子民，他V到Î伯拉罕�：他“听从我的�，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
度。” �世æ26:5 {SR 146.1}

主曾向Î伯拉罕¥，并
他�：“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使
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世æ17:1-2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立我的¨，作永=的¨，是要
作你和你后裔的上帝。” �世æ17:7 {SR 146.2}

那�上帝吩咐Î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遵守割礼，就是在肉上割去一圈，象征上帝曾将他�割出，并
从各国分别出来作他特殊的宝。他�借�个5号öǮ地e愿，不与其他国民通婚，因�他�如果
��行，^必失去尊敬上帝和他神圣律法的心， 而!成象四¦拜偶像的民族一�了。 {SR 146.3}

他�借割礼而Ǉ重地同意，要履行那和Î伯拉罕所立之¨中他�8守的条件，就是与各国分别，
作完全人。如果Î伯拉罕的子ƃ持守与其他各国分离，他�就不会被引Ɗ拜偶像了。他�由于与其
他各国保持分离，就可以免去参与他�罪 行�及反叛上帝的大#探了。可惜他�因与ǁ邦交往混
合，以致他�特殊而圣洁的性S大�Ǜ失了。主�ȐƱ他�起�，便使ȓ荒ď到他�的地上，�就
迫使他�下到埃及去，保全自己的性命。但上帝因他与Î伯拉罕所立的¨，并没有在他�留居埃及
�Ā弃他�，他�他�受埃及人的²迫，使他�得以在急 中7向他，Ɂ:他公¶怜ɑ的政权，并
¯从他的律例。 {SR 147.1}

起先下到埃及去的，只不�少数十几家人。后来人口增加成了一大群。有些人Ǣ留心将上帝的律
法教¡儿女，但e多以色列人既
拜偶像的事司空�È，以致
于上帝律法的看法模糊了。那些敬
畏上帝的人苦苦呼吁他，要求打断他�痛苦，奴役的ʯ，3他�从�奴之地出来，使他�得以自由
事奉他。上帝垂听他�的呼求，就兴起摩西作他的工具，完成拯救他百姓的工作。在他�出离埃及
与Y海的水在他�面前分开之后，主#�他�，要看他�是否信靠他�位曾�借着神迹奇事与#�
将他��一族从另一族中救出来的上帝。 可惜他��不起考�。他�因�途中的Ʃ苦埋怨上帝，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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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重返埃及。 {SR 147.2}

写在石版上

主�要使他�无可推ʚ起�。竟4自Ŏď西乃山，�荣耀所包¦，�天使所�Ƨ，并用最庄ö可
畏的方式宣布了他的十ɕ圣律。他没有把他的律法交�任何人甚或天使去F授，却4口用人所能听
�的声音向全体民Ú宣布。但即使到了�个地步，他仍不�民Ú>凭5Â力保存�ɕ命。却4自用
他圣洁的手指将ɕ命写在石版上。他要消除他�一切足使他的神圣律例与ĀF混淆，或将他的命令
与人的fÈʃ合的可能性。 {SR 148.1}

上帝后来再和他的子民更加接近一步，因�他�是十分容易偏离正路的，所以他不愿¹¹ǩ�他
�十条ɕ命的条例。他命摩西照他所吩咐的律例和典章写出。
他所要他�行的事作了ò尽的指
示，借此保�了他所刻在石版上的十条律法。�些明确指示和条例的ǩ下，乃�引¡犯�的人遵守
他�所易于干犯的道德律。 {SR 148.2}

人类如果曾�遵守上帝在Î当堕落之后所ǩ�他，又�挪Î在方舟中所保存，并由Î伯拉罕所遵
守的律法，那就没有制定割礼的必要了。 而且Î伯拉罕的子ƃ如果曾�遵守那以割礼�表号或保�
所代表的¨，他�就�不致陷入拜偶像的罪中。也不致受ȐƱ下到埃及去，更毋é要上帝在西乃山
宣布他的律法，而将它刻在石版上，并借摩西的律例典章中的ò�指示来保�它了。 {SR 148.3}

律例和典章

摩西将他在山上与上帝同在，�他口授的律例典章写了下来。如果上帝的子民已�遵守了十ɕ的
原ª。那就毋需再向摩西作ò尽的指示了----�就是摩西所写在R中，有关他�
于上帝以及彼此之
�的本分。主所�予摩西关于他民Ú彼此之�，以及有关
待外人的本分的明确指示，乃是十ɕ原
ª的加以�化而具体明白的	表，俾使他�不致犯�。 {SR 149.1}

主明确地教Ï摩西，关于那将要在基督受死�N止的祭礼。献祭制度全是À表基督作毫无瑕疵之
羔羊的Ǿ牲。 {SR 149.2}

主首先在Î当堕落之后w立了献祭的制度，而由Î当F授�他的子ƃ。�个制度被洪水之前那些
与忠心跟从上帝之人分离、以及日后参加建造巴别塔的人所Ò坏了。他�竟向自己所造的假神献
祭，而不献祭与天上的上帝。他�之所以献祭，并不是因�他�相信那要来的救ɂ主，而是因�他
�自以�当在ƶɺ的神Ƙ上奉献e多牲畜，借此取悦于他�的神明。他�的迷信致令他�非常的奢
侈浪L。 他�教¡人�：他�所献的Ǿ牲越Õ重，ª所±偶像邪神的喜悦越多，而他�国家的兴盛
和ß富也就越大。故此，往往有将活人献��些无知偶像之Å。那些国家也有e多管制民Ú行�的
律法和条例，是最残酷无情的。他�的律法乃是一班内心未�恩德ë化之人所制定的；因此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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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容忍最卑鄙的罪行，同��ʏ因T微的犯法而由当权者E以最残忍的刑Ʊ。 {SR 149.3}

摩西在作以下声明�，就考Ĺ到�一点�：“我照着耶和d我上帝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Ï你
�，使你�在所要&去得�;的地上遵行。所以你�要Ǚ守遵行，�就是你�在万民眼前的智慧、
Ť明；他�听��一切律例，必�：�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Ť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相
近，象耶和d我�的上帝，在我�求告他的�候与我�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公¶的律例，典
章；象我今日在你�面前所İ明的�一切律法呢？ 申命54:5-8 {SR 150.1}

第十九章圣幕

（本章根据：出埃及525:-40:） {SR 151.1}

圣幕是遵照上帝的命令而制成的。主兴起了一些人，并ǿ予他�特别的才能来&行那最精巧的工
作。无V摩西或那些工人，都不容自行wO那建筑的形式和工程。上帝4自ǂ出了O划，将它交�
摩西，W同ò�的指示，例如圣幕的尺寸、形状，和所需用的材料等，并且指定了其中的每一件器
具。他将天上圣所的一个小模型ē在摩西面前，吩咐他依照山上所指示他的�式、制造一切的物
件。摩西将所有的指示都写在R中，并将它念�最有名望的人听。 {SR 151.2}

主随后吩咐民Ú送来�意的奉献，�他建造圣所，使他可以住在他�中�。“以色列全会Ú从摩西
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和甘心�意的，都拿耶和d的礼物来，用以作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
用以作圣衣。凡心里�意献礼物的，W男*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Ğ、耳�（或作鼻�）、打印
的戒指，和手ʬ， *来献�耶和d。” {SR 151.3}

所必é&行的准y乃是繁重而且L用巨大的。必é收集珍Õ和重价的材料。但主却只悦ř�意的
奉献。�上帝Ày住所的先决条件，乃是
圣工的忠Ċ和出自心甘情愿的Ǿ牲。建造圣所的工作正
在&行中，民Ú都将他�的奉献拿来交�摩西，而由他交与工匠�，所有参加工作的智慧人Ļl了
�些礼物，断定Ú人所拿来的不但已�够用了，而且�ɡɡ有余。于是摩西在全·中宣告�：“无V
男女，不必再�圣所拿什么礼物来；��才Ȍ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 {SR 152.1}

作�后代的教G

以色列民屡次所	的怨言，以及上帝因他�犯罪	怒而降的刑Ʊ，都已5'在圣史中，加惠于后
代住在地上的上帝子民，更是特别作�凡生存在末期之人的警戒，同�，以色列人的忠Ċ，和他�
将�意奉献交�摩西�所表的`极与慷慨，也都�上帝子民的益E而5�下来了。他�如此欣喜
地�圣幕Ày材料的榜�，乃是一切真正,�敬拜上帝之人的模范。凡重@上帝神圣ď格之恩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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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他�建造殿宇以y上帝与他�相会�，理8在�圣工上表更大的关°与,忱，俾与他�重
@属天福惠�于属世安�的心相称。 他�8CU明他�乃是�上帝Ày居所。 {SR 152.2}

一个1供上帝与他百姓相会的建筑物，8当用心准y布置得舒适，整洁，而方便；�原是相当重
要的，因�它乃是要献与他的，而且也当求他住在那居所中，使之因他的ď格而成圣。奉献�主的
8当充足�意，以便充分地完成工作，使工人�能�：不必再奉献了。 {SR 153.1}

依照所e的
式

摩西在圣幕建造完成之后，Ļ�了各部工作 ，拿它和原来的�式，以及他从上帝所3受的指示相
比，他看出各部工程都与�式相符，于是便�百姓祝福。 {SR 153.2}

上帝将¨Ƃ的0�，W同制造的ò��明，都交�摩西。¨Ƃ是1�存放那两�法版而作的；在
法版上，上帝4手刻写了十条ɕ命。¨Ƃ的形式好象箱子，里外都包上Æ金。四¦Ȝ有金牙<。�
神圣箱Ƃ的Ä盖乃是施恩座，是用精金制作的。施恩座的两�，安置着两个用精金Ƚ出来的基路
伯。基路伯，�
着�，恭敬地朝着施恩座，表明Ú天使关°而恭敬的心情注@那存放在天上圣所
¨Ƃ中的上帝的律法。基路伯各有两个翅膀。每个天使向上伸出一个翅膀，另一个翅膀ª遮盖着自
己的身体。 地上圣所中的¨Ƃ乃是天上真¨Ƃ的模型。在那里，¨Ƃ的两Ʀ有活的天使侍立，各用
一个翅膀向上伸出遮掩施恩座，其他的翅膀ª用来遮盖自己的身体，以示恭敬与Ȃ卑。 {SR 153.3}

摩西受命将那两�石版放在地上¨Ƃ中。�两�石版又称���的版，¨Ƃª称���的Ƃ因�
其内存放着有上帝十ɕ的��。 {SR 154.1}

“前后两C”

圣幕分�前后两Ç，用幔子或帘幕隔开，圣幕的一切器具都是用Æ金Ƚ出来的，或用金包裹了
的。圣幕的幔子色彩É明，非常美g，其上用金�和îaȈ上基路伯，�代表那与天上圣所的工作
有关、并�地上圣徒服役的Ú天使。 {SR 154.2}

在第二Ç幔子里面有那��的¨Ƃ，�神圣¨Ƃ的前面由那富g堂皇的幔子Ǐ隔着。�幔子并不
是一直挂到Ä上的。那停留在施恩座上的上帝的荣耀，可从前后两Ç�到，但从第一Ç所�到的却
非常之少。 {SR 154.3}

在¨Ƃ的正前面有金香Ƙ，但却由幔子隔开。Ƙ上的火是上帝所4自点燃的�常由人加上圣香而
恭敬地保持燃着，�香使圣幕日夜都充M芬芳的烟云。 它的香气一直F到圣幕周¦数里之外。每当
祭司在主面前献香�，他面向施恩座。他虽然看不�施恩座。但确知它就在那里，而且当烟云上升
的�候，耶和d的荣光就停在施恩座上，充M了至圣所，�也是在圣所中能看得到的，而且�荣光
往往将两Ç都充M了，以致W祭司也无法&行工作，而只得立在会幕門外。 {SR 154.4}



6/19/14, 5:03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59 of 171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area=publication&id_pub=854…rt_paragraph=1003642728&finish_paragraph=1003644762&references=1

那在圣所将祷告献到他所看不�之施恩座前的祭司，代表上帝的子民将他�的祷告奉献�在天上
圣所中施恩座前的基督。他�不能以肉眼看�他�的中保，但他�可凭信心的慧眼看�基督在施恩
座前，而向他祈祷，并以确切的信念要求他作中保代求的惠助。 {SR 155.1}

�两Ç神圣的所在都没有窗k采光。有那用精金Ƚ出来的灯台日夜点燃着，使两Ç都有亮光。灯
台上的灯光反映在圣幕四面包金的幕板上，以及神圣的器具和那用金aîaȈ着基路伯的Éž美g
的幔子上，所¥出的ƾ煌ŶĪ�在是无法形容的。言h也 以描写�两Ç圣幕中的堂皇富g和神圣
的ƾ煌。其中的Æ金反映了幔子的色彩，看上去好象是彩虹的七色ȯŴ一般。 {SR 155.2}

大祭司只能每年一次，��最慎重而öǮ的准y之后，&入至圣所。 除了大祭司之外，任何肉眼
都不可以|看至圣所的神圣庄ö情景，因�它是上帝看得�之荣光的特别居所。大祭司每次&去-
是PP兢兢的，而民Úª在Ǯ静地等待他出来。他�所渴望的乃是上帝的ǩ福。上帝在施恩座前与
大祭司b�。如果他在至圣所逗留�久，民Ú往往便要惧怕起来，惟恐因�他�的罪或大祭司的
罪，耶和d的荣光把他cË了。及至他�听到了他衣袍上的ǚɠ响声，他�才大放Ĉ心。随后他便
出来�百姓祝福。 {SR 155.3}

圣幕的工程完竣之后，“云彩遮盖会幕，耶和d的荣光就充M了Ď幕。摩西不能&会幕，因�云彩
停在其上，并且耶和d的荣光充M了Ď幕。”“日�耶和d的云彩，是在Ď幕以上；夜�云中有火，在
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所行的路上，都是��。” {SR 156.1}

圣幕的Ř造是可以拆卸的，以便他�在旅行�携*。 {SR 156.2}

引路的云柱

主在以色列人行�ȳ野的全部旅程中引3他�。何��了民Ú的利益和上帝的荣耀，需要他�在
某一地点安·居留，上帝便使云柱停降在圣幕上面，借此向他�Ķ示他的旨意。于是他�便停留在
那里，直到上帝要他�再Ķ程前行。那�云彩便要收上去升到Ď幕以上，他�便再度Ķ程前行。 {SR

156.3}

以色列人在他�一切的行程中，全都遵守完善的秩序，每一支派y有旗ɧ，上面*有各家族的�
5，每一支派也奉命在自己的旗ɧ之下安·。他�在行路�，各支派也在各自的旗ɧ下依次行走。
当他�沿途休息�，便先支搭圣幕，然后各支派遵照上帝所命定的位置，在圣幕周¦相隔一定的距
离，依次支搭自己的Ď棚。 {SR 157.1}

每当民Ú行路�，¨Ƃ-是被扛抬着行在前面。“他�拔·往前行，日�有耶和d的云彩在他�以
上。¨Ƃ往前行的�候，摩西就�：耶和d啊，求祢兴起，愿祢的仇Ň四散，愿恨祢的人从祢面前
逃跑。¨Ƃ停住的�候，他就�：耶和d啊，求祢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SR 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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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探子的(地与复命

本章根据 民数513:1-14:39） {SR 158.1}

耶和d吩咐摩西，派人去ɓ探他所要ǩ�以色列民的迦南地。他要从每一支派中:出一个作首3
的人担任�¤工作。他�出	了，��四十天之后，他�ɓ探那地才回来，并到摩西、ÎŁ和以色
列全会Ú面前，�他�看那地的果子。他�都异口同声�那地果然是美地，又拿出他�所*来�凭
据的丰美果子。有一挂葡萄非常大，甚至必é由两个人扛抬回来。他�也*了些盛�在那地的无花
果和石榴。 {SR 158.2}

探子�在提及那地如何肥沃之后，除了两个人之外，其他十人都很沮Ǜ地V到他�究竟能否取得
那地。他��：住在那地的居民非常强壮，城邑都筑有高大的城ő；�比�一切更厉害的，就是他
�在那里看到了巨人Î衲的后裔。于是他�就形容那里的居民如何分布于迦南全地，并声称他�去
占3那地是�不可能的。 {SR 158.3}

民Ú听到了�个Z告，便以 毒的怨言和哭号	泄他�的灰心失望。 他�没有平心静气思量一
下，并推想那已�把他�3到�个地步的上帝，必能把那地交�他�。他�反而立即就灰心了。他
�竟限制了“圣者”的能力，而不肯依靠那位一直到在都*3他�的上帝。他�õ怪摩西，并怨恨地
彼此ÊV�，你看，�就是我�一切希望的6果。�就是我�从埃及出来所要承受的那地。 {SR 158.4}

迦勒和¨RÎ#0向民Úb�，但群Ú情Ģ激昂，以至无法安定下来听他�。在Ú人稍微平静下
来之后，迦勒便冒»出来b�。他
民Ú�：“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足能得×。”但那些和他
同去的人却�：“我�不能上去攻c那民，因�他�比我�强壮。”他��]重申自己所Z的 信，并
宣称所有的居民都是身量高大的。“我�在那里看�Î衲族人，就是Ų人，他�是Ų人的后裔，据我
�看自己就如同蚱蜢一�，据他�看我�也是如此。” {SR 159.1}

以色列人再�怨言

“当下全会Ú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Ú人向摩西ÎŁ	怨言，全会Ú
他��：巴不
得我�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ȳ野！耶和d�什么把我�3到那地，使我�倒在刀下呢？我�
的妻子和孩子，必被ʞ掠，我�回埃及去ȃ不好�？Ú人彼此�：我�不如立一个首3，回埃及去
吧， 摩西、ÎŁ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Ú面前。” {SR 159.2}

以色列人不但埋怨摩西，也控告上帝欺ġ了他�，竟将他�所无法占3的地方8e�他�。他�
叛逆的情Ģ非常高ŉ，甚至他�忘5了那把他�3出埃及地，并借一系列神迹引¡他�到当前地步
之全能者的膀臂，而决定推Å一个首3把他�*回埃及，就是他�从前被奴役并忍受e多痛苦的地
方去。6果他�真派出了一个3�的人来，借此而ƀ免了他�那富有耐心、yŅĨ患的3袖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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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 毒地埋怨了上帝。 {SR 160.1}

摩西和ÎŁ当着全会Ú俯伏在耶和d面前，求上帝怜恤�悖逆的子民。但他�的苦 和悲B太深
重了，因而一言不	。他�在全然ʌ默中面伏于地。迦勒和¨RÎ撕裂自己的衣服，用来表示极沉
重的ĨB。他�“
以色列全会Ú�：我�所ɓ探��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d若喜悦我�，就必
将我�3&那地，把地ǩ�我�；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不可背叛耶和d，也不要怕那地
的居民；因�他�是我�的食物，并且ɍ庇他�的已�离开他�，有耶和d与我�同在，不要怕他
�。” {SR 160.2}

“ɍ庇他�的已�离开他�。”�意思就是，迦南人已� ȄM盈，因此神的保�已�从他�撤
回， 而且他�自以�安全无患，没有�P争作准y；再者，那地已�因上帝所立的¨而保�ǩ�我
�了。�些�在民Ú身上非但没有	ź其所8有的作用，反而增强了他��决反叛的心，他�竟大
	烈怒，大声而ŋ怒地喊叫，要用石�将迦勒和¨RÎ打死，��如果耶和d没有在会幕中当着以
色列Ú人¥示他可怕的威荣，而加以干涉，他�二人便真要被打死了。 {SR 160.3}

摩西的有效代求

摩西&到圣所去与上帝会¼，“耶和d
摩西�：�百姓藐@我要到几�呢？我在他�中�行了�
一切神迹，他��不信我要到几�呢？我要用瘟疫cË他�，使他�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
�大国，比他�强×。摩西
耶和d�：埃及人必听��事，因�祢曾施展大能，将�百姓从他�
中�3上来。埃及人要将�事F�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听�祢耶和d是在�百姓中�，因�祢
面
面被人看�，有祢的云彩停在他�以上，祢日�在云柱中，夜�在火柱中，在他�面前行。如
今祢若把�百姓Ë了，如Ë一人，那些听�祢名声的列邦必ÊV�，耶和d因�不能把�百姓3&
他向他�起誓8e之地，所以在ȳ野把他�Ë了。” {SR 161.1}

摩西再度不同意�以色列民被Ź�，而容他自己成�比以色列更强大的民族。上帝所眷�的�个
仆人既表了他
以色列人的�心，也¥明了他
�造主的荣耀和他子民的荣誉的4切,Ċ： 祢既
已从在埃及直到如今赦免�班子民的罪，祢至今依然
�忘恩ï¶的民Ú存有Ĉ容与怜�；不V他
�是多么地不配，祢的慈怜-不改!。他ȶ求�：因此，祢ȃ不能再ǵ恕他��一次，将祢再次神
圣的忍耐，加在祢�去多次表的忍耐上么？ {SR 161.2}

“耶和d�：我照着你的�赦免了他�。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M。�些
人虽看�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ȳ野所行的神迹，仍然#探我�十次，不听从我的�；他�断不
得看�我与他�的祖宗所起誓8e之地，凡藐@我的，一个也不得看�；惟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
另有一个心志，1一跟从我，我就把他3&他所去�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 {SR 162.1}

�回到j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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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吩咐希伯来人7回，从Y海的路往ȳ野去。他�已�离那美地不=，但竟因 性的悖逆，而致
Ǜ失上帝的保�。如果他�听从了迦勒和¨RÎ的Z告而立�上去，上帝就必将迦南地ǩ�他�。
但他�既没有信心，又
上帝表示非常T慢的o度，以致就�自己招来永=不能&入8e之地的õ
y。上帝将他�遣回Y海<去，乃是出于他的怜ɑ和慈�，因�正在他�Ŋ疑抱怨的同�，ÎĘ力
人和迦南人已�听到探子的事， 并且准y要与以色列民作P。 {SR 162.2}

“耶和d
摩西、ÎŁ�：� 会Ú向我	怨言，我忍耐他�要到几�呢？以色列人向我所	的怨
言，我都听�了。”主吩咐摩西和ÎŁ告«民Ú�，他要照他�所�的
待他�。他�曾�：“巴不得
我�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ȳ野！”在上帝要按照他�的�而行了。他告«他的仆人向他�
�，凡在二十[以上的人都要死在ȳ野，因�他�叛逆并且埋怨主。惟有迦勒和¨RÎ必可&入迦
南地。“但你�的ĵ人孩子，就是你�所�要被ʞ掠的，我必把他�3&去，他�就得知你�所á弃
的那地。” {SR 163.1}

主声明希伯来人的儿女将要因他�父母的叛逆，而在ȳ野漂流四十年，是从他�离开埃及的�候
算起，直到他�的父母都完全死去�止。如此他�将要担当并承受他�罪孽的后果四十年。照他�
ɓ探那地的四十日，一日Ä一年。“你�……就知道我与你�疏=了。”他�理8充分地U�到，那使
主不得不改!他
于他�的初衷，乃是因�他必é刑Ʊ他�拜偶像和	悖逆的怨言。迦勒和¨RÎ
得蒙8e在全以色列民中有r先的ıǩ，乃是因�以色列民已�放弃了所有要求上帝眷�和保�的
权利。 {SR 163.2}

第二十一章摩西的罪

（本章根据民数520章） {SR 164.1}

以色列会Ú再度被3到ȳ野，到i他�离开埃及不久，上帝初次#�他�的地方。主曾�他�使
水从£石中流出来，�水后来�]涌流着，直到他�又回到此地的前夕，那�主才使�流水的泉源
涸竭，�了再度#�他的子民，要看他�能否忍受信心的考�，或是再度向他	怨言。希伯来人一
旦感到口渴而找不到水喝，他�又急躁不安，就忘5了上帝的大能曾�在大¨四十年前，使水从£
石中流出来。�次他�又不信靠上帝，反而埋怨摩西和ÎŁ，
他��：“我�的弟兄曾死在耶和d
面前，我�恨不得与他�同死……”�意思就是他�甘愿自己也列在可拉、大坍、Î比ü背叛�那班
被瘟疫所消Ź的人中。 {SR 164.2}

他�ŋ怒地S(�：“你��何把耶和d的会Ú3到�ȳ野，使我�和牲畜都死在�里呢？你��
何逼着我�出埃及，3我�到�地方呢？�地方不好撒种， 也没有无花果ą、葡萄ą、石榴ą、又
没有水喝。”“摩西、ÎŁ离开会Ú到会幕門口，俯伏在地；耶和d的荣光向他�¥。耶和dżʢ摩
西�：‘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ÎŁ招聚会Ú，在他�眼前吩咐£石	出水来，水就从£石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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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Ú，和他�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d所吩咐的，从耶和d面前取了杖去。” {SR 164.3}

摩西失去耐性

“摩西、ÎŁ就招聚会Ú来到£石前，摩西�：‘你��些背叛的人听我�；我�你�使水从�£
石中流出来么？’摩西Å手，用杖c打£石量下，就有e多水流出来，会Ú和他�的牲畜都喝了。耶
和d
摩西、ÎŁ�：‘因�你�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圣，所以你�必不得3�会Ú&
我所ǩ�他�的地去。’�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d争ê，耶和d就在他�面前¥�
圣。” {SR 165.1}

摩西�次犯罪了。他因�民Ú不断地埋怨他而感到áv了，于是遵照主的命令拿起杖来，但他却
没有照上帝所命令的吩咐那£石，反而先�：“我�你�使水从�£石中流出来么？”随即又用杖c打
£石两下。�次摩西不慎失言了。他没有�，在上帝要向你�¥示他大能的另一次明�，�你�
使水从�£石中流出来。 他没有��次使水从�硬£石中流出来的事将权能和荣耀Ą与上帝，因此
也就没有在民Ú面前尊他�大。上帝�了摩西�一次的失Ò，就不e他将民Ú3&8e之地去。 {SR

165.2}

�次原有彰¥上帝大能的必要，因此使当�的"合非常öǮ；而摩西、ÎŁ本8利用�次机会在
民Ú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但摩西既受了刺激，因�民Ú的怨言，便使他
他�感到áv而ŋ怒，
他�：“你��些背叛的人听我�：‘我�你�使水从£石中流出来么？’”他�种��等于向	怨言的
以色列人承U那控告他把他�3出埃及的�乃是正确的。�去上帝曾�ǵ恕�民Ú所犯必摩西�次
所犯更大的罪，但他
他子民的3袖所犯的罪，却不能同那班受3¡之人的罪一�看待。他不能Ĉ
恕摩西的罪而�他&入8e之地。 {SR 166.1}

主在�事上向他子民提出确ɶ的凭据，�明那位曾�他�行了如此奇妙拯救，而将他�从埃及�
奴之地3出来的，并不是摩西，而是在他�一切行程中走在他�前面的大能使者，他曾V到�使者
�：“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你，3你到我所Ày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
�要在他面前Ǚ慎，听从他的�，不可惹他；因�他必不赦免你�的�犯。” 出埃及523:20, 21 {SR

166.2}

摩西将原属于上帝的荣耀Ą�自己，所以上帝不得不��
待他，�要使悖逆的以色列永=确
U：那将他�从埃及地3出来的并不是摩西，而是上帝自己。 主固然曾将3¡他百姓的õ任放在摩
西肩上，但同�在他�全部的行程中，却仍有那大能的使者走在前面指引他�一切的路。正因他�
很T易忘5上帝常藉他的使者引3他�，又很T易将那惟有上帝大能力方能成就的事Ą功于人，所
以他曾考�他�，要看他�肯不肯¯从他。可惜他�在每次考�上都失Ò了。他�既不相信上帝，
也不承U那一路向他�¥明他大能的明�，和那作�他照ä与慈�的重要凭据，反而不信任他，并
�他�离开埃及的事Ą咎于摩西，�他是他�一切灾 的ƽ根。摩西已�一非常的耐性容忍了他�
悖ɣ的作)。有一次，他�竟声言要用石�打他呢。 {SR 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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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重的刑a

主不e摩西&入e多之地，�要藉此永=从他�心中排除�一�ĉ印象。主曾�高Å摩西，并向
他¥示他无上的荣耀。他曾使他在山上与他特别接近，甚至ʫ尊降Õ与他��像和朋友一�。他曾
将他的旨意，他的典章和他的律法F与摩西，而再由他F�民Ú。他既受���的抬Å和尊荣，�
就使他的�ĉ更¥ö重了。摩西�自己的罪悔改了，并在上帝面前极度自卑。他向全以色列�明他
因自己的罪而感到的ĨB。他也没有Ĳȭ他犯罪的后果，却告«他�他既没有将荣耀Ą与上帝，因
此不能引3他�&入8e之地。他随即(他�，他�方面的�ĉ既然水分ö重，以致需要上帝如此
加以Ȑ戒， 那么上帝将要如何看待他��次Ą咎于他的怨言，而因他�的罪将他的特殊刑Ʊ加在他
�身上呢？ {SR 167.1}

摩西只有�一次�人留下��的印象：那使水从£石流出来的乃是他；而按理他原8在主的子民
中�尊他�大。在主要�他的子民将�事加以澄清，�他�看出摩西不�是人，是在遵从着一位
�比他=�强大者就是上帝儿子的3¡和指示。他不愿他�在�事上有一点°疑。 多�$，就向$
多要。摩西已�得蒙享有瞻仰上帝威ö的殊荣。上帝的光明和荣耀曾�丰丰富富地分授与他。他的
面皮也曾将上帝所照在他身上的荣光反射在民Ú身上。人人都要按照他�所已享有的特权，以及所
ǩ�他�的亮光和福惠而受ƫ判。 {SR 168.1}

平�一般行�端正而�得效法的良善人士所犯的罪，乃是上帝所特别憎 的。�些罪使撒但夸
耀，而以上帝所:器皿的失Ò嘲笑上帝的天使，又�予不¶的人大胆抗拒上帝的借口。主曾4自以
特殊方式引3摩西，并曾向他¥示他的荣耀，而是从未向地上任何其他人¥示�的。他天生是没有
耐心的但因��握住了上帝的恩典，又极其Ȃ卑地ȶ求天上的智慧，以致使他从上帝那里得力，×
�了自己的急躁性情，而得蒙上帝称他�地上最Ȃ和的人。 {SR 168.2}

ÎŁ死在何珥山，因�主曾��他不能&入8e之地，�是因�他在米利巴使水从£石流出来�
曾和摩西一同犯罪。 摩西和ÎŁ的儿子将他葬在山�，以免民Ú受到#探，�他的尸体作�分隆重
的葬礼，而犯下拜偶像的罪。 {SR 168.3}

第二十二章摩西的死

（本章根据申命5 31-34章） {SR 170.1}

摩西快要死了，上帝吩咐他在他去世之前将以色列民招集前来，向他�叙述希伯来全p自从离开
埃及以来所有的��，以及他�的父老�所犯的大罪，�些罪曾使上帝的刑Ʊď到他�身上，使他
不得不宣布禁止他�&入8e之地。他�的父老�已�照主所�的死在ȳ野了。他�的孩子�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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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人，因此占3迦南地的8e将要�在他�身上。�些人当中有e多在ǧ布律法��是小孩
子，所以他�
当�在庄öǮ穆的"面已不复5Â了。其他的人ª是在ȳ野中出生的，惟恐他�不
能U�遵守十条ɕ命以及摩西所Ş一切律例典章的必要。他得蒙上帝的指示，将十条ɕ命以及ǧ律
法的一切��重申一次。 {SR 170.2}

摩西曾将上帝所F�他的一切律例典章都写在R上，并且忠心5�了他沿途所�于他�的指示，
以及他�他�所行的一切神迹，和以色列民所	的一切怨言。 摩西也5�了他自己因他�的怨言而
被#探所×的��。 {SR 170.3}

�以色列人的最后忠言

全体会Ú聚集在摩西面前了，他便从他所写的R中ɒ�了上帝在他�¯命�的各¤8e，以及他
�在Ɵ命所要受的种种咒Ȯ。 {SR 171.1}

摩西告«他��，主曾数度定意要因他�叛逆的罪而消Ź他�，但他却�他�十分ȶ切地代求，
6果上帝开恩ǵ恕了他�。他使他�回想到主
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神。他
他��：“惟有你�
4眼看�耶和d所作的一切大事。所以你�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ɕ命，使你�壮胆，能以&
去，得你�所要得的那地。” 申命511:7-8 {SR 171.2}

摩西特别警告以色列民，要防止受引Ɗ陷入拜偶像的罪。他ȶ切地嘱咐他�，要遵守上帝的ɕ
命。如果他�能¯服并敬�主，全心全意的侍奉他，他就必按�降雨�他�，使他�的土m繁盛，
牲畜增多。他�也必享有特别而崇高的特权，并且P×他�的仇Ň。 {SR 171.3}

摩西用Ċȶ深刻的方式教Ï以色列民。他知道�是他最后向他�b�的机会。他随后在R中写完
了上帝所F�他的一切律例、典章，以及有关献祭礼Q的种种条例。 他将�R交在ï有圣â之人的
手中，并且吩咐他��保全�R起�，要将它置于¨Ƃ旁<，因�上帝�常照料那神圣的¨Ƃ。�
部摩西的R必é予以保存，以便在有必要�可供以色列的士D参考。一般容易犯�的人往往会解Ĥ
上帝的律法，来迁就自己的情况；故此摩西的R要存放在最神圣的所在，以供将来参考。 {SR 171.4}

摩西以一次最有力而含有À言意¶的演�，6束了他
百姓的Ï�。�篇演�措辞悲壮�人。他
在上帝灵感之下分别�以色列各支派祝福。他在6束的�中强j上帝的威ö和以色列的r越，只要
他�¯服上帝，把握住他的能力，他�的r越就必持]。 {SR 172.1}

摩西的死亡与复活

“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
的毗斯迦山Ä。耶和d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
他利全地、以法Ɩ、Ę拿西，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ą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Ƅ珥，都指
�他看。耶和d
他�：‘�就是我向Î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8e之地，�，我必将�地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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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后裔；在我使你眼睛看�了，你却不得�到那里去。于是耶和d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
如耶和d所�的。耶和d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毗珥
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
墓。 摩西死的�候，年一百二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Ò。’” 申命534:1-7 {SR 172.2}

上帝的旨意不�任何人和摩西一同到毗斯迦山上去。他站在毗斯迦的高E，在上帝和Ú天使面
前。在他心M意足地瞻望到南地之后，他便像一个疲乏的P士ė下休息了。他安睡了，但那是死亡
的�眠。有天使将他的Ā体取去埋葬在山谷中。以色列人永=找不到他埋葬的所在。他的秘密埋
葬，乃是要防止民Ú因他的Ā体而犯拜偶像的罪，以致触犯耶和d。 {SR 173.1}

撒但因�他N于使摩西得罪上帝而狂喜了。摩西因�一次的罪，竟被死亡所×。如果他能一直忠
心到底，使他的生平不受那一次未将£石出水的荣耀Ą�上帝的�犯所ƶļ，他就必得以&入8e
之地，并且不Ņ死味而被接升天了。在摩西被葬在坟墓中一个短ť�期之后，米迦勒就是基督，和
那些埋葬他的使者就从天上下来，使他复活并将他接到天上去了。 {SR 173.2}

基督和天使ď近摩西的坟墓�，撒但和他的使者竟在墓前出，看守着摩西的尸体，惟恐它被挪
去。基督和他的使者一ď近，撒但就抗拒他�不使接近，但N于因基督和他使者的荣耀而不得不Ò
退。撒但声称摩西因�犯了那一次的罪，他的Ā体8C是属于他的。但基督却柔和地向他提到他的
父�：“主õy你ƀ”（犹9） 基督告«撒但他知道摩西已�Ȃ卑地��一件�行悔改，所以他的品格
上并没有瑕疵，而且他的名字在天上的卷册上是无ƶ点的。于是基督就使撒但所�8属于他的摩西
尸体复活了。 {SR 173.3}

在基督登山!像�，摩西和被接升天的以利Î，曾奉差遣去和基督¼V他受苦的事，并将上帝的
荣耀*�他的�子。摩西是上帝特别看重的。他曾享有与上帝面
面¼�，像人与朋友¼�一�的
特权。上帝也曾向他彰¥他无上的荣耀，是他所从未向别人¥示�的。 {SR 174.1}

第二十三章�入�之地

（本章根据¨RÎ51:3-6; 23:24） {SR 175.1}

摩西逝世之后，¨RÎ便作以色列的3袖，3¡他�到8e之地去。¨RÎ在以色列人漂流ȳ野
的大部分�期内，曾作摩西手下的首相。他曾听��上帝藉摩西所行的奇事，并且很了解民Ú的癖
性。他既是奉差遣去ɓ探8e之地的十二个探子中一个，可�他Ǣ有×任�个重要â分的x格。主
8e¨RÎ要与同在，正如他曾与摩西同在一�，并使迦南地很容易地落到他手中，只要他忠心遵
守他一切的命令。他本来
于8当怎�Ē行ì3民Ú&入迦南的使命Ǣ有äĹ，但�种勉励的�解
除了他的恐惧。 {SR 175.2}

¨RÎ吩咐以色列民要�一次三天的行程作准y，而且一切P士都要出去作P。“他�回答¨RÎ
�：‘你所吩咐我�行的，我�都必行；你所差遣我�去的，我�都必去，我�从前在一切事上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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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从摩西， 在也必照�听从你。惟愿耶和d你的上帝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无V什么人
Ɵ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就必治死他；你只要�强壮胆。’” {SR 175.3}

以色列民将要藉一个神迹度�¨但河。“¨RÎ吩咐百姓�：‘你�要自洁；因�明天耶和d必在
你�中�行奇事’。¨RÎ又吩咐祭司�：‘你�抬起¨Ƃ，在百姓前��去。于是他�抬起¨Ƃ，在
百姓前�走。’耶和d
¨RÎ�：‘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Ú人眼前尊大，使他�知道我怎�
与摩西同在，也必照�与你同在。’” {SR 176.1}

渡�;但河

祭司要抬那ʒ存着上帝律法的¨Ƃ走在百姓前面。他�的脚一浸入¨但河<的水里，那从上往下
流的水便断�了，祭司�就抬着那象征上帝与他�同在的¨Ƃ前行，希伯来全p便跟在后面。及至
祭司�走到河的半途中�，他�就奉命站定在河床当中，直到以色列全p都�去�止。当�生存的
那一代以色列人，便从而确U¨但河的水乃是受他�的父老四十年前在Y海所看到的同一能力所支
配。�些人中有e多是在儿童�期走�Y海的。如今他�走�¨但河，却已是武装ĭy的P士了。
{SR 176.2}

以色列全p走�¨但河以后， ¨RÎ便吩咐祭司�从河里上来。那抬着¨Ƃ的祭司�从河中上
来，一站在干地上，¨但河的水便立刻像先前一�滔滔滚流，仍旧漫�两岸。�个1�以色列人所
施行的奇妙神迹，大大增强了他�的信心。主�使�次神迹永志不忘起�，就指示¨RÎ从每一支
派各:一个有声望的人，从河床中希伯来全p走��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出石�来，将它扛在肩
上，在吉甲立一个æ念碑，5念以色列人走干地�¨但河的事。在祭司从河中上来之后，上帝便撤
回他大能的手，河水便像大洪流一般¯着河道涌流下去。 {SR 176.3}

Î摩利人的ƹ王和迦南人的王，一听�耶和d曾在以色列民面前止住了¨但河的水，“他�的
心……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以色列人曾�Ë�摩押的两个王，�次他�又神奇地走�了高ŉ而
急流的¨但河，因此他�便恐怖万状了。于是¨RÎ就�一切生在ȳ野的人行了割礼。礼Q既ĸ，
他�便在耶利哥平原上守了逾越Q。“耶和d
¨RÎ�：‘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身上ʩ去了。’”
{SR 177.1}

异邦各国曾几ʪ耶和d和他的子民，因�希伯来人并没有占3迦南地，就是他�指望在离开埃及
之后不久要占3的。他�的Ň人夸×了，因�他�在ȳ野漂流了那么�久，因此Ň人便Ɲ傲地

抗，上帝�他不能*3以色列人&入迦南地。 如今以色列人竟能从干地上走¨但河，他�的Ň人就
再也不能几ʪ他�了。 {SR 177.2}

直到次�，�哪曾��]供8，但如今以色列人既然即将占3迦南，吃那地的土m，他�就不再
需要它，因此�哪也就止住了。 {SR 178.1}

耶和+.3的元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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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Îť�离开以色列p�，去默想，并祈求上帝特别与他同在；不料��他竟看到一个身材高
大，穿着武装，手中Ē刀的人。¨RÎ看他既不像以色列p�中的人，却又不像是个Ň人。他本着
,情招呼那人，�：“你是帮助我�呢，是帮助我�的Ň人呢？他回答�：‘我来是要作耶和dp�的
元ì’。¨RÎ就俯伏在地下拜，�：‘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耶和dp�的元ì
¨RÎ�：把你
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RÎ就照着行了。” {SR 178.2}

�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天使。�乃是那位曾在黑暗藏身在火柱中、白昼藏身在云柱中，率3希伯来
人走�ȳ野的主耶ɗ基督。那地方因他的ď格而成�圣；故此¨RÎ奉命把鞋脱下来。 {SR 178.3}

于是主指示¨RÎ要采取什么方Ğ去攻陷耶利哥城。全体P士要奉命每日¦Ƨ耶利哥城一次，共
O六日之久，到第七日要Ƨ城七次。 {SR 178.4}

攻陷耶利哥

“嫩的儿子¨RÎ召了祭司来，吩咐他��：‘你�抬起¨Ƃ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
和d的¨Ƃ前。’又
百姓�：‘你�前去Ƨ城，*兵器的要走在耶和d的¨Ƃ前。¨RÎ
百姓�完
了�，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d面前吹角，耶和d的¨Ƃ在他�后面跟随。” {SR 179.1}

“*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随着¨Ƃ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RÎ吩咐百姓�：‘你
�不可呼喊，不可出声，W一句�也不可出你�的口，等到我吩咐你�呼喊的日子；那�可以呼
喊。��，他使耶和d的¨ƂƧ城，把城Ƨ了一次；Ú人回到·里，就在·里住宿。’” {SR 179.2}

希伯来大p在&行�保持着完善的秩序。先行的是一�全副武装的精兵，但他��次却不G用兵
器方面的技¬，而只要相信并¯从所�予他�的指示。后面跟着手拿号角的七个祭司。随后便是上
帝的¨Ƃ，金光ĝɏ，上面ɤƧ着荣耀的光圈，由几个穿着代表他�圣â的d美特殊制服的祭司抬
着。以色列大p后�随着各支派行在各自的旗ɧ之下，保持着完善的秩序。他�使上帝的¨ƂƧ
城。除了&p的步伐声，以及那由山谷反8， 并响ş耶利哥全城的öǮ号角之外，再叶听不到别的
声音。 {SR 179.3}

那厄G;已注定了之城的哨兵，以§奇而恐慌的心情注意到每一行�，并呈Z�当局。他并不了
解�一切表演有何意¶。有人ʉ笑竟用�种方式来攻取那城，其他的人看到¨Ƃ的d美光彩，以及
祭司�的öǮ姿o，和由¨RÎ所率3的以色列p全跟随着，就望而生畏了，他�5得四十年前Y
海曾在他�面前分开，而且新近也曾有一条路打开，使他�走�¨但河，他��在太害怕，无法在
开玩笑，他�ö格看守城的各門，将之��关Ľ，并分派英勇的P士Ə防Ǚ守。 {SR 180.1}

以色列全p�行Ƨ城i六日之久。他�在第七日¦Ƨ耶利哥七次。百姓奉命照平常一�，不可出
声。当�只听�号角声响。百姓要注意，何�吹号角的人吹出一次特别�的角声，Ú人就要大声呼
喊，因�上帝已�将那城交�他�了。“第七日清早，黎明的�候，他�起来，照�Ƨ城七次；惟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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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把城Ƨ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候，¨RÎ吩咐百姓�：‘’呼喊ƀ；因�耶和d已�
把城交�你�了。”“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角声，便大声呼喊，城ő就塌陷, 百姓便
上去&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ƪ取。” {SR 180.2}

上帝定意要向以色列人¥明：征服迦南不可Ą功于他�。那攻陷耶利哥的乃是耶和dp�的元
ì，。他和他的使者都参加了�次P役。基督曾吩咐天上Úp推翻耶利哥的城ő，并�¨RÎ和以
色列大pÀy道路，上帝在�次奇妙的神迹上，不但加强了他子民
于他以能力制服他�Ň人的信
心，也õy了他�先前的不信。 {SR 181.1}

耶利哥曾公然抗拒以色列的Úp和天上的真神。而且他�在看到以色列大p逐日Ƨ城行走�，固
然感到§慌；但他�又看到自己强大的防御工事，和那�固高大的ő垣，便自�他�确能抵抗任何
攻^。然而在他��固的ő垣忽然�Ì起来，并像最猛烈的雷霆ƥ隆一声坍倒下来�，他�便因极
度恐怖而致ȩɔ，无力抵抗了。 {SR 181.2}

明智而献身的�袖;$F

¨RÎ的圣洁品格上毫无ƶ点。他乃是一个精明的3袖。他的一生乃是完全献�上帝的。他在去
世之前，招集了希伯来全p，并效法摩西的榜�，�述他�在ȳ野的旅程，以及上帝向他�所表
的怜�，然后向他��人地致ý。他向他�提�摩押王如何与他�作P，并叫巴ü来Ȯ咒他�；但
上帝“不肯听巴ü的�，所以他倒�你�WW祝福。”于是¨RÎ
他��：“若是你�以侍奉耶和d
�不好，今日就可以:�所要侍奉的， 是你�列祖在大河那<所侍奉的神呢？是你�所住�地的Î
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d。” {SR 181.3}

“百姓回答�：‘我�断不敢离耶和d去侍奉别神；因�耶和d我�的上帝，曾将我�和我�列祖
从埃及地�奴之家3出来，在我�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所行的道上，所��的ƹ国，度保
�了我�。’” {SR 182.1}

百姓和¨RÎ重新立¨，他�
他�：“我�必侍奉耶和d我�的上帝，听从他的�。”¨RÎ把
他�立¨的�都写在那'有F�摩西之律例典章的R上。¨RÎ�全以色列人所�戴尊敬；他去世
之后，他��他沉痛哀悼。 {SR 182.2}

第二十四章上帝的� 和以色列的命


（本章根据 撒母耳5上3-6; 撒下6:列王æ上8:） {SR 183.1}

上帝的¨Ƃ乃是一个神圣的木Ƃ，1�存放十ɕ而制的；�十ɕ律法乃是上帝自身的代表。�¨



6/19/14, 5:03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70 of 171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area=publication&id_pub=854…rt_paragraph=1003642728&finish_paragraph=1003644762&references=1

Ƃ被U�是以色列的光荣和力量。上帝ď格的�5日夜停留在¨Ƃ之上。在¨Ƃ前供â的祭司，都
是1��神圣â分而分别�圣的。他�戴着一个胸牌，是用各种不同宝石Ȝ嵌而成的，�些宝石与
那µ成上帝圣城十二Ç基ǉ的材料相同。<�之内有十二支派的名字，刻在Ȝ在金槽内的十二�宝
石上。�是一个很精巧美g的制作，挂在祭司肩上，罩在胸前。 {SR 183.2}

在胸牌的左右有两��大的宝石，光耀ƪ目。官�遇有困 (2而无法自行决定�，就7交�祭
司，祭司便求(上帝，上帝就答复他�。他如果同意，并愿使他�成功，ª有明亮的荣光停在右Ʀ
的宝石上。如果他不Ŀ同，ª有一Ç云Ƹ似乎降在左Ʀ的宝石上。当他�求(上帝关于出外作P
�，右Ʀ的宝石如果�有荣光，那就表明上帝�去，并且得×。 如果左Ʀ的宝石有阴影遮蔽，那就
是�，你不可去，你必不能得×。 {SR 183.3}

每当大祭司一年一度&入至圣所，在¨Ƃ前上帝可畏的ď格所在供â�，他求(上帝，上帝往往
就用可以听�的声音答复他。主在不用声音答复�，他就使神圣的荣光停在¨Ƃ右<的基路伯上，
来表示嘉e或悦ř。如果他�的%求被拒�，ª有阴云降在左<的基路伯上。 {SR 184.1}

在全部行程中，�常有四位天使伴随着¨Ƃ，�要保�它免于一切危»，并Ē行一切与¨Ƃ有关
的必要任�。当¨Ƃ来到¨但河�，有上帝的儿子耶ɗ和随行的Ú天使走在¨Ƃ前面；河水便在他
�面前断�了。基督和天使便立在河床中¨Ƃ和祭司的旁<，直到全体以色列人都已�了¨但河。
基督和天使也伴随着¨Ƃ�Ƨ耶利哥城，并且最后将那城的高大城ő推倒，把耶利哥交在以色列人
的手中。 {SR 184.2}

以利失J的�果

以利任大祭司�，他提拔了他的两个儿子作祭司。惟独以利可以一年一度&入至圣所。他的儿子
在圣幕門前供â，并ïõ宰Ë祭牲及在祭Ƙ旁司祭。他��常Ǵ用�一神圣的â权。他�自私自
利，Ɣ�Hß，喜好吃喝，放Ŭ不Ⱥ。上帝ȷõ了以利疏忽家庭管教的罪行。以利也õy了他的儿
子，但却没有禁止他�。在他�担任祭司圣â之后， 以利听到他�用敲Ƞ手段ƪ取以色列民祭物的
行�，以及他�大胆Ɵ犯上帝律法和以色列陷入罪中的暴行。 {SR 184.3}

主向童子撒母耳�明他因以利失â而要降Ʊ与他的家。“耶和d
撒母耳�：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
件事，叫听�的人都必耳ƿ。我指着以利家所�的�，到了�候我必始N8�在以利身上。我曾告
«他必永=降Ʊ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Ȯ，却不禁止他�。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
�：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ɂ去。” {SR 185.1}

以利儿子�的罪
于圣洁的上帝是非常大胆而ɯ慢的，甚至任何祭物都不足以抵ɂ�种明知故犯
的罪。�两个邪 的祭司竟然ɯʀ那À表上帝儿子的祭物。他�因自己那种ɯʀ的行�，践踏了那
使一切祭物生效的基督ɂ罪宝血。 {SR 185.2}

撒母耳将耶和d的�告«了以利；“以利�：�是出于耶和d，愿他凭自己的意旨而行。”以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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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上帝已受了侮慢，他也�得自己有罪。他U定上帝要借此刑Ʊ他失â的罪，以利后来将主所żʢ
撒母耳的�告«了全以色列。他原想借此可多少ĩ正他�去失â的罪，那宣判在以利身上的大ƽ不
久就ď到了。 {SR 185.3}

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作P失Ò了，Ĭ亡的¨有四千人。 希伯来人甚�恐惧。他�知道如果其他民
族听�他��次的失Ò，那些民族也就要来攻打他�了。以色列的�老�U定他�之所以失Ò，是
因�上帝的¨Ƃ不在他�中�。于是他�派人到示ċ去把¨Ƃ抬来，他�想起从前如何抬着¨Ƃ渡
�¨但河并很容易地征服了耶利哥，所以他�断定只要把¨Ƃ抬来，他�就必×�他�的仇Ň。他
�没有U�到，他�的力量乃在于¯从那ʒ存在¨Ƃ内代表上帝的律法。那两个腐化的祭司何弗尼
和非尼哈是与¨Ƃ在一起，他�正在干犯上帝的律法。�两个罪人将¨Ƃ*到以色列人的·中。于
是P士�的士气恢复了，他��得有必×的把握。 {SR 185.4}

;^被n

“耶和d的¨Ƃ到了·中，以色列Ú人就大声�呼，地便震�。非利士人听��呼的声音，就�：
在希伯来人·里大声�呼，是什么�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d的¨Ƃ到了·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
来，�：有神到了他�·中。又�：我�有ƽ了！向来不曾有��的事。我�有ƽ了！$能救我�
脱离�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ȳ野用各�灾殃c打埃及人的，就是�些神。非利士人哪，你�
要�强，要作大丈夫，免得作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作你�的奴仆一�；你�要作大丈夫与他
�争P。 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Ò了，各向各家奔逃。被Ë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
仆倒了三万。上帝的¨Ƃ被ʞ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Ë了。” {SR 186.1}

非利士人以��¨Ƃ就是以色列人的神。他�一点不明白，那�造天地、并在西乃山ǧ布他律法
的永生上帝，是根据人¯从或Ɵ背那ʒ存在神圣¨Ƃ中他的律法而使他�或兴盛或衰Ò的。 {SR 187.1}

以色列人大Ò，被Ë的人甚多。以利当�正坐在路旁，提心吊胆地等待从P"上F来的消息。他
惟恐上帝的¨Ƃ被非利士p�ʞ去而遭受ɯʀ。有一个从Ĭ上逃跑的Z信人来到示ċ，告«以利�
他的儿子已�被Ë。他听到�个消息�能勉强保持š定，因��原是在他意料中的。但及至那送信
的�，“并且上帝的¨Ƃ被ʞ去”�，以利就因极度痛苦而从他的座位上前后Ì晃，N于向后跌倒死
了。他也受到那降在他儿子身上的上帝的忿怒，他
于他�的罪孽ï有大部分õ任，因�他罪无可
恕地疏忽了禁止他�，上帝的¨Ƃ被非利士人ʞ去�件事，是被U�以色列人所能遭遇的最大不
幸。非尼哈的妻子ď死��她孩子起名�以迦博�：“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上帝的¨Ƃ被ʞ去了。”
{SR 187.2}

;^在非利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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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容e他的¨Ƃ被Ň人ʞ去，�要使以色列人看出，他�既干犯那放在¨Ƃ中的ɕ命，而同�
却妄想依靠�象征有他同在的¨Ƃ，C是何等地无用。 上帝�神圣的¨Ƃ从他�中�挪去，�要借
此抑抵他�的夸言有力和自ï。 {SR 187.3}

非利士人大大夸×了，因�他�已�ʞ到了他�所以�是以色列人的著名神明，是曾�以色列人
行�e多神迹，并令他�的Ň人感到ʁ惧的。非利士人将上帝的¨Ƃ抬到Î�突，安放在一所1�
他�最著名的神大衮所造的壮g神庙里。他�将¨Ƃ放在神像旁<。次日早晨�些假神的祭司�&
到庙里去，	大衮�伏于地，仆倒在耶和d的¨Ƃ前。他�将大衮扶起来，仍立在原E。他�以
�他或e是偶然倒下来了。但又次日清早，他�	它仍象先前一�倒了下来，�伏于地，W�和
两手都折断了。 {SR 188.1}

那�常伴随着¨Ƃ的上帝的使者，曾将那无知无�的偶像推倒，后来又使它的手折断，�要¥明
上帝，就是永生的上帝，乃是超乎ƹ神之上，而且一切异教的神明在他面前尽属虚无。非利士的异
教徒非常尊崇他�的神大衮；所以当他�	它已大受ūB便甚Ĩ愁，并U�是
他�极其不祥之
兆。他�U��是表明非利士人以及他�所有的ƹ神N必被希伯来人所制×所ūŹ，而且希伯来人
的上帝必定�比一切的神明更Ų大更强盛。他�将上帝的¨Ƃ从他�的神庙里挪出另放在一E。 {SR

188.2}

上帝的¨Ƃ留在非利士人那里i七个月之久。他�已�P×以色列人并ʞ来了上帝的¨Ƃ，他�
原以�以色列人的力量全在于此， 所以他�想今后必永保安全，再也不必惧怕以色列人的p�了。
但正在他�因×利而�¾之中，遍地	出了哀号之声，而原因却N于Ą到上帝的¨Ƃ上面。它被人
Ċ惶Ċ恐地搬来搬去，而上帝所降的灾患竟一路追随着它，直至非利士人大感困Ě，真不知8如何
E理它。伴随¨Ƃ的使者保�了它不受一切ļū。非利士人不敢将Ƃ打开；因�他�的神大衮既已
遭遇非常的不幸，致使他�W摸¨Ƃ挨近它也都不敢了。他�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他�向上
帝的¨Ƃ8当怎�行。他�建Ê将它送回到它原来Ą属的子民那里去，同�也送上一份Õ重的ǘ罪
祭礼，如果得蒙上帝悦ř的�，他�就可得痊愈。他�也8当明白上帝的手之所以加在他�身上，
乃是因�他�ʞ了他的¨Ƃ，�¨Ƃ原只能属于以色列的。 {SR 188.3}

送回以色列

当�有人不Ŀ成�一t法。把¨Ƃ送回去未免太失面子了，同�他�也强j�，决没有一个非利
士人敢冒生命的危»将�曾�如此危害他�的上帝的¨Ƃ送去。他�的ä(Ƿ百姓不可硬着心，象
埃及人和法老所作的一�，致使更ö重的灾 ď到他�。他�既都不敢搬G上帝的¨Ƃ，祭司和占
卜的便向他�建Ê�：“在你�8当造一Đ新�，将两只未曾ïʯ的有乳的母牛，套在�上，使牛
ʅ回家去离开母牛。 把耶和d的¨Ƃ放在�上，将所献ǘ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放在Ƃ旁，将Ƃ送
去。你�要看看，�若直行在以色列的境界到伯示麦去，�大灾就是耶和d降在我�身上的；若不
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c打我�，是我�偶然遇�的。非利士人就��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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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在�上，将牛ʅ关在家里。……牛直行大道往伯示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 {SR 189.1}

非利士人知道：除非有某种看不�的能力在激�那两只母牛，它�是决不肯把小牛ʅ留在家里
的。那两只牛一直走到伯示麦，虽然一路�自己的牛ʅ哀叫，但仍一直离开它�走去。非利士人的
首3�跟在¨Ƃ后面，一直到伯示麦的<境。他�不敢将神圣的¨Ƃ全交�两只牛。他�惟恐万一
¨Ƃ遭遇不幸，便有更大的灾害要ď到他�。他�一点也不知道，有上帝的使者伴随着那¨Ƃ，一
路引¡着那两只牛到i¨Ƃ原来Ą属的地方。 {SR 190.1}

因僭越的罪遭受刑a

伯示麦的居民��正在田�收割，他�看�上帝的¨Ƃ在一Đ�上，由两只牛拉着，便大大�
喜。他�知道�必是上帝的作�。牛将那'着¨Ƃ的�子拉到一�大磐石旁<，便自行停止。利未
人将耶和d的¨Ƃ和非利士人的供物拿了下来，将装'¨Ƃ的�子和那两只牛， 以及非利士人的供
物，都献�上帝�燔祭。非利士人的首3�便回到以革Ł去，瘟疫也就停止了。 {SR 190.2}

伯示麦的居民好奇心重，要探知¨Ƃ成就如此奇妙事迹的能力何在。他�将¨Ƃ本身看作是非常
有能力的，而没有将能力Ą功于上帝。原来除了上帝所特别指定的人以外，没有什么人能|看那没
有盖好的¨Ƃ而不致被cË，因��就好象是看到上帝4身一�。当地居民既�M足自己的好奇心
而打开¨Ƃ探察它神圣的Ĳ密E，�是W拜偶像的异邦人都不敢看的，因此那些伴随¨Ƃ的天使就
cË了他�中�五万人。 {SR 191.1}

伯示麦的居民便惧怕那¨Ƃ，�：“$能在耶和d�圣洁的上帝面前侍立呢？�¨Ƃ可以从我��
里送到$那里去呢？于是打	人去�基列耶琳的居民，�：非利士人将耶和d的¨Ƃ送回来了，你
�下来将¨Ƃ接到你�那里去ƀ。”基列耶琳的居民于是将¨Ƃ搬到Î比拿i家里，并将他的儿子分
别�圣看守¨Ƃ。希伯来人在非利士人权下O二十年之久，他�深深地Ȃ卑并悔改自己的罪，撒母
耳便�他�代求，上帝也再度向他�施恩。非利士人来和他�作P，耶和d又�以色列人行了奇
事，6果他�×�了Ň人。 {SR 191.2}

¨Ƃ一直留在Î比拿i家中，直到大Ð作王的�候。大Ð将以色列一切有声望的人都招聚了来，
�数三万，去搬G上帝的¨Ƃ。他�将¨Ƃ安放在新�上，从Î比拿i家中抬出来。 由Î比拿i的
两个儿子ũ撒和Î希¨赶�。大Ð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d面前用各种�器奏�。“到了拿艮的禾
"，因�牛失前蹄，ũ撒就伸手扶住上帝的¨Ƃ，上帝耶和d向ũ撒	怒；因��ĉcË他，他就
死在上帝的¨Ƃ旁。”ũ撒因牛失前蹄而向牛	怒。他向上帝表明¥的不信，似乎是那曾将¨Ƃ从
非利士地*回来的主��竟不能加以保�。伴随¨Ƃ的天使因ũ撒擅敢急躁将手放在¨Ƃ上而把他
cË了。 {SR 191.3}

“那日大Ð惧怕耶和d，�：耶和d的¨Ƃ怎可G到我�里来？于是大Ð不肯将耶和d的¨ƂG&
大Ð的城，却G到迦特人俄别以.的家中。耶和d的¨Ƃ在迦特人俄别以.家中三个月；耶和d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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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俄别以.和他的全家。” {SR 192.1}

上帝要教Ï他的百姓，他的¨Ƃ
于那些干犯其中所ʒɕ命的人乃是恐怖与死亡，但
于那些遵
守他ɕ命的人却是恩惠与能力。大Ð既听�俄别以.全家因上帝¨Ƃ的�故大蒙恩惠，而且他所行
的尽都¯利，便急欲将¨ƂG到自己的城里来。但在大Ð敢于搬G那神圣的¨Ƃ之前，他事先将自
己分别�圣献与上帝， 并且吩咐国内一切掌权的人，都要ē脱世俗以及一切足以使他�在神圣敬虔
上分心的事。如此，他�必é1�搬G神圣¨Ƃ到大Ð的城�一件事分别�圣。“大Ð就去，��喜
喜的将上帝的¨Ƃ，从俄别以.家中搬到大Ð的城里。…… {SR 192.2}

“Ú人将耶和d的¨Ƃ%&去，安放在所Ày的地方，就是在大Ð所搭的Ď幕里；大Ð在耶和d面
前，献燔祭和平安祭。” {SR 193.1}

在所Q門的殿中

所ċ門造好圣殿之后，他招聚了以色列的�老和民�最有声望的人，将耶和d的¨Ƃ从大Ð城搬
出来。�些人献身与上帝，并且极其öǮ而恭敬地跟在扛抬¨Ƃ的祭司后面。“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
d的¨ƂG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上来。所ċ門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
会Ú，一同在¨Ƃ前献牛羊�祭，多得不可×数。” {SR 193.2}

所ċ門照他父4的榜�，每走六步就献祭一次。祭司�歌唱奏�，并以隆重的Ɠ式，“将耶和d的
¨Ƃ抬&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 基路伯9着翅膀，在¨Ƃ之上，遮掩¨
Ƃ和抬Ƃ的扛。” {SR 193.3}

�是一所非常壮g的圣所，是按照上帝在山上所指示摩西，后来又ǩ�大Ð的�式而建筑的。地
上的圣所原是依照天上圣所而造的。除了¨Ƃ上面的两个基路伯之外，所ċ門又造了两个更大的天
使，站立在¨Ƃ两Ʀ，用以代表那些�常�Ð上帝律法的天使。�圣所的美g与ƾ煌，乃是言h所
无法形容的。神圣的¨Ƃ就此以öǮ而恭敬的秩序，象从前抬&圣幕一�，抬&了至圣所，安放在
那立在地上的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 {SR 194.1}

圣歌�以各种�器伴奏，同声合唱、ɢĿ上帝。正当歌声和�器声响ş圣殿的院宇、并洋溢于耶
路撒冷全城�，上帝荣耀的云彩充M了那殿，正如从前充M圣幕一�。“祭司从圣所出来的�候，有
云充M耶和d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â，因�耶和d的荣光充M了殿。” {SR 194.2}

所ċ門王立在祭Ƙ前面的一座Ȁ制的高台上，�百姓祝福。后来他便下跪，向天Å手，向上帝œ
吐Ċȶ庄ö的祈祷，��全会Ú恭敬下拜，面伏于地。所ċ門6束祈祷之后，有神奇的火焰从天下
降，焚Ô了祭物。 {SR 194.3}

圣殿建成数百年之后，因�以色列人犯罪的�故， 上帝所�他的子民如果离弃他、那圣殿必然遭
受的大ƽN于�了。上帝曾8e所ċ門，如果他常保持忠ȵ，他的百姓也遵守他的ɕ命，那荣耀
的圣殿就必永=保持它的荣美，作�以色列因遵命而得以昌盛并蒙福的�据。 {SR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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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被n

因�以色列干犯上帝的ɕ命和e多邪 的行�，上帝就�他�被Ň人ʞ去，�要折磨并刑Ʊ他
�。上帝在圣殿被ūŹ之前，已向他少数忠心的仆人�明：以色列人所引以�荣的圣殿之必有的遭
遇。他�将圣殿作�偶像，又得罪上帝。他又向他��明以色列民被ʞ的事。�些¶人在圣殿遭受
ūŹ的前夕，曾将那ʒ有石版的¨Ƃ搬走，并以悲哀和ĨB的情Ģ将它秘藏在山洞里；由于以色列
人的罪，�¨Ƃ要离开他�，永=再不Ą��他�。那神圣的¨Ƃ至今仍然Ĳ藏着。自从它被Ĳ藏
以来，始N没有受�干Ń。 {SR 195.1}

第二十五章基督第一次降�

我蒙引3，�到耶ɗ行将取得人性，ʫ尊降Õ成�人，并遭受撒但#探的那个�候。 {SR 196.1}

他的ƨ生是没有属世尊荣的。他虽ƨ生在z棚中，ė卧在z槽里；然而他的ƨ生�=比任何世人
的ƨ生更�光荣。有从天上来的使者通知牧羊人关于耶ɗ的降ď，又有上帝的光ƾ和荣耀伴随着他
�的��出。天pķ奏金琴荣耀上帝。他��欣地宣布上帝的儿子降ď堕落的世�来完成救ɂ之
工，并借着他的死将平安、喜�、和永生*�世人。上帝尊荣了他儿子的降ď。Ú天使都崇拜他。
{SR 196.2}

耶m受洗

有上帝的天使£旋于耶ɗ受洗的地方；圣灵以Ȫ子的形状下降，落在他身上，而且正当Ú人大表
§异地站在旁<，定睛凝@看他�，有天父的声音从天上F下来�：祢是我的�子，我喜悦祢。 {SR

196.3}

¨翰�不确知那位前来¨但河要他施洗的就是救主。但上帝曾8eǩ他一个5号，使他可以U�
上帝的羔羊。 当那从天上来的Ȫ子落在耶ɗ身上，而上帝的荣耀在他四¦ȴ	的�候，�5号便ǩ
下了。¨翰便伸手指出耶ɗ，并大声喊叫�：“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翰福音
1:29 {SR 196.4}

;翰的任2

¨翰告«他的門徒�，耶ɗ就是那8e的弥´Î，是世界的救主，当他的工作将要6束�，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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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他的門徒要仰望耶ɗ，并以他�“大教D”而跟从他。¨翰的生平是可悲而舍己的。他宣布了基督第
一次的降ď，但未能看�他所行的神迹，或享受他所¥示的大能。当耶ɗ得以自立�教D�，¨翰
知道他自己却要死了。他的声音除了在ȳ野之外，很少有人听�。他的一生是孤>的。他没有依附
他父4的家庭，去享受人Ł之�，却离开了他��要完成他的使命。成群的人离开了忙碌的城市和
ľ村，逢n到ȳ野去要听聆那奇妙的先知的�。¨翰将斧�放在ą根上。他不ä后果遣õ了罪 ，
并�上帝的羔羊Ày了道路。 {SR 197.1}

当希律听到¨翰有力的明确�言�，他深受感�，并以,切的兴趣Ŗ(他：必é作什么才可成�
他的門徒。�翰知道希律将要娶他兄弟的妻子�妻，而她的丈夫却仍然健在，便忠告希律�是不合
法的。希律不愿作任何Ǿ牲。他N于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并由于妻子的影响，将¨翰逮捕下在ś
里，但是他�蓄意要Ĥ放他。¨翰在被ś禁�，从門徒口中听到耶ɗ所行的大能作�。 ¨翰虽不能
4耳ɐ听他M有恩典的教言，但門徒却将他�所听到的告«他并用来安慰他。�不久，¨翰因希律
妻子的影响而被Ƌ首了。我看到那些跟从耶ɗ，看�他所行的神迹，并听�那从他口所	出M有安
慰之教言的最卑微的門徒，都比施洗¨翰更大；�就是�，他�享有更高；更尊Õ，和更幸福的生
活。 {SR 197.2}

¨翰具有以利Î的心志和能力，来宣布耶ɗ第一次的降ď。我蒙指示，�到末后的日子，看出¨
翰À表那些8当具有以利Î的心志和能力，出去宣布那忿怒的大日和耶ɗ第二次降ď的人。 {SR 198.1}

�探

耶ɗ在¨但河受洗之后，他被圣灵引到ȳ野，去受魔鬼的#探。圣灵�那特别猛烈的#探，已�
�他作了相当的准y。他受撒但#探i四十日之久，在那些日子里他没有吃什么。他四¦的事物都
是令人生á的，足以使人性畏Ơ。他与野Ż和魔鬼共E在偏僻的ȳ野。上帝的儿子因禁食和痛苦而
面色ſ白，形容憔悴。但他的前途已�ã划出来了，因此他必é完成他所要作的工。 {SR 198.2}

撒但趁上帝儿子受苦的�候，准y用种种#探来¦攻他，希望能×�他，因�他已�虚己自卑成
�人了。撒但来以�个#探向他&Ţ了：“祢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石�!成食物。” 他想
引Ɗ耶ɗ降格相从，施用他的神权，借此向撒但�明他乃是弥´Î。耶ɗ温和地回答他�：“�上5
着�：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 路加福音4:3-4 {SR 198.3}

撒但w法要和耶ɗǽV他作上帝儿子的身分。他指着耶ɗ那ë弱受苦的情形，并夸耀自己比耶ɗ
�强。但那从天上来的�，“祢是我的�子，我喜悦祢，”（路加福音3:22）却适足以在耶ɗ所受的一
切痛苦中支持他。我看明基督根本不需向撒但�明自己的权柄，或是他作世界救主的身份。撒但

于上帝儿子的崇高地位和权威，已�n有充分的�据。他之所以被排斥于天国之外，正是因�他不
愿意服在基督的权下。 {SR 199.1}

撒但�要¥明自己的能力，于是就将耶ɗ*到耶路撒冷并叫他站在殿Ä上，Ɗ使他从那令人�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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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E跳下去，借此�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撒但引用那出自灵感的��：“因��上5着�：主要�
你吩咐他的使者保�祢；他�要用手托着祢，免得祢的脚碰在石�上。耶ɗ
他�：�上�，不可
#探主你的上帝。” 路加福音4:10-12 撒但想使耶ɗ依恃他父的恩慈，而在自己使命未完成之前就擅
自冒生命的危»。他希望救恩的O划失Ò；然而�O划却基ǉ牢靠，是撒但无法推翻或破坏的。 {SR

199.2}

基督乃是一切基督徒的榜�。他�在遭受#探，或在自身权利	生争Ē�，8当耐心忍受。 他�
不8以�自己有权求主彰¥他的大能，使他�可以P×仇Ň，除非上帝能因此而直接得着荣耀。即
使耶ɗ真从殿Ä跳下来，�也并不荣耀他的父，因�除了撒但和上帝的使者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人
看到�件事。而且�件事也定要#探主，要他向他最 毒的仇Ň¥示他的能力。�就等于降格屈从
耶ɗ来所要P×的
象。 {SR 199.3}

“魔鬼又3他上了高山，霎��把天下的万国都指�他看。
他�：�一切权柄荣d，我都要�
祢；因��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就�$。祢若在我面前下拜，�都要Ą祢。耶ɗ�：�上5
着�，‘当拜主你的上帝，>要事奉他。’” 路加福音4:5-8 {SR 200.1}

撒但将天下万国以最�人的方式¥�耶ɗ看。如果耶ɗ肯当"就敬拜他，他提�他愿意放弃他

地上一切的主权。如果救恩的O划要Ȅş�行，耶ɗ要舍命救人，撒但深知他自己的权柄就必定受
到限制而N于全被剥ƪ，而且他自己也必遭ūŹ。故此他下定决心，如属可能，一定要阻止上帝儿
子所已�开始之大工的完成。如果救ɂ人类的O划失Ò了，撒但就必保留他所自称具有所有权的国
度。他自信自慰地以�他若成功，自己就必作王，而与天上的上帝
抗。 {SR 200.2}

那�探人的被斥退

撒但在耶ɗ放弃他的权柄荣耀而离开天庭�大大�喜。他以�上帝的儿子今后要落到他的权下；
�去他曾很容易地在伊甸园#探那
圣洁的夫ĵ，因此他希望能用自己的魔力和狡猾将上帝的儿子
也打倒，借以挽救自己的生命和国度。如果他能引Ɗ耶ɗ偏离他父的旨意，他的目的就i到了。但
耶ɗ却用以下的斥õ8付那#探人的�：“撒但退去吧。”他只向他的父下拜。 {SR 201.1}

撒但声称地上的国度是属他的，并向耶ɗ暗示，他很可以免受一切痛苦；也毋需受死而依然�得
�世上的万国；只要他向他下拜，便可�得地上一切所有的以及�治一切的荣誉。但耶ɗ�定不
移。他知道�候将到，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将�国度从撒但手中ɂ回来，而且再�一个�期，天上地
下所有的一切都要服在他的权下。他Ɂ:了痛苦的生涯和可怕的死亡，作�他父4所指定的道路，
使他可以作地上万国的合法承受者，而将�一切交在他手中成�永久的m;。撒但也必要交在他手
中，被死亡所ūŹ，而永=不再ƐŃ耶ɗ和那荣耀中的圣徒了。 {S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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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基督的任�

撒但6束他的#探之后，便ť�离开了耶ɗ，于是便有天使来在ȳ野中�他Ày食物，加强他的
力量，并有他父的福惠加在他身上。撒但已�在他最猛烈的#探上失Ò了；然而他�指望在耶ɗ服
�期�，在不同的�候，再#用他的狡O
付他。 {SR 202.1}

他更希望挑唆那些不肯接受耶ɗ的人，去仇恨并w法消Ź他，而借此×�他。撒但和他的使者开
了一次特别会Ê。他�因未能在反
上帝儿子的事上有一点&展而失望Ě怒。他�决定必é更加狡
猾地尽其全力，将不信的意念灌Ė在他本国同胞的心中，不承U他�世界的救主，而借此使耶ɗ在
他的使命上灰心，尽管犹太人在他�所奉行的Ɠ式和祭祀上墨守成ã，只要他�
À言茫然无知，
因而相信弥´Î将要以威武的厉世君王身份出，他�就必藐@并拒�耶ɗ了。 {SR 202.2}

我蒙指示，看到撒但和他的使者在基督服�的�期中非常忙碌的，�常以不信、仇恨、和蔑@的
心理鼓�世人。 民Ú往往在耶ɗ	表某¤深刻的真理，õy他�的罪��，就都Ě羞成怒。撒但和
他的使者ɜ恿他�Ë害上帝的儿子。他�不止一次拿起石�来要打死他，但每次有天使保�他，*
他离开ŋ怒的群Ú，到一E安全的地方去。另有一次，当他圣洁的嘴唇吐露明白的真理�，群Ú竟
把他拿住*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当�他�中�起了Ŵ争，不知究竟要怎�E置他，��天使便
将他Ĳ藏起来，使Ú人看不�他，于是他便从他�中�走�逃脱了。 {SR 202.3}

撒但�指望�Ų大的救恩O划Ą于失Ò。他尽其全力使Ú人
耶ɗ心地�硬，意念苦毒。他希望
只有极少的人接受他�上帝的儿子，以至他会U�他只��么少的人受苦受 �在是太大的Ǿ牲
了。但我看到，如果只有两个人接受耶ɗ�上帝的儿子，相信他要拯救他�的灵命，他也必完成�
个O划。 {SR 203.1}

解救受苦的人

耶ɗ以打破撒但在受苦人类身上的权^来开始他的工作。他使病人恢复健康，使瞎子得�光明，
并医好瘸腿的，使他��喜跳ǆ，荣耀上帝。他使那些多年因撒但残酷^力而致残ī并受苦的人恢
复健康。他用仁慈的�h安慰ë弱、疑惧、与沮Ǜ的人。撒但所夸×而掌握的微弱受苦之人，耶ɗ
都从他手中ƪ了�来，ǩ予他�以身体的健康和莫大的喜�及幸福。他使死人复活，他�便因他大
能的¥示而荣耀上帝。 他�一切相信他的人行了大事。 {SR 203.2}

基督的一生充M了仁慈，同情，和�心的言h行�。他永=留心垂听并解救凡来求他之人脱离苦
 。e多人的身上都*有他神能的明�。然而在工作完成之后，仍有e多人将�位卑微而却大有能
力的“F道人”引以�耻，官��既然不相信他，因此一般民Ú也不愿意接受耶ɗ。他乃是“多受痛
苦，常�Ĩ患”的。他�不愿受他那种öǮ而克己的生活所支配。他�希望享有�世界所�予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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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然而也有不少人跟从上帝的儿子，聆听他的Ïɸ，享受那从他口中出来的M有恩惠的�。他的
�是富有意¶却又十分�明的，以至最ë弱的人也能明白。 {SR 204.1}

没有功效的反�

撒但和他的使者使犹太人的眼睛瞎了，悟性也暗昧了，并激起民�3袖和官�去Ë害救主的性
命。他�派人将耶ɗ*到他�那里去，但当那些人来到耶ɗ跟前�，他�却非常§奇。他�看到他
因目睹世人的苦 而充M同情和慈悲。他�听�他凭着�心与温柔向ë弱受 者�勉励的�。他�
也听到他用具有权威的口吻斥õ撒但的^力，并命令他的俘ʊ恢复自由。他�注意听他口中所b智
慧的�，就深受感�；他��在不能�手拿他。于是他�便回到祭司和�老那里，而没有将耶ɗ*
去。 {SR 204.2}

及至(到他�：“你��什么没有*他来呢？” 他�便述�自己所看到的有关他的神迹，以及他�
所听到的智慧、仁�、和知�的�，并作6V�：“从来没有象他����的。”祭司�斥õ�些人�
他�也受了迷惑；差役中有人因没有将耶ɗ*来而感�Ɍ愧。祭司�用T蔑的o度	(道，官�中
有$信他呢？我看出官�和�老�也有很多相信耶ɗ的，撒但不�他�承U�事；他�害怕Ú人的
嘲笑�于敬畏上帝。 {SR 204.3}

到此�止。撒但的狡猾和仇恨�没有破坏救恩的O划。耶ɗ完成他到世上来的宗旨的�候ď近
了。撒但和他的使者集合商Ê，决定鼓�基督本国的人,切要求流他的血，并以残酷T蔑的手段

付他。他�希望耶ɗ因�种待遇而致激怒，不再保持他那柔和Ȃ卑的)度。 {SR 205.1}

正在撒但布置他的毒O�，耶ɗª慎重地向他的門徒宣布他所必é�受的痛苦----他将要被Ƈ十字
架，并且第三日复活。但他�的悟性似乎太Ŋɇ了，以至不明白他所告«他�的�。 {SR 205.2}

登山�像

門徒在基督登山!像，得以瞻仰他的荣耀，并且听�那从天上来的声音��他的神性�，他�的
信心便大大增强了。上帝定意要向跟从耶ɗ的人�提出有力的�据，�明他就是那8e要来的弥´
Î，��他�在因他被Ƈ十字架而极其ĨB失望�，就不至于完全抛弃他�信Ÿ的心。 主在基督登
山!像�，差遣摩西和以利Î来和耶ɗ¼V关于他受苦受死的事。上帝没有Ɂ:天使来和他儿子交
¼，却Ɂ:了两个4身���地上考�的人。 {SR 205.3}

以利Î曾与上帝同行。他的工作Ʃ巨痛苦，因�主曾借着他遣õ以色列的罪，以利Î原是上帝的
先知；但他也不得不�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奔西跑。他本国的人曾将他当野Ż一般地追÷，�要消
Ź他。然而上帝却使以利Î!化升天。有天使在光荣×利中将他*到天上去了。 {SR 206.1}

摩西�比他以前的任何人物更�Ų大。他y受上帝的重@，竟有特权与主面
面¼�，象人和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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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¼�一�。他得以瞻仰那�Ƨ着父的明光和荣美。主曾借着摩西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人的奴
役。摩西是他子民的中保，�常站在他�和上帝的忿怒之�。当主的烈怒因以色列的不信、埋怨、
和ö重的罪行而向他�大大	作�，摩西
他�的�就受到了考�。上帝曾提Ê要消Ź他�而使他
成�大国。摩西却,切地�以色列人代求，借此表了他
他�所有的�。他在急 中求上帝止息
他的烈怒，赦免以色列人，不然就从他的册上涂抹他的名。 {SR 206.2}

摩西曾Ņ�死味，但米迦勒在他的身体未�腐Ī之前，便下来ǩ他生命。撒但原想扣留那尸首，
声称那是属他的；但米迦勒却使摩西复活�来，并将他提到天上去了。撒但怨恨地咒ĺ上帝， �他
容e米迦勒将他的ʞ物ƪ去是不公¶的；但是基督并没有õy他的仇Ň，虽然�个上帝的仆人是因
他的#探而致跌倒的。他柔和地将�事交托他的父，�：“耶和dõy你。”（犹9） {SR 206.3}

耶ɗ曾告«門徒�，当�和他在一起的人中，有几位要在没有Ņ死味以前看�上帝的国以大能降
ď。在耶ɗ登山!像�，�个8e就�了。耶ɗ的容貌改!了，象日�一�	光。他的衣裳洁白
如光。摩西是代表那些在耶ɗ第二次¥�从死里复活的人。那没有��死亡而被提升天的以利
Î，ª代表那些基督复ď�!�不朽坏的，并不�死亡而被接升天的人。門徒§异而恐惧地看到耶
ɗ非常的威ö和那遮盖他�的云彩，并听到上帝的声音在可怖的威ö中�：“�是我的�子，你�要
听他。” {SR 207.1}

第二十七章基督被�

我蒙引¡，�到耶ɗ和他的門徒同吃逾越Q晚餐的�候。撒但曾欺ġ犹大，使他以�自己是基督
的真門徒；其�他的内心一直是属肉体的。他曾��耶ɗ大能的作�，他曾在耶ɗ工作�与他同
在，并曾看到那²倒一切的凭据，承U他是弥´Î；但犹大是吝ə而Ɣ婪的；他Ɣ�金H。他曾ŋ
慨地õ怪将那Õ重的香膏倒在耶ɗ身上。 {SR 208.1}

z利Î敬�他的主，主已�赦免了她的e多罪 ，并使她深�的兄弟从死里复活，因此她感�任
何事物献与耶ɗ都不能算�太Õ重；香膏越Õ重，她就越能用它来献�救主以表i她的感激。 {SR

208.2}

犹大主9将香膏!�，用来ʠĔŌ人，以此作�掩č他Ɣ心的借口。其�他并不是ä惜Ō人；而
是因�他自私自利，�常私自取用那交托�他周ĔŌ人的H。犹大曾�
耶ɗ的舒适----甚至W需要-
---都不ä，而且�要掩č他的Ɣ心竟往往以Ō人�借口。z利Î�种慷慨的行�
于犹大Ɣ婪的癖
性，乃是最尖刻的õy。 ��就�撒但Ů好了路，使他的#探从而得以&入犹大心中。 {SR 208.3}

犹太人的祭司和官��仇恨耶ɗ，但群Ú却逢n而来，要听他智慧的Ï言，看他大能的作�。民
Ú激起了深切的兴趣，急欲跟随耶ɗ，听聆�位奇妙教D所	的Ïɸ。有e多官�也相信他，但不
敢坦承自己的信念，惟恐被赶出会堂。祭司和�老�决定他�必é采取行�，使民Ú的注意力7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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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ɗ。他�恐怕人人都要相信他了。他�很�自己的安全担心。他�若不将耶ɗ治死，就 免要Ǜ
失自己的地位。而且在耶ɗ被治死之后，�要8付那些作�他大能之明�的人。 {SR 209.1}

耶ɗ曾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恐怕如果他�Ë死耶ɗ，拉撒路就会�他的大能作��。
民Ú都会逢n去看他�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因此官��决定将拉撒路也治死，借此将当�的兴ø激
�š²下来，然后他�再要使民Ú7回到ĀF和人的道理，以及将薄荷茴香献ř十分之一的ǟ事，
借此恢复他�在民�的^力。他�商Ê要趁耶ɗ独自在一E的�候逮捕他，因�如果他�#0在人
数Ú多，而民Ú全都
他正	生兴趣的�候捉拿他，他�就会被Ú人用石�打死。 {SR 209.2}

犹大知道他�极欲捉拿耶ɗ，便向大祭司和�老�献策，愿�几�î子而出�他。他Ɣß的心使
他愿意将他的主交到他最 毒的仇Ň手中，撒但正在直接利用犹大活�，而且在那最后晚餐的�人
"面中，�个叛徒正在wO出�他的主呢。 耶ɗĨB的告«門徒�，他�当晚都要因他而跌倒。但
彼得,情地�持，ƈ然其他Ú人都因主而跌倒，但他决不会。耶ɗ
彼得�：“撒但想要得着你�，
好ȸ你�，象ȸ麦子一�；但我已��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以后，要�固你的弟
兄。” 路加福音22:31-32 {SR 209.3}

在客西0尼园

我看到耶ɗ和他的門徒在客西z尼园。他在极其ĨB之中嘱咐門徒要儆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他知道他�的信心将要受到考�，他�的希望将要落空，所以他�需要借密切儆醒和,烈祈祷而得
到一切能力。耶ɗ痛哭流泪，大声祈祷�：“父啊，祢若愿意，就把�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
思，只要成就祢的意思。” 路加福音22:42 上帝的儿子在¸烈的痛苦中祈祷。他�上流出大血点来，
滴在地上，e多天使在那里£旋，目睹当�的情景，但只有一位奉命前往，加强在痛苦中上帝儿子
的能力。天上没有一点喜�，Ú天使将他�的冠冕和金琴都放在一<，而以极深切的关注静看着耶
ɗ。他�想要去��着上帝的儿子，但司令的天使却不准e，因惟恐他�看到他被�，就会·救
他；因��O划;已定妥，必é�行完成。 {SR 210.1}

耶ɗ祈祷之后，便来到門徒那里，但他�却都睡着了。他在那可怕的�辰中，竟W自己門徒的同
情和代祷也得不到。 W不久之前那么火,的彼得，��也已沉睡。耶ɗ将他曾�`极宣告的�提醒
他，并�：“怎么�，你�不能同我儆醍片�么？” z太福音26:40 上帝的儿子在极大的痛苦中祷告了
三次。 {SR 210.2}

犹大出5耶m

��，犹大和他所*3的一�武装人士出了。他照È例来到他夫子面前，向他%安。�伍包¦
了耶ɗ；但��他¥出了他的神性，他一�：“你�找$：”“我就是，”他�就退后倒在地上。耶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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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2，旨在使他�可以看出他的能力，足以�明他若要救自己脱离他�的手，他很可以��
作。 {SR 211.1}

門徒看�那一群*着刀棒的人如此迅速地倒下去，就开始感�有希望了。当那班人起来再度包¦
上帝的儿子�，彼得便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只耳朵。耶ɗ吩咐他把刀
收起来，�：“你想我不能求父，在�我差遣十二·多天使来么？” z太福音26:53 我看到，当耶ɗ
����，Ú天使的�上都表出希望的神色。他�巴不得当"立即�Ƨ他�的元ì，ǳ散那群蛮
横的暴徒，但当耶ɗ接着�，“若是��，�上所�，事情必é如此的�怎么8�呢？” z太福音
26:54 天使又悲愁起来了。在耶ɗ�自己被Ň人*走的�候，門徒�的心都陷于失望和苦痛的灰心
中了。 {SR 211.2}

門徒�自己的性命担Ĩ，便都背弃耶ɗ逃跑了。于是耶ɗ便独自被Ā弃在那群嗜Ë的暴徒手中。
唉，那�撒但C是何等地夸×啊！ 上帝的使者又是多么ĨB而悲痛啊！成群成�的圣天使，各由高
大的司令天使率3着，奉命去|看那幕景象。他�要5�那加在上帝儿子身上的每一侮辱和虐待，
登5耶ɗ所受的每一痛苦；因�凡参与�次可怖事件的每一个人，都要再度看��些事活生生地表
演出来。 {SR 211.3}

第二十八章基督受#

Ú天使在离开天庭的�候，都悲B地摘下了他�ŶĪ的冠冕。他�的元ì既然受苦而�戴荆棘冠
冕，他�就决不能戴上冠冕了。撒但和他的使者那�在ƫ判Ĵ里，正忙于消Ź人�的感情和同情
心。当�气氛沉ú，已遭受他�影响的ƶ染。Ú祭司�和�老在他�的鼓�之下，用人性所最 忍
受的方法去侮辱并苦待耶ɗ。撒但希望�种嘲弄和残暴的手段，能使上帝的儿子�一句埋怨或ŋ慨
的�；或使他用他的神权救自己脱离群Ú的掌握，而如此使救恩的O划NĄ失Ò。 {SR 213.1}

彼得的否%主

彼得曾在他的主被�之后仍然跟随他。他很想知道他�将要如何E置耶ɗ。但及至他被人指控�
耶ɗ門徒之一�，惟恐危及自己的安全，便�他不U�耶ɗ。門徒原是以�h清洁著名的，因此彼
得�要向指控他的人�明他不是基督的門徒起�，第三次用	咒起誓的�否U耶ɗ。那�耶ɗ离开
彼得不=，便7�身来，用悲Bõy的表情看他。 于是�門徒想起了耶ɗ在楼房里
他b的�，和
他自己,心的断言：“Ú人虽然�祢的�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 z太福音26:33 ��他甚至已�用
咒ĺ的�否U他的主了；但耶ɗ那向他的一望熔化了彼得的心，也挽救了他。于是他痛哭了，并�
他的大罪深自ɥ悔，而且也真正改!了，��他才有x格去�固他的弟兄。 {SR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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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U中

群Ú叫ǭ着要流耶ɗ的血。他�残酷地鞭打了他，将一件破旧的紫色王袍披在他身上，并把一Ä
荆棘作的冠冕按在他�上。他�拿一根芦ɽ放在他手里，向他跪拜，并摹仿致敬的嘲弄他�：“恭喜
犹太人的王啊！” ¨翰福音19:3 于是他�把那根芦ɽ从他手中取�来打他的�，使荆棘刺入他的
Š，以至É血¯着他的�和胡é流下来。 {SR 214.1}

天使�到�幕景象很 忍受。他�恨不得要·救耶ɗ，但司令的天使禁止他�，�明�乃是要�
人类付出的重大ɂ价；�事必é完成，并要造成那掌死权者的死亡。耶ɗ知道Ú天使正在|看他受
辱的景象。W那最弱小的天使也能很容易地使那班嘲弄的群Ú一Ò涂地，而借此拯救他。但他必é
忍受 人的苦待，以便Ȅş救恩的O划。 {SR 214.2}

耶ɗ柔和Ȃ卑地立在那Ø狂的人群之前，他�一直在
他作最卑鄙的凌辱。 他�吐唾沫在他�
上，但那�面是他�有一天渴望要Ž避的；它也要使上帝的圣城充M光ƾ，且	光比太阳更明亮。
基督没有向那些得罪他的人表示�一次怒容，他�拿一件旧衣服蒙在他�上，使他看不�，然后打
他的��：“祢是先知，告«我�，打祢的是$？” 路加福音22:64天使当中起了Ɛ�。他�要立即去
·救耶ɗ，但司令的天使遏阻了他�。 {SR 214.3}

門徒中有几个壮胆&到耶ɗ所在的地方，去旁|他受ƫ的情形。他�期待着他彰¥他的神能，救
自己脱离Ň人的手，并因他�
他的虐待而ȐƱ他�。門徒�的希望，在不同的"合之中忽起忽
落。他�有�°疑，惟恐自己受了迷惑。但他�在耶ɗ登山!像�所听到的声音，和所看�的荣
耀，加强了他�的信心，确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回想到�去所曾�目睹的情景，所�到的耶ɗ
在医治病人，使瞎子得以看�，使Ƀ子得以听�，斥õ并ǳ逐鬼魔，使死人复活，甚至平息)浪上
所行的神迹奇事。 {SR 215.1}

他�-不相信耶ɗ会死。他�希望他�能以大能兴起，并以命令的口吻将那嗜Ë的群Úǳ散，正
如他早先&入圣殿将那些把上帝居所!成商"的人赶走，而Ú人在他面前逃ɝ如同被一群武装兵士
追赶一般。門徒希望耶ɗ彰¥他的大能，使人人都确U他乃是以色列的王。 {SR 215.2}

犹大的口供

犹大因出�耶ɗ的卑鄙作�，而充M了沉痛的懊悔和羞愧。及至他看到救主所受的凌辱，他便忍
受不住了。他曾敬�耶ɗ，但他更Ɣ�Hß。他从没想到耶ɗ会�他自己被他所引来的那群暴徒逮
捕。他指望耶ɗ施行神迹救他自己脱离他�的手，但及至他看到那Ø狂的群Ú在ƫ判Ĵ里渴想流他
的血�，他便深深感到自己的罪；于是当e多人正在狠狠地控告耶ɗ�，犹大便从群Ú中冲出来，
承U他因出�无辜之人的血而有罪了。他将祭司所付与他的H��他�，并求他�Ĥ放耶ɗ，声称
他是完全无辜的。 {SR 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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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因9皇失措，一�无言可答。他�不愿Ú人知道，他�曾收+一个自称�耶ɗ門徒的人，
将耶ɗ交在他�手中，他�想Ĳȭ他�追踪耶ɗ象追踪盗Ǆ一般，并暗暗捉拿他的事。但犹大的自
白和他那狼Ʉ、自õ的表情，公然在群Ú之前暴露了祭司的阴ǒ，�明他�逮捕耶ɗ乃是出于仇
恨。当犹大高声宣称耶ɗ无辜�，祭司�回答�：“那与我�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 z太福
音27:4 他�既已将耶ɗ拿到手，所以�决不放。犹大因精神上的痛苦而无法支持，便将他在所T
@的Hð在那些收+他的人脚前，而在极端痛苦和恐怖之下出去自己吊死了 {SR 216.2}

耶ɗ在他四¦的人群中有e多同情他的人，因此他
那向他所	的e多(2一无所答，使Ú人非
常§异。 他的面容在暴徒一切的\弄和虐待之下，没有一次ǅ眉或 堪的表情。他始N保持尊öš
定。旁|者莫不以§奇的眼光看着他。他�拿他那完善的Ɠ表和Į健、尊Õ的)度，同那些ƫ(他
的人外貌相比，便自相ÊV�，他倒比任何官�更象一位君王呢。他没有一点犯人的�子。他的眼
睛是温和、清醒、而大无畏的，他的Š�既Ĉ且高。全部容貌都以仁慈高Õ的本S�特征。他的忍
耐与涵养和常人大不相同，以至e多人因而	ȟ了，W希律和彼拉多也因他那高Õ、尊ö的)度而
感到非常不安。 {SR 216.3}

耶m在彼拉多面前

彼拉多从最初就U定耶ɗ不是个平凡的人。他相信他是个r异的人物，而且根本没有那些人所控
告他的罪。那些目睹�情景的天使注意到�位ċz巡Ǭ的信念，�要救他免于从事将耶ɗ交出去Ƈ
十字架的 行起�，就有一位天使奉命到彼拉多的妻子那里去，在梦中指示她，她丈夫所ƫ(的乃
是上帝的儿子，而且他乃是无辜的受害者。于是她立即送信�彼拉多，告«他�，她曾在梦中因耶
ɗ的�故受了e多的若，并且警告他，�¶人的事他一点不可管，送信的急忙从人群中ų�去，将
信交到彼拉多手中。他�了不禁	ȟ而面色!�青白，便立即决定不参与治死基督的Oǒ。如果犹
太人一定要流耶ɗ的血， 他
�事决不施以²力，却要尽力解救他。 {SR 217.1}

送到希律那里

彼拉多既听�希律在耶路撒冷，便大放Ĉ心了，因�他希望ē脱ƫ(耶ɗ并定他罪案的全部õ
任。他立�将他W同控告他的人，一ĭ送到希律那里去。�个�治者已�因犯罪而心地�硬。�个
Ë害施洗¨翰的人，已�在自己良心上留下了一个他所无法磨Ź的ƶ点。他在听�耶ɗ和他所行的
大能作��，就恐惧P兢，相信他是施洗¨翰从死里复活了，希律在彼拉多将耶ɗ交�他手中�，
便以此�承U他的^力、权威、和判断力的行�。6果�件事竟使�两个曾互�冤家的官�再度友
好了。希律很喜�看到耶ɗ，并希望他能行一件大能的奇事供他|ı。但耶ɗ的工作决不是要M足
人的好奇心或求一己的安全。他那神圣奇异的能力乃是用以拯救别人，而不是�自己用的。 {SR 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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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ɗ
希律向他所	的(2一字不答；他
于那些狠狠地控告他的仇Ň也不作答复。希律因耶ɗ
不表示惧怕他的权^而Ě怒，便和他的兵士一同ʉʪ、\弄、并侮辱上帝的儿子。然而他却因耶ɗ
在凌辱之下所表高Õ、神圣的姿o而感到§异，所以也不敢定他的罪，仍把他送回到彼拉多那里
去。 {SR 218.2}

撒但和他的使者正在#探彼拉多，要引他到自取Ò亡之地。 他�使他想到如果他与定耶ɗ的罪无
分，别人-要��作的；群Ú正渴望要流他的血；而且如果他不将他交�人Ƈ十字架，他就必Ǜ失
他的^力和属世的荣誉，而被斥�是相信那ġ子的人。6果彼拉多因怕失去^力和权柄，便同意将
耶ɗE死。他虽然将流耶ɗ的血Ą罪在那些控告他的人身上，而且群Ú也承当了，�：“他的血Ą到
我�、和我�的子ƃ身上，”（z太福音27:25）但彼拉多仍不是无罪的；他依然犯有流基督血的
罪。他�了一己的私利，Ɣ�世上大人物所�他的荣誉，竟将一个无辜的人置于死地。如果彼拉多
遵照自己的信念而行，他就决不会在定耶ɗ罪案的事上有分了。 {SR 218.3}

耶ɗ受ƫ�的姿o和言h，使e多当�在"者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次所	ź的影响，
在他复活之后有了明¥的效果。后来加入教会的人中，有e多是在耶ɗ受ƫ�初次感悟的。 {SR 219.1}

撒但看到他使犹太人加在耶ɗ身上的一切残酷手段并没有使耶ɗ	出一点怨言，就非常Ě怒，耶
ɗ虽然已�取了人的性S，但他却表出一种神圣的不屈不Ʌ精神，而没有�毫偏离他父的旨意。
{SR 219.2}

第二十九章基督!十字架

上帝的宝Õ�子基督被*出去，交�人Ƈ十字架了。門徒和附近各地的信徒，加入了那跟随耶ɗ
到髑ɞ地去的人群。耶ɗ的母4也在那里，由蒙�的門徒¨翰ʃ扶着。她心中有�不出的痛苦；然
而她也和門徒一�，-希望�可怕的事件会有改!，耶ɗ定要X�他的权能，而以上帝儿子的身份
出在他Ň人面前。但当她回想到他�去所�有关当日所要	生之事的��，她那慈母之心又感到
沮Ǜ了。 {SR 220.1}

耶ɗ一走出彼拉多的衙門，那原�巴拉巴Ày的十字架就被抬了出来，放在他那受鞭B而流着É
血的肩�上。也有十字架放在巴拉巴的两个伙伴身上，他�将要和耶ɗ同�受死。救主背着他的重
担只走了几步路，便因失血和�分疲Ĝ与痛苦而Œ倒在地。 {SR 220.2}

耶ɗ振起精神之后，人又将十字架放在他的肩上，并强迫着他向前走。他背着�沉重的担子，脚
步ɱ跚地走了几步，便又仆倒在地；如同死了一般。 人先�他是死了，但他N于又醒了�来。祭司
和官��
他�所残害的受 者没有一点怜ɑ同情之心；但他�看出，要他背ï�刑具再往前走已
是不可能的了。正当他�考Ĺ要如何E理�，古利奈人西門从
面方向迎着群Ú前来了。便在祭司
�的教唆之下被拿住，强迫背ï基督的十字架。西門的两个儿子都是耶ɗ的門徒，但他本人却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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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有�关系。 {SR 220.3}

大量群Ú跟随救主到髑ɞ地去，e多人在ʉʪ嘲弄着；但有一些人却在流着泪并b述ɢŕ他的
�。凡他所曾�医治脱离各种疾病的人，和他使之从死里复活的人，都用Ċȶ的声j宣b他所行的
奇事，并要知道他究竟作了什么事，以至被人当作罪犯看待。¹¹数日之前，当他×利地ĳ着ǻ到
耶路撒冷来的�候，他�曾�呼着和散那，并Ì着棕ą枝�送他。可是e多当日随声附和而高声ɢ
Ŀ他的人，如今却跟着喊：“Ƈ他十字架，Ƈ他十字架”了。 {SR 221.1}

_十字架

到了刑"，罪犯�就被ƒ在刑具上。那两个强盗在那些Ƈ他�在十字架上的人手中拚命Ƥ扎，但
耶ɗ却没有反抗，耶ɗ的母4提心吊胆，痛苦至极，-希望他会行一个神迹来救他自己。她看�他
的手伸展在十字架上----那只一直�人类造福，多次伸出来医治病苦之人的手。��Ƚ子和Ƈ都拿来
了，正当大Ƈ透�那柔嫩的肤肉牢Ƈ在十字架上�，耶ɗ的母4Œ倒了， 那几个B心的門徒就将她
抬走，离开那惨不忍睹的"合。 {SR 221.2}

耶ɗW一声怨言也没有	；他的�色依然灰白而恬静，但有大滴汗珠留在他Š上。那�并没有一
只怜�的手将那ɰ死的汗珠擦去，也没有人b一句同情的�或作效忠不!的表示来�固他的心。他
正在“独自踹酒榨；”Ú民中无一人与他同在。以´ÎR63:3 耶ɗ在兵丁正Ē行他�残酷的任�，而
他正忍受着最¸烈的痛苦�，却�他的仇Ň祷告�：“父啊，赦免他�；因�他�所作的，他�不ż
得。” 路加福音23:34 基督�他仇Ň所献的祈祷包括了全世界，容ř了每一古往今来的罪人，直到末
日。 {SR 222.1}

耶ɗ被Ƈ在十字架上以后，便有几个强壮的人把它Å起来，很粗暴地插&那Ày妥当的地方，�
�作致使上帝的儿子受到最¸烈的痛苦。随后演出了一幕可怕的景象。祭司、官�、和文士竟忘5
了自己神圣â位的尊ö，而与暴徒一同嘲弄并ʉȝ垂死的上帝儿子，�：“祢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
救自己吧。” 路加福音23:37 有人冷嘲,ȝ地彼此ÊV�：“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z可福音
15:31 圣殿的¥Õ�、硬着心Ŧ的兵丁、十字架上的强盗、以及群Ú中卑鄙残酷的人�----全都异口
同声地侮辱基督。 {SR 222.2}

那些与基督同Ƈ十字架的强盗，也都受着象他所受身体方面的痛苦；但有一个因痛苦而更�Ț
强、�望、而胆大了。他附和了祭司�嘲弄的�，奚落耶ɗ�：“祢不是基督么？可以救自己和我�
吧。” 路加福音23:39 另一个强盗却不是硬心的罪犯。他一听到他伙伴ʉʪ的�h，就8声“õy他
�：你既是一�受刑的，�不怕上帝么？我�是8C的；因我�所受的，与我�所作的相称；但�
个人没有作�一件不好的事。” 路加福音23:40, 41 当�他的心7向基督，就有天来的亮光充M了他
的心；他在那B痕累累，被人ʉʪ，而且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ɗ身上，看到了他的救ɂ主，他唯一
的希望，便以Ȃ卑的信心求他�：“主啊，祢得国降ď的�候，求祢5念我。耶ɗ
他�：我今日�
在告«你，你要同我在�园里了。” 路加福音23:43原文 {SR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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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天使以§异的心情看到耶ɗ无限的大�；他虽然受着精神和身体双方面最¸烈的痛苦，却仍只
ä念别人，并鼓励那ɥ悔的生灵相信。他在将命œ倒，以至于死�，竟向人表比死更��强的
�。e多当�目睹髑ɞ地种种事迹的人，后来便因�事而�信基督了。 {SR 223.1}

耶ɗ的仇Ň焦躁地期待着耶ɗ的死。他�-相�事必可永久平息有关他具有神能的ƻ言、和他施
行神迹的奇�。他�自欺自慰，以�从此再不会因他的影响而P栗了。那些将耶ɗ身体Ƈ在十字架
上的无情士兵，瓜分他的衣服，而�一件没有ǣ的袍子起了争Ē。他�N于用拈ʥ的方法决定�
事。在�事	生之前数百年。 灵感之笔早已准确地描述了�一幕景象：“犬类¦着我； 党�Ƨ我；
他�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他�分我的外衣，�我的里衣拈ʥ。” ă篇22:16-18 {SR 223.2}

孝敬的榜


耶ɗ向那聚集来看他受死的人群瞻望，他看�在十字架跟前有¨翰ʃ扶着他的母4z利Î。她已
�回到�可怕的"合来，因她不忍和她的儿子�久分离。耶ɗ所留的最后教Ï，乃是孝敬的榜�。
他望着他母4的悲苦慈ÿ，随即又看¨翰一眼；向母4�，“母4，看你的儿子！”然后又
那門徒
�：“看你的母4！” ¨翰福音19:26-27 ¨翰十分明白耶ɗ�句�，以及那交�他的神圣委托。他立
�将基督的母4*走。离开髑ɞ地的可怖"合。从那�起，¨翰就以孝¯的儿子身份照ä她，接她
到自己家里去了。基督孝敬的完全榜�，从�代幽暗中以É明的光彩照耀出来。他在忍受最¸烈的
痛苦之中，并没有忘5他的母4，却�她的前途作了一切必要的安排。 {SR 224.1}

基督在地上生活的使命��将近完成了。他的舌�非常干渴，便�：“我渴了。”他�用海ƺ蘸M
了醋和苦胆，送�他喝；他Ņ了之后，就不肯喝。生命和荣耀之主��正在舍命，作人类的ɂ价。
那使基督所喝的杯¸苦，使父的忿怒ď到他�个作人类替身的身上。 {SR 224.2}

人类的罪孽全都放在�位作人类替身和中保的基督身上了；他被算�罪犯，以便救ɂ他�脱离律
法的咒Ȯ。各�代中。Î当每一个子ƃ的罪õ，��都重²在他的心上了；上帝的忿怒，以及他因
不¶不法之事所¥示的极端憎 ，使他的儿子M心§慌。上帝在救主遭受最¸烈痛苦的�辰竟向他
掩面了，�使他Ŧ断心碎，其B痛是世人所�不能充分明了的。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每
一¤痛苦，那抽搐Ƥ扎，以及那因天父向他掩面而使他心中所充M莫可言宣的悲痛，都是在
人
�：上帝的儿子同意承当�一可憎的罪行，乃是因��你；�你，他攻破了死亡的3域，敞开了�
园和永生的門k。那用一句�平息怒涛并在澎湃的巨浪上行走，那使鬼魔P§，并使病魔因他的Ǭ
摸而逃ɝ，那使死人起死回生，并使瞎子重�光明的主，竟将自己献在十字架上，�人的�故而成
�罪。 {SR 225.1}

撒但用他猛烈的#探Ţc耶ɗ的心。那在他看来极其可憎的罪 ，��都堆在他身上了，直至他
在罪的重²之下呻吟不已。无怪他的人性在那可怖的�辰中P栗恐惧了。Ú天使§异地目睹上帝儿
子在�望之中的悲B，�种悲B非常地¸烈，以至他几乎感�不到肉体方面的痛苦了。Ú天p都掩
面不忍|看�幕可怖的景象。 {SR 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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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无生气的自然界也向它受辱而ď死的�造主表示同情了。太阳不忍看�幕惨景。正当中午，它
那ŶĪƾ煌的光芒普照大地�，突然之�它似乎被遮蔽了。全然黑暗，仿佛Ǜ礼中的柩衣，ǰ罩了
十字架和附近的地方。那黑暗足足延]i三小�之久。到了申初，那可怖的黑暗才从群Ú上面消散
了，但仍象幕罩一般包裹着救主。他挂在十字架上�，有猛烈的ĝ�好象向他	作。于是“耶ɗ大声
喊着�：以ċ伊，以ċ伊，拉z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什么离弃
我。” z可福音15:34 {SR 226.1}

“成 了”

Ú人沉静地等着要看�可怕惨¸的收"。太阳又出了，但十字架却仍包¦在黑暗中。忽然黑暗
消散了，耶ɗ便用似乎响ş宇宙的号筒般嘹亮声音喊叫�：“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祢手
里。” 路加福音23:46 有一道光�Ƨ着十字架，��救主面上ȴ	着象太阳一般明亮的光芒，随后他
便垂�至胸断气了。 {SR 226.2}

正当基督断气的�候，祭司�在圣殿中那隔开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前面供â。忽然他�感到地大
震�，那每年更}一次的�固、Õ重的幔子，竟被那从前在伯沙撒王ƍő壁上写出劫数已定字迹的
同一只没有血色的手从上到下撕�两半了。 {SR 226.3}

耶ɗ没有放弃自己的生命，直到他已完成他来所要成就的工作； 他用他最后的一口气喊叫
�：“成了！”��一��出，Ú天使都�喜快�，因�那Ų大的救ɂO划已��了。天上充M喜
�，因�Î当的Ú子，从此可借¯命的生活，N于被提升到上帝面前了。撒但已被cÒ了，而且也
明知他的国度已�Ǜ失了。 {SR 226.4}

埋 葬

¨翰一�不知所措，找不出如何E置他所�夫子身体的t法。他一想到如果任凭粗暴无情的士兵
任意E理，将它埋葬在一个不名誉的坟地里，就不禁ȟ栗起来。他明知他无法从犹太当局得到r
待，也不能希望从彼拉多�得多少帮助。但在��急关�，¨瑟和尼哥底母都挺身而出了。他�二
人都是犹太公会的Ê?，与彼拉多相�。他�也都是有ß有^的人。他�定意要以尊Õ的方式埋葬
耶ɗ的Ā体。 {SR 227.1}

¨瑟大胆去�彼拉多，要求3取耶ɗ的Ā体，予以安葬，彼拉多便正式下令将耶ɗ的身体交�¨
瑟。��門徒¨翰正在�他4�夫子的Ā体焦急	愁，Î利z太的¨瑟*着e可�从巡Ǭ那里回来
了；而尼哥底母因À期¨瑟晋ʍ彼拉多的6果，便*来了大¨一百斤没Û和沉香合成的Õ重香料。
全耶路撒冷最尊Õ的人，也不能在逝世�得到比�更大的尊荣。 {SR 227.2}

他�慎重而恭敬地4手将耶ɗ的身体从那酷刑的木架上取了下来； 当他�看到他那�B破裂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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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禁涌出同情的,泪来；他�随即Ǚ慎地将Ā体上的血迹洗³。¨瑟y有一座磐石中ɶ出来
的新坟墓，�原是他�自己Ày的；既靠近髑ɞ地，因此在他就将它Ày好用来安葬耶ɗ。于是
�三个門徒就将Ā体，W同尼哥底母所*来的香料，用�麻布Ǚ慎地包裹起来，并将他�所宝�的
重荷抬到坟墓那里，其中原是从未葬�死人的。他�在那里将被ļB的四肢加以整理，又将受B的
双手合抱在那没有脉息的胸膛上。从加利利来的ĵ女&前来，要察看那�她�所敬�D尊之Ā体8
作的一切是否都已作妥。然后她�又看着那�大石�被滚�来Ƣ住墓門，于是上帝的儿子就留在里
面安息了。�些ĵ女是最后留在十字架下，也是最后留在坟墓之前的。 {SR 227.3}

犹太官��虽然已�Ȅş了他�治死上帝儿子的阴ǒȧO，但他�的Ĩ惧并未因而消除，他�

基督的嫉妒也没有止息。他�在i到Z仇泄忿因而M心得意之余，-怕他那卧在¨瑟坟墓中的身体
将要再活�来。因此“祭司�和法利´人聚集，来�彼拉多，�：大人，我�5得那Ɗ惑人的，�活
着的�候，曾�，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門徒
来把他偷了去，就告«百姓�，他从死里复活了；��，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利害了。” z太
福音27:62-64 彼拉多也象犹太人一�，并不情愿耶ɗ复活得^，来ȐƱ那些曾�Ë害他的人，故此
他将一�ċz兵丁交�祭司�指ź。 他�：“你�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所能的，把守妥当。他
�就*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将坟墓把守妥当。” z太福音27:65-66 {SR 228.1}

犹太人充分利用了�个机会，在耶ɗ的坟墓四周Ə兵看守。他�在那堵住墓門的巨石上加盖了封
印，如果有人移�就可知道，又采取了一切措施，以便防止門徒�耶ɗ的Ā体造ƻ惑Ú。其�他�
一切的O划和À防措施，适足以使耶ɗ复活的×利更加完全，并且更加充分地确定它的真�性。 {SR

229.1}

第三十章基督复活

門徒在安息日安息了，正�他�主的逝世而B悲。��荣耀之君耶ɗªė卧在坟墓里。入夜，e
多兵士都在Ə守救主安息之地，同�也有看不�的天使ɮ翔于�神圣的"所。黑夜慢慢�去了，在
破ż之前，守候的天使知道上帝的�子，他�所敬�的元ì，得Ĥ放的�候快到了。正当他�以极
�9的情Ģ、等待他×利的�辰到来�，有一位大能的天使迅速从天上K来。他的面貌如同ĝ�，
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光ƾ使当"的黑暗消散，并使那些曾�×利地声称占有耶ɗĀ体的 使者，因
他的光ƾ和荣耀而逃ɝ了。有一位曾�目睹基督受辱，并且看守他安息之所的天使，迎着那从天上
来的天使，一同下到坟墓那里。他�ď近的�候，忽然地大震�，	生了一次大地震。 {SR 230.1}

ċz的Ð兵§恐万状。他�拘留耶ɗĀ体的能力��在哪里？他�没有考Ĺ到自己的本分，也没
有想到門徒把他偷去的事。当�天使光耀四射，�比太阳更明亮，ċz的Ð兵便仆倒在地，象死人
一�。 一位天使把那大石�从墓門滚开，坐在上面。另一位天使ª&到坟墓里去，解开耶ɗ的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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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 {SR 230.2}

“祢的父召c祢”

于是那来自天上的使者，用一种震撼大地的声音喊叫�：“上帝的儿子啊，祢的父召ǝ祢！出来
吧。”死亡再也不能在他身上掌权了。耶ɗ以光荣的×利者身分，从死里复活了。全体天p以öǮ的
敬畏|看�一幕景象。耶ɗ从坟墓里出来�，那些光明的天使都俯伏在地，向他敬拜，并用×利Ǡ
旋的ă歌�迎他。 {SR 231.1}

撒但的Ú使者，不得不在天上使者明亮耀目的光ƾ之前逃ɝ，他�沉痛地向他�的王Z告�，他
�的掠物已�从他�手中被强力ƪ去，而且他�所非常仇恨的那一位已�从死里复活了。撒但和他
的全p曾�狂喜，因�他�在Ǫ落之人类身上所有的权^曾使生命的主被埋葬在坟墓之中，但他�
那狠毒的夸耀只是短ť的。因�当耶ɗ以堂堂×利者的身分从他的śǍ中走出来�，撒但知道再�
一段�期他就必é死，而他的国度也必落在那8得的人手中。撒但悲ʟ而Ě怒，因�他ƈ然作了一
切的努力，也未曾P×耶ɗ，他反而�人类开辟了一条生路，使凡愿意的人可以行在其中而且得蒙
拯救。 {SR 231.2}

 使者和他�的司令共同集Ê，商±如何能�]反抗上帝的政权。撒但吩咐他的臣仆去到祭司�
和�老那里，他�：“我�已�很成功地迷惑了他�， 蒙蔽了他�的眼，并使他�的心Ŧ�硬反
耶
ɗ。我�已�使他�相信他是个ġ子。在那�ċzÐ兵必要F开基督复活的可 消息。我�已唆
使祭司和�老仇恨耶ɗ并且Ë害他，在你�要使他�深信：如果大家知道耶ɗ复活了，他�就要
因E死一个无辜的人而被民Ú用石�砍死。” {SR 231.3}

Q0H兵的'告

那群天上的使者离开了坟墓，他�的光ƾ和荣耀消散之后，ċz的Ð兵便敢于抬�四面瞻望。他
�一看到那巨大的石�已�从墓門口滚开，又�耶ɗ的身体已�不在里面了，就都§异不置。他�
W忙赶到城里去，将所�到的事告«祭司和�老�。那些Ë人凶手听到�奇异的Z告当�各人都面
若死灰。他�想到自己所作的坏事，就不禁§恐万状。如果�Z告是真的，他�就要Ź亡了。他�
一�呆坐无声，面面相ʓ，不知8C作什么或�什么。�Z告一�接受，那就等于定了自己的罪。
他�走到一<去商±
策。他�推想，如果Ð兵所*来的Z告F到民Ú之�，那些置基督于死地的
人就必被当作Ë人犯E死。 {SR 232.1}

他�决定要收+那些士兵，将�事保守秘密。祭司和�老�供�他�一大笔H�：“你�要��
�：夜�我�睡�的�候，他的門徒来把他偷去了。” z太福音28:13 及至Ð兵(到如果承U自己在
ǫ位上睡�，他�将要受到何等的E分�， 犹太官��就8e要�服巡Ǭ，保�他�的安全。ċ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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Ð兵于是就�H出�了自己的荣誉，而同意照祭司和�老�所嘱咐的去行了。 {SR 232.2}

救k!划的初熟果子

耶ɗ挂在十字架上喊叫�“成了”的�候，岩石崩裂，地大震�，有些坟墓敞开了。他以P×坟墓
与死亡的×利者身分复活，当�全地.倒西歪，天上的荣耀光照着那神圣的"所，e多死了的¶人
听从他呼ǝ，也活了�来作他复活的��人。那些特蒙恩眷而复活的圣徒，也得到了荣耀。他�乃
是从�世以来，一直到基督�期各世代特蒙恩:的圣徒。如此正当犹太首3�w法Ĳȭ基督复活的
事��，上帝定意要使一群人从坟墓里活�来，�明耶ɗ已�复活，并且宣ŕ他的荣耀。 {SR 233.1}

那些复活的人在身材和形o方面各有不同，有的人Ɠ容比其他的人更�高Õ。我蒙指示，地上的
居民一直是在退化，他�的能力和俊美逐ħǛ失。撒但掌有病害和死亡的权^，罪 咒Ȯ的影响一
代比一代更�明¥，而撒但权^更�昭彰。那些生存在挪Î和Î伯拉罕�代的人，在形o、俊美、
和体力方面均与天使相似。但以后各代却越来越ë弱，而更容易患病，他�的寿命也Ơ短了。撒但
一直在学f如何使人类苦Ě衰弱。 {SR 233.2}

那些在耶ɗ复活之后从坟墓里出来的人，向e多人¥了， 告«他�那�人类所献上的Ǿ牲已�
完成了，那位被犹太人Ƈ死的耶ɗ，已�从死里复活了；�要��他�所b的�起�，他��：“我
�与他一同复活了。”他�作���，他�从坟墓中被召ǝ出来，乃是由于他的大能。虽然有虚ƕ的
Z告F开了，但撒但和他的使者、以及祭司�，都不能抹煞基督复活的事�；因��一群从坟墓中
出来的圣洁的人，将那奇妙，喜�的新�F开了；同�耶ɗ也4自向他ĨB，悲哀的門徒¥，消
除了他�的恐惧，并使他��喜快�。 {SR 233.3}

在坟墓前的V女

七日的第一日清晨，在破ż之前，圣洁的ĵ女*着膏耶ɗ身体的香料，来到坟墓那里。他�	
門前的大石�已�滚开，而耶ɗ的身体却不在里面。她�心情沮Ǜ，惟恐他�的Ň人已将主的身体
挪走。忽然他�看�两位身穿白衣容貌光耀的天使。�两位从天而来的圣者很明了ĵ人�的来意，
便立即告«他�，耶ɗ不在那里；他已�复活了，但他�可以来看他所ė卧�的地方。天使嘱咐他
�去告«他的門徒，他将要在他�以先到加利利去。ĵ女�§慌而欣喜地赶到那些正E于悲B之中
的門徒那里，将他�所看到所听�的事告«他�。 {SR 234.1}

門徒不相信基督已�复活了，但他�却同那几个*信来的ĵ女，急忙跑到坟墓那里去。他�	
耶ɗ已�不在那里了；他�看到他的�麻布， 但-不能相信他已从死里复活的好消息。他�回到家
里，不住地�自己所看到的事，以及那由ĵ女�所*来的Z告而深感§奇。 {SR 234.2}

但z利Î�留恋在坟墓旁<，反复思想她所看到的事，又因惟恐自己或e看�ĉ解了，而心v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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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她感��有新的考�在等待着她。她的悲凄之感重新	作，因此潸然泪下，沉痛哭泣，蹲下去
再向墓里探望一下，看到两位身穿白衣的天使。一位坐在耶ɗ曾�枕�的地方，另一个ª坐在他放
脚的地方。他�柔和地
她b�，并(她�什么哭。他回答�：“因�有人把我主挪去了，我不知道
放在哪里。” ¨翰福音20:13 {SR 235.1}

“不要摸我”

当z利Î7身离开那坟墓�，她看�耶ɗ站在旁<，但没有U出他来。他温和地
z利Îb�，
(她�什么ĨB，又(她找$。z利Î以�是看园的，便求他�，若是他曾将她的主挪走了，%告
«她已将他放在哪里，好�她去3取他。于是耶ɗ便用他自己美妙的声音
她�：“z利Î！”她很熟
悉那可�的声音，便W忙回答�：“夫子！”她在§喜之余，亟想n抱耶ɗ，但耶ɗ�：“不要摸我，
因我�没有升上去�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他��，我要升上去�我的父，也是你�的
父；�我的上帝，也是你�的上帝。” ¨翰福音20:17 于是她就很�喜地W忙去将�好信息*�門
徒。耶ɗ很快就升到他父那里去，要从父口中听到他悦ř�次Ǿ牲的�，同�也要3受天上地下一
切的权柄。 {SR 235.2}

Ú天使象云彩一��Ƨ着上帝的儿子，并嘱咐那永久的門k要升起来，�荣耀的主可以&去。我
看到当耶ɗ同那光明的天p一同侍立在上帝面前，并�上帝的荣耀所包¦�，他并没有忘5他在地
上的門徒，却从他的父3受了权柄，�他可以回到地上来，将�权柄ǩ�他�。他当日又回到地上
来，向他的門徒¥了。那�他�他�摸他，因�他已�升到他父那里，并已得到能力了。 {SR 236.1}

>疑的多0

�一次多z并没有出席参加。他不肯虚心听信其他門徒的Z告，反倒�决自信地断言，除非他4
用指�探入耶ɗ手上的Ƈ痕，又用手探入他肋旁的ŪB，他-不相信。他在�件事上，表示不信任
他的弟兄。如果大家都要求�同�的凭据，在就不会有人接受耶ɗ并相信他的复活了。但上帝的
旨意乃是要那些不能4眼看�，也不能4耳听�复活之救主的人接受門徒的Z告。 {SR 236.2}

上帝不喜悦多z的不信。在耶ɗ再度与門徒相会�，多z也与他�同在；他既看�耶ɗ，就相信
了。但他曾���，他除了4眼看到基督之外，�要4手摸到他，才能相信。如今耶ɗ，�他得到
他所希望的凭据。多z喊叫�“我的主，我的上帝！”但耶ɗ因他的不信õy他�：“你因看�了我才
信； 那没有看�就信的，有福了。” ¨翰福音20:28-29 {SR 236.3}

E害基督者的狼l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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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F遍各城各š�，犹太人反而�自己的性命担Ĩ，并将自己仇恨門徒的心守�秘密了。他
�唯一的希望乃是将那虚ƕ的Z告F开。凡存心以�Z告�真的人：就相信了。彼拉多一听�耶ɗ
已�复活，他就	抖了。他
所F的��无法°疑，所以从那�起，他就永=没有平安了。他曾�
求属世的荣誉，并因恐怕Ǜ失他的权威和生命，而把耶ɗ交出受死。他��确信自己所ï的血ǡ，
不¹是Ë害了一个无辜的人，而是Ë害了上帝的儿子。彼拉多N其一生都是痛苦不幸的，�望和苦
Ě²Ź了一切有希望的快�感。他不肯受安慰，6果遭受到最悲惨的死。 {SR 237.1}

与門徒同在四十天

耶ɗ与門徒同E四十天之久，他向他�更充分地展示了上帝国度的�在，致使他�心中充M了喜
�与安慰。他委任他�
他�所�所�有关他受苦，受死，和复活的事作��，�明他已��罪付
出Ǿ牲，因此凡愿意的都可以到他�里来÷得生命。他以忠Ċ的温柔o度告«他�，他�将要遭受
逼迫苦 ，但他�可以因回想�次的��，并æ念他向他�所b的�而得到安慰。他告«他�，他
已�P×撒但的#探，并在考�和苦 中�得了×利。 今后撒但在他身上再没有一点t法，但要将
他#探的矛�直接
着他�，以及一切相信他名的人。但是他�尽可能得×。象他得了×一�。耶
ɗǩ�門徒行神迹的能力，并且告«他�，他�虽然要受 人逼迫，他却要�常差遣天使来拯救他
�；他�的生命决不会被人Ë害，直到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然后他�可能要用自己的血来印�
他�所作的��。 {SR 237.2}

凡,心跟从他的人都�喜听聆他的教Ï，,切地吸收那从他圣洁唇舌所�出来的每一句�。��
他�确知他真是世界的救主了。他的�一直深入他�的心中，他�便感到ĨB，因�他�不久就必
与�位从天上来的教D分离，而不再从他口中聆听安慰和恩惠的�了。但是耶ɗ告«他��：他去
原是�他�Ày住E，�要再来接他�到他那里去使他�得以永=与他同在，他�心中便因充M�
与分外喜�而再度感到温暖。他也8e要差遣保惠D，就是圣灵，来引3他�明白一切真理。于是
他“就Å手�他�祝福。” 路加福音24:50 {SR 238.1}

第三十一章基督升天

全天庭正等待着那×利的�辰，就是耶ɗ升到他父那里去的�候。Ú天使下来迎接荣耀的王，×
利地�送他到天上去。在耶ɗ�他門徒祝福之后，他就与他�离别，被接上升。他3先上升的�
候，那在他复活�也从坟墓里复活的一群‘俘ʊ’也随着他升上去。有一大群天p随侍着，同�在天上
ª有无数的天使等待着他的Ŏď。 {SR 239.1}

他�在升到那圣城�，那些�送耶ɗ的天使就喊叫�：“Ú城門哪，你�要抬起�来；永久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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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你�要被Å起；那荣耀的王将要&来。”城内的天使�Ħ地喊叫�：“荣耀的王是$呢？”�送的
天使×利地回答�：“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d，在P"上有能的耶和d！Ú城門哪，你�要抬起�
来；永久的門k，你�要把�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来。”等候的天使再度	(�：“荣耀的王是$
呢？”�送的天使用美妙的歌声回答�：“万p之耶和d，他是荣耀的王。” ă篇24:7-10 于是那神圣
的行列便&入上帝的圣城。 {SR 239.2}

��天上的全p都¦Ƨ着他�庄öŲ大的元ì，以深切的崇拜俯伏在他面前，并将他�那光ƾŶ
Ī的冠冕抛在他脚前。 于是他�ķ奏金琴，在甜美的旋律中使天庭充M了音�与歌唱，献�那曾被
Ë而又在威ö荣耀中复活的羔羊。 {SR 239.3}

复活的�,

当門徒ĨB地向上天瞻望，�要�得他�升天之主的最后一瞥�，有两位身穿白衣的天使出，
站在他�旁<，
他��：“加利利人哪，你��什么站着望天呢？�离开你�被接升天的耶ɗ，你
��他怎�往天上去，也�要怎�来。” 使徒行F1:11 当日夜晚，Ú門徒和那与他�一同看着上帝
儿子升天的耶ɗ的母4，就用了一夜的工夫¼V他所行的e多奇事，以及在�短�期内所	生的e
多奇特而荣耀的事件。 {SR 240.1}

撒但的忿怒

撒但再和他的使者会商，他本着
上帝政权的M°仇恨，告«他�只要他�在地上掌权，他�

跟从耶ɗ之人的攻^必é加强十倍。他�在基督身上没有�毫&展，但如属可能，就必é打倒凡跟
从他的人。他�必é在各世代w法迷惑那些想要相信耶ɗ的人。他告«他的使者，耶ɗ已�授权�
他的門徒，可以斥õ他�并将他�赶走，又能医治他�所残害的病人。于是撒但的使者便象吼叫的
þ子一般出去，要w法消Ź凡跟从耶ɗ的人。 {SR 240.2}

第三十二章五旬�

（本章根据 使徒行F第二章） {SR 241.1}

耶ɗ在Ķ	門徒的悟性，使他�明白那些V到他自己的À言�，他向他�保�天上地下的一切权
柄都已�ǩ�他了，又吩咐他�去将�福音F�万民。��門徒指望耶ɗ在耶路撒冷登上大Ð宝座
的希望又死灰复燃了，便(道：“主啊，祢复兴以色列国，就在���？” 使徒行F1:6 救主�要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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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
�个2目感到并不确定，便答复他��：“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候日期，不是你
�可以知道的。” 使徒行F1:7 {SR 241.2}

門徒��开始希望圣灵奇妙的沛降，必能影响犹太人接受耶ɗ。救主不愿多作解Ĥ，因�他知道
在圣灵充充足足的沛降�，他�的思想就必得到光照，他�便要充分明了自己当前的工作，并且要
在他所停止工作的地方将它�]作下去。 {SR 241.3}

門徒在那楼房里聚集，和信主的ĵ女，以及耶ɗ的母4z利Î，并他的兄弟�，同心合意地祈
祷。耶ɗ的�些弟兄�原是不相信的， ��却因看到主的Ƈ十字架、复活、与升天、而致信心完全
�定了。当�聚集的人数¨有一百二十。 {SR 241.4}

圣灵下降

“五旬Q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E。忽然从天上有响声，好象一Ĭ大)吹�，充M了他�所坐的屋
子。又有舌�如火焰¥出来，分开落在他�各人�上。他�都被圣灵充M，按着圣灵所ǩ的口
才，�起别国的�来。”圣灵以尖�分叉的火焰形状，降在那些聚集的人身上，作�恩ǩ的�5，使
他�能很流利地b�他�先前所不熟悉的方言。火的形状象征着他�将来从事工作的,忱，以及他
�的�h所*有的能力。 {SR 242.1}

基督�去向他�所b解的�文在此种属天的光照之下，便以清晰有力之真理的É明色彩和美g在
他�心中出了。那�去使他�看不明;已作ī的制度之目的的帕子，��已�揭除，因此基督使
命的宗旨和他国度的性S，便得以充分明了了。 {SR 242.2}

五旬#的能力

犹太人�去曾分散到几乎每一个国家，并b�各种的方言。他���，已�跋涉�途来到耶路撒
冷，ť住在那里， 留待参赴当�正在&行的宗教Q期，并遵守各¤礼Q。他�在聚集�所b的是各
地流行的方言。�种言h上的ó乱象，
于上的仆人�将基督的教ÏF到地极的工作，乃是很大
的障碍。上帝��用神奇的方式，Ó足使徒��方面的缺欠，乃是向Ú人所提出的完美凭据，��
�些基督的��人所作的��。圣�已��他�成就了一番工作。是他�自己一à子也无法作到
的；他���足能将福音的真理F到外邦，正确地b�他�所�之工作之人的方言。�种神奇的恩
ǩ乃是他�所能向世人提出最有力的凭据，�明他�的使命乃是上天所印�的。 {SR 242.3}

“那�，有虔Ċ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声音一响，Ú人都来聚集，各要听�
門徒用Ú人的ľ¼��，就甚řú。都§ȗ希奇�：看哪，���的不都是加利利人么？我�各
人，怎么听�他��我�生来所用的ľ¼呢？” {SR 243.1}

祭司和官��
�F遍耶路撒冷和附近地*的奇妙表非常Ě怒，但他�却不敢表示他�的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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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惟恐引起百姓的公ŋ。他�已�把那位“夫子”治死了，但��却有他的仆人�原是没有学�的加
利利人在b�À言如何奇妙地�，并用当�流行的各种方言Fb耶ɗ的教Ï。 他�有力地bV救
主的奇妙作�，并向听Ú解�上帝儿子本着Ǿ牲和怜ɑ精神所施行的救ɂO划。他�的�使成千的
听Ú�悟悔改了。祭司��去所灌Ė的ĀF和迷信，��已从他�的心中一Ǝ而空，他�便接受了
上帝圣言中Æ正的教Ï。 {SR 243.2}

彼得的6道

彼得向他��明�次表正是直接8�先知¨翰的À言；当年他曾À言�，将来必有�种能力降
在上帝所Ɂ:的人身上，要准y他�从事一番特殊的工作。 {SR 244.1}

彼得追溯基督的世系，一直推到大Ð尊ʐ的家系。他没有引用耶ɗ的教Ï来��他的V据，因�
他知道Ú人的成�很深，�种方法不会有多少作用。但却向他�提出犹太人所U�是全民族尊敬的
先祖大Ð。 {SR 244.2}

彼得�：“大Ð指着他�：我看�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叫我不至于Ì�；所以我心里�
喜，我的灵快�；并且我的肉峰要安居在指望中；因祢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也不叫祢的圣者
�朽坏。”彼得在此�明大Ð��不可能是指着他自己b的，却是明明指着耶ɗ基督。大Ð曾象其他
人一�死了；他的坟墓、W同葬在棒中的Ā骸，一直被人极其小心地保存到当�。大Ð身�以色列
的王，又作先知，曾受上帝特别地器重。他在À言的异象中�到基督将来的生活和工作。 他看到他
的被弃�，他的受ƫ，被Ƈ，埋葬，复活，与升天。 {SR 244.3}

大Ð作���基督的灵魂必不至被撇在阴�（即坟墓），他的身体也不�朽坏。彼得�明�段À
言8�在拿撒勒的耶ɗ身上。上帝在他身体未�朽坏之前，�º上已�使他从坟墓中活�来。他
在已是在ƹ天的天上被高Å的一位了。 {SR 245.1}

大多数的人在此以前，都ʉ笑将耶ɗ��平凡的人�成是上帝儿子的想法，但在那次�得æ念的
"合中，他�却完全感悟到�是真�的，并承U他�他�的救主了。当天竟有三千人加入教会。使
徒凭圣灵的能力b�；所以没有人能反ȹ他�的�，因��些��以大能的奇事�佐�，是他�借
上帝圣灵的沛降而施行的。W門徒自己也因�次�恩的6果，和那在短期�所收�丰富的灵命庄稼
而§奇。Ú人都§异不置。那些不肯放弃自己的偏�与固Ē的人，也不禁有所畏惧，以致不敢借言
h或暴行阻止�大能的工作，因此他�反
的行�也ť止息了。 {SR 245.2}

>凭使徒所提出的V据，ƈ然是清楚确�，仍不足以消除犹太人那曾�抗拒�e多明�的偏�。
但圣灵却以上帝的大能使�些V据深深打�他�的内心。�些�正象全能者的利箭，使他��悟到
自己拒�并Ƈ死荣耀之主的大罪。“Ú人听���，�得扎心，就
彼得和其余的使徒�：弟兄�，
我�当怎�行？ 彼得�：你�各人要悔改，奉耶ɗ基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就必3受所ǩ
的圣灵。” {SR 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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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向那般已受感悟的群Ú力İ，要他�相信自己�去之所以拒�基督，乃因曾受祭司和官��
的迷惑；所以如果他����仰Ÿ他�的指教，并指望那些3袖先承U基督，然后自己才敢承U，
那么他�就永=不会接受基督了。那些有权力的人虽然自称圣洁，却是野心勃勃，,中于追求ß利
和属世的荣誉的。他�决不愿来4就基督3受真光。耶ɗ已�À言到那班人因自己的Ț强不信而将
要遭受的可怕Z8；因�他�虽然得到最有力的凭据�明耶ɗ�上帝的儿子，他��是不信。 {SR

246.1}

从�个�候起，門徒不Vb�本国eh或外国方言，他�的言h和口�-是Æ正，�明，而准确
的。�些从来没有在先知学校中学f�的小民，竟能宣b十分高尚Æ正的真理，甚至使听�的人不
×§异。他�虽然不能4身走到地极去；但当�有人从世界各地前来参赴Q期，因此他�所3受的
真理也被*到各人的家ľ去，并在他�的同胞中�F开，引3多人Ą向基督。 {SR 246.2}

��代信徒的教G

�段有关基督教会成立的��ǩ予我�，不¹作�圣史的一段重大的事¤，而也作�一个教Ï。
凡信奉基督圣名的人，都8当儆醒，等候，同心合意地祈祷。一切的歧�争V都8化除，大家都合
而�一、彼此相�、互相¢6。 ��，我�的祈祷才能以�强,Ċ的信心，一起升到天父面前。�
�，我�才能本着忍耐和希望等候上帝8e的�。 {SR 246.3}

答复可能以出乎意料的迅速及 以抑制的能力来到，或者也可能要忱延e多�日，使我�的信心
�受考�。然而上帝-知道用什么方式，并在什么�候允准我�的祈祷。我��一方面的工作，乃
是要使自己与神圣的通路保持�ĥ。上帝必要�他一方面的工作ïõ。因�那8e我�的是信�
的。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大家要同心合意，除去一切的嫉妒仇恨，虚心祈祷儆醒等候，我�的代
表和元首耶ɗ，已�准y妥当，要照他在五旬Q�那些儆醒祈祷之門徒所行的�我�而行。 {SR 247.1}

第三十三章医治瘸腿的

（本章根据 使徒行F3:4:） {SR 248.1}

圣灵沛降不久之后，彼得¨翰��一次,切的祈祷，随即到圣殿里去礼拜，看到一个可怜而Ō困
的瘸子，他已�四十[了，一直�着痛苦多病的生活。�个不幸的人�久希望去就耶ɗ得蒙医治，
但他几乎一筹莫展，当�离那大医D的工作地点很=。最后他那ȶ切的%求感�了几个慈心的人，
将他抬到圣殿門口。但是到i那里之后，他	他一切希望所寄的大医D，已�被残酷地害死了。
{SR 248.2}

他的失望引起了那些知道他如何�久希望得蒙耶ɗ医治之人的怜ɑ，于是他�就天天将他*到圣



6/19/14, 5:03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98 of 171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area=publication&id_pub=854…rt_paragraph=1003642728&finish_paragraph=1003644762&references=1

殿来，�&出的人可以受到感�，�他一点H来解决他当前的需要。当彼得¨翰��的�候，他便
向他�求帮助。門徒
他�了慈心，“彼得¨翰定睛看他，彼得�：你看我�。”“金î我都没有；只
把我所有的�你，我奉拿撒勒人耶ɗ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SR 248.3}

彼得声明他没有H的�候，那Ō人的�上就表示失望， 但及至門徒再b下去，便ȴ	出希望和信
心来。“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
同他�&了殿，走着，跳着，Ŀ美上帝。百姓都看�他行走，Ŀ美上帝。U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
美門口求周Ĕ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M心希奇§ȗ。” {SR 248.4}

犹太人都希奇，門徒也能行奇事象耶ɗ所行的一�。他�-以�耶ɗ已�死了，也希望�一切神
奇的事会随着他而消Ź。然而�里却有一个瘸腿已四十年的病人，竟能因行�自如而�喜，又没有
痛苦，并因相信耶ɗ而快�。 {SR 249.1}

使徒看到Ú人的§奇，便(他��什么因他�所看到的神迹而希奇，并
他�存敬畏的心，以�
他�行�事是出于他�自己的能力。彼得告«他�，�件事是靠拿撒勒人耶ɗ的功Ĝ而成功的；他
�曾�弃�他，将他Ƈ在十字架上，但上帝却已�使他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我�因信他的名，
他的名便叫你�所看�所U�的�人，健壮了；正是他所ǩ的信心，叫�人在你�Ú人面前全然好
了。弟兄�，我ż得你�作�事，是出于不知，你�的官�也是如此。但上帝曾借Ú先知的口，À
言基督将要受害，就��8�了。” {SR 249.2}

在施行�次神迹之后，Ú人却n到圣殿里去，彼得便在圣殿的一E向他�b�， ¨翰ª在另一E
向他�b�。使徒虽然率直地提到犹太人在拒�并Ë害生命之君的事上所犯的大罪，但他�却小心
不将犹太人逼到自暴自弃或�望之地。彼得宁愿断定他�行�事是出于无知，借此尽量减T他�罪
行的 劣形^。他向他�宣称，圣灵正在召ǝ他�悔改己罪而重新Ą正；因�他�若不依靠那位他
�所Ƈ十字架之基督的慈怜，他�就别无指望；他�惟有因信基督，他�的罪才能因他的宝血而得
以涂抹。 {SR 249.3}

使徒被逮受`

如此的宣b基督复活，又�基督将要借着他的受死与复活而使一切死人都从坟墓里活�来，致使
撒都C人大�激怒。他�U�他�所最重@的教条已受到威ȑ，他�的声望也ɰ于危»了。有些在
圣殿ïõ的官?和守殿官是撒都C人。于是守殿官在几位撒都C人的ŀ助之下，就逮捕�两位使
徒，将他�下在ś里，因�当天�候已�太晚，不便于&行ƫ(。 {SR 250.1}

次日Î拿与CÎ法，和圣殿其他¥Õ�聚集要ƫ(那两个囚犯，便将他�F来。彼得�去在�同
一ƫ判Ĵ里，当着�同一班人，曾�可耻地否U�他的主。当�位門徒出来自己受ƫ�，�一切都
生�地涌于他的心�了。��他有一次好机会，来挽回他以前卑鄙的怯懦行�。 {SR 250.2}

当�出席的一班人，想起彼得在他夫子受ƫ�所充当的角色，便妄想他可能因ś禁和死亡的威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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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感到畏怯， 殊不知�个在基督最需要安慰之�却否U他的彼得，当日乃是一个情感冲�、自信心
强的門徒，=非如今立在犹太公会前受ƫ的彼得了。他已�悔改；他不再仗Ÿ自己，也不再Ɲ傲自
夸了。他被圣灵充M，并因圣灵的能力而�如磐石，在表ŕ基督的事上敢作敢�，但却Ȃ恭有礼。
他在准y要借尊崇他所一度否U的圣名，洗雪他从前背信的ƶ点。 {SR 250.3}

彼得大胆g9

祭司�一直到在都避ɩ提及耶ɗ被Ƈ和复活的事；但���要i到自己的目的，却不得不(那
两个被告，他�究竟是靠什么力量使那残ī的人得到奇妙的医治，彼得被圣灵充M，恭敬地
祭司
和�老��：“你�Ú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面前的�人得痊愈，是因你�所Ƈ十
字架、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ɗ基督的名。他是你�匠人所弃的石�，已成了房角的
��石�。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在天下人�，没有ǩ下别的名，我�可以靠着得救。” {SR

251.1}

彼得的�有基督的印�，他的�上有圣灵的光照。�è在他身<站着的，有那曾�神奇地得蒙痊
愈的人，作令人信服的��者。�个人不久之前�是一个ë弱无能的瘸子，但��身体却恢复了健
康，
拿撒勒人耶ɗ也有了U�；他既在"， 就�彼得的�作了有力的佐�。祭司、官�、和Ú人
都ȋ口无言。官��无力反ȹ他的�。他�无可奈何地聆听了他�所最不愿意听到的�，那就是耶
ɗ基督复活的事�，以及他在天上仍有能力借他在地上的使徒施行神迹。 {SR 251.2}

彼得声明他力量来源的�番ǽ�的�，竟使他�都Ǽ住了。他已�提到那被匠人所弃的石�，已
成了房角的��石�；匠人是指那�的教会当局，他�原8看出他�所拒�之基督的可Õ。彼得将
��直接用在基督身上，因�他就是教会的房角石。 {SR 252.1}

Ú人
門徒的勇敢非常§异。他�原以�他�既是无知的ǌ夫，一旦站在祭司、文士、和�老面
前，就必9皇失措，无法8付。但如今却U明他�是跟�耶ɗ的。使徒�b�正象耶ɗ�去b�一
�，�里*着能力，使他�的Ň人无言可答。祭司和官��要掩č自己的困窘状o起�，就吩咐人
将那两个使徒*出去，�他�可以彼此商Ê。 {SR 252.2}

他�都一致U�若想否定�人是靠那位被Ƈ之耶ɗ所ǩ�使徒的能力而痊愈的，必是徒然。他�
�愿用ƕ言把�神迹掩盖起来；但�件事乃是在光天化日Ú目睽睽之下行出来的，而且已�千百民
Ú所知悉。他��得工作必é立刻制止，否ª耶ɗ必要得到e多信徒，他�自己必因而受到羞辱，
而且那Ë害上帝儿子的罪名也必加在他�的�上。 {SR 252.3}

他�虽然有意要消Ź�些門徒，但他�又不敢下手，只得以最ö厉的刑Ʊ恫吓他�，不e他�再
奉耶ɗ的名施教或行事。彼得和¨翰随即勇敢地声明，他�的工作乃是上帝交付他�的，因此他�
不能不Fb他�所看�，所听�的事。祭司�恨不得能因�些高尚的人�定不移地忠于自己神圣的
â守而Ȑt他�，但他�又惧怕群Ú，“�是因Ú人�所行的奇事，都Ą荣耀于上帝。”于是，��多
次的恫吓和禁斥之后，那两个使徒就被Ĥ放了。 {SR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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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在逼迫之下效忠上帝

（本章根据 使徒行F5:12-42） {SR 254.1}

使徒以大能�]他�慈怜的工作，医治病人并宣ŕ被Ƈ十字架而又复活的救主。e多人不断受洗
加入教会，但凡不与信基督的人完全同心合意的，就不敢加入。成群的人蜂n到耶路撒冷去，将他
�的病人和ƶ鬼附着的人*来。e多病人就被放在街旁，等待彼得¨翰��，以便�使徒的影子可
以落在他�身上而得着医治。复活之救主的能力�在已�降在使徒身上了，他�就施行神迹奇事，
使信徒的人数天天增加。 {SR 254.2}

�些事使祭司和官��，特别是撒都C人大大困Ě。他�看出，如果任由使徒Fb复活的救主，
并奉他的名施行神迹，他�那主9死人不能复活的道理就要被Ú人所弃�，而他�的教派不久也必
消Ź了。法利´人ª看出使徒F道的�^适足以破坏犹太教的礼Q，而使一切祭礼都Ą于无效了。
他��去#0š²�些F道人的努力，全属徒然，但��他�却决心要平息�种Ɛ�。 {SR 254.3}

天使的@救

于是使徒又被逮捕，下在ś里，犹太公会便招集会Ê来ƫ(他�的案件。除了公会正式Ê?之
外，他��召集了e多有学�的人，共同商Ê如何E置�些Ń乱治安的人。“但主的使者夜�开了ś
門，3他�出来，�：你�去站在殿里，把�生命的道，都b�百姓听。使徒听了��，天将亮的
�候，就&殿去教Ï人。” {SR 255.1}

当使徒�出在信Ú当中，申述天使如何*3他�直接走�守ś的士兵�伍，并吩咐他��]&
行那曾受祭司和官�所Ȍ阻的工作�，弟兄�就不×§喜。 {SR 255.2}

祭司和官��在会Ê中，决定要把造反的罪名加在使徒�上，并控告他�ǒ害了Î拿尼Î和撒非
喇 使徒行F5:1-11，又阴ǒ要ʈƪ祭司的权柄并且Ë害他�。他�深信可以借此煽�群Ú，使他�

待使徒也象�去
待耶ɗ一�。祭司�熟知e多没有接受基督道理的人，
于犹太当局1权的�
治Ǣ感á倦，渴望有一番决定性的改革。祭司�惟恐�些人一旦
使徒所相信的感到兴趣而且接受
了，承U耶ɗ�弥´Î，全体民Ú的ŋ恨就必7向他�，以至他�N于要�Ë害基督的罪ïõ。故
此他�决定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防止�事。 他�N于下令将所以�是囚犯的人提到他�面前来。他�
大�§异地听到差役所*回来的Z告：ś牢的門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仍站在門外，但那两个
囚犯却不知到哪里去了。 {SR 255.3}

�不久又有Z告�：“你�收在ś里的人，在站在殿里教Ï百姓。”使徒�虽然以神奇的方式被
拯救出ś，但他�并不是没有受到拷(和õ打。当基督�与他�同在�，曾�：“你�要Ǚ慎，因�
人要把你�交�公会。”上帝既差遣天使搭救他�，就此向他�表i他的眷ä，并保�他的同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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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本分，乃是要�他�所Fŕ的耶ɗ受苦。民Ú已�因所�所�而大受感�，所以祭司和官
��知道，若想煽�他�去反
使徒乃是不可能的。 {SR 256.1}

第二次受`

“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怕百姓用石�打他�。*到了，便叫使徒站
在公会前，大祭司(他��：我�不是öö的禁止你�，不可奉�名教Ï人么？你�倒把你�的道
理充M了耶路撒冷，想要叫�人的血Ą到我�身上。”他���不象从前同卑Ŝ的暴徒喊叫：“他的血
Ą到我�和我�的子ƃ身上”的�候那�，�意承担Ë害耶ɗ的罪õ了。 {SR 256.2}

彼得和其他几位使徒提出先前受ƫ�所遵循的同一V据&行ǽ�： “彼得和Ú使徒回答�：¯从
上帝，不¯从人，是8当的。”那救他�脱离śǍ又吩咐他�到殿里去教Ï人的，乃是上帝所差来的
天使。所以他�遵从他的指示�，就是服从上帝的命令，�也是他�不O付出任何代价所必é�]
从事的。彼得又�：“你�挂在木�上Ë害的耶ɗ，我�祖宗的上帝已�叫他复活。上帝且用右手将
他高Å，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ǩ�以色列人。我���事作��；上帝
ǩ�¯从之人的圣灵，也��事作��。” {SR 256.3}

使徒�受了圣灵的感�，以至被告!成原告；控«那µ成公会的祭司和官��犯了Ë害基督的
罪。犹太人Ě羞成怒，甚至决定不再ƫ(，也不征求ċz当局的同意，而擅自主9用私刑将�些囚
犯治死。他�已�犯了Ë害基督的罪，在�极想要双手染上他使徒的血。然而当�却有一个有学
(，有地位的人，他那清醒的�q已看出�种强暴的措施，将要¡致可怕的后果。上帝从他�自己
的Ê会中，兴起了一个人来阻止祭司和官��的狂妄手段。 {SR 257.1}

大有声望而学(渊博的教法D和法利´人迦Ę列，原是一个t事极�慎重的人；他在�囚犯��
之前，先要求把他�*出去。于是他极其从容而Į重地�：“以色列人哪，V到�些人，你�8当小
心怎�t理。从前ð大起来，自夸�大：附从他的人¨有四百； 他被Ë后，附从他的全都散了，Ą
于无有。此后Z名上册的�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Ɗ些百姓跟从他，他也Ź亡；附从他的
人也都四散了。在我Ƿ你�不要管�些人，任凭他�吧；他�所ǒ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
要Ò坏；若是出于上帝，你�就不能Ò坏他�；恐怕你�倒是攻c上帝了。” {SR 257.2}

祭司�不能不看出他的意�是合理的；所以也只得Ŀ同他，而很不情愿地Ĥ放了那几个囚犯，在
Ĥ放之前，先用棍打了他�，又一再吩咐他�不可再奉耶ɗ的名F道，他�若胆敢Fb，就必é付
上性命的代价。“他�离开公会，心里�喜；因被算是配��名受辱。他�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
不住的教Ï人，F耶ɗ是基督。” {SR 258.1}

那些逼害使徒的人，既看到自己没有t法打倒�些基督的��人，�在有�得愁v的�由了；門
徒�具有信心和勇气，可以�那在他�以先忍受耻辱痛苦的夫子的�故而将自己的耻辱!�光荣，
痛苦!�喜�。如此，�些勇敢的門徒�]公开b道，并8邀在私人家里，暗中教Ï那些因害怕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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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而不敢公然承U自己信仰的人。 {SR 258.2}

第三十五章教会的��

（本章根据 使徒行F6:1-7） {SR 259.1}

“那�，門徒增多，有�希利尼�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	怨言，因�在天天的供�上，忽略了他
�的寡ĵ。”��希利尼�的犹太人乃是其他通用希利尼�的国家的居民。¥然信基督之人中大多数
是b希伯来�的犹太人，但是�些人曾�住在ċz帝国，只b希利尼�；他�中�有人	怨言�，
b希利尼�的寡ĵ没有受到希伯来的Ō人所受的慷慨待遇。任何象�一类的偏心都是使上帝ĨB
的；故此他�采取了及�的措施，恢复了信徒之�的和平与和ǐ。 {SR 259.2}

圣灵提供了一个方法�使徒�可以ē脱分配供�Ō人和类似的工作，以便1心Fb基督。“十二使
徒叫Ú門徒来
他��，我�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_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当从你�
中�: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M，智慧充足的人，我�就派他�管理�事，但我�要1心以祈
祷F道�事。” {SR 259.3}

于是教会就遵照建Ê:了七个M有信心和圣灵所ǩ之智慧的人去E理圣工事�方面的(2。司提
反是第一个当:的；以他的出生及信仰�，他是犹太人，但他会b希利尼�，并且精通希利尼人的
)俗fÈ。所以他被U�是最适于3¡并ś管分配款¤�寡ĵ、孤儿和其他8得帮助之Ō人的工
作。�次的:Å符合了Ú人的愿望，于是先前所	生的不M和怨言就平息了。 {SR 260.1}

�七个当:人是借祈祷和按手礼öǮ地分别出来担ï他�的â分的。那些如此被按立的人并没有
因此Ǜ失F道的x格，《圣�》反而5'�：“司提反M得恩惠能力，在民�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他
�M有将真理教¡人的x格，他�也是具有Į健的判断力和智慧的人，足以8付会内的争ɘ，埋怨
或嫉妒。 {SR 260.2}

�种Ɂ:人ïõt理教会的事�，�使徒可以自由从事他�Fb真理的特别工作的t法，蒙上帝
大大ǩ福，教会在人数和力量方面�]&步。“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門徒数目加增的甚
多，也有e多祭司信从了�道。” {SR 260.3}

今日的教会象在使徒�代一�，需要X持秩序与ã律。圣工的兴旺大有Ÿ于它的各个部門由能干
的、x格充足的人ïõ。 那些蒙Ɂ:3¡上帝圣工，并关心ǒ求教会属灵益E的人，8当尽可能ē
脱属世方面的愁Ĺ和vĚ。上帝所呼召在真道与教Ï方面服�的人8C有默想，祈祷和研�《圣
�》的��。他�如果埋�在事�方面ǟ碎的�Q及8付教会中各种不同性格的人，他�清晰的属
灵的辨�力^必!得模糊。按理一切属世的(28C交�ïõE理�些(2的人去解决。但如果�
些(2格外复ó，他�的智慧无法8付，就8与那些ś管整个教会的人共同商Ê。 {SR 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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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司提反殉道

（本章根据 使徒行F6:8-7:60-7:60） {SR 262.1}

司提反在圣工上非常活ǆ，并且勇敢地表白他的信仰。“当�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
利奈、Î�山大、基利家、Î西Î、各E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司提反ǽV，司提反是以智慧
和圣灵��，Ú人ŇƢ不住。”�些Ų大拉比�的学生，确信自己在与司提反公开的ǽV中可以�得
全×，因�他�想他是无知的。但是他不但�中*有圣灵的能力，而且广大的会Ú清楚地看出，他
也是熟ʖÀ言，并且精通律法。他有力地�他所n戴的真理ǽ�，完全cÒ了他的Ú
手。 {SR 262.2}

那些看到那表¥在司提反的工作上的奇妙能力的祭司和官��，
他充M了 毒的仇恨，他�不
但不接受他所提出的强有力的�据，反而�决要把他治死，借以止息他的声音。 {SR 262.3}

于是他�拿住了司提反，把他*到犹太公会前受ƫ。 {SR 262.4}

有学(的犹太人，从各地8召而来，要反ȹ被告的V据。 那曾因,心反
基督的教Ï并逼迫一切
相信他的人而出名的Ǝċ当�也在"。�个学�渊博的人，在反
司提反的事上起3¡作用。他使
用雄ǽ的口才和拉比的Ǻ¿，使Ú人相信司提反所F的是迷惑人及具有危»性的道理。 {SR 262.5}

但Ǝċ在司提反身上，遇到和他自己学(一�高深的
手，而且司提反充分明白了上帝F福音�
其他各国的宗旨。他ɹ信Î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并且
于犹太人的特权有清楚的U�，但
他的信仰是Ĉǀ的，因�他知道�候已�到了，真信徒不但要在人手所造的圣殿中敬拜上帝，而且
世界各地的Ú人都可以用心灵和Ċ�拜他。那蒙在司提反眼睛上的帕子已�揭掉了，所以他能一直
看到那�基督的死所ī除的制度的N极。 {SR 263.1}

祭司和官��虽然猛烈地攻c司提反，他�却抵Ƣ不住他那清明而Į健的智慧，他�决心要拿司
提反示Ú，一面要借此复仇雪恨，同�也使别人因惧怕而不敢接受他的信仰。他�以最ʁ人的方式
向他提出公«。他�ȿ+假��人�，他�听�他
圣殿和律法��ɯ慢的�。他��：“我�曾听
�他�，�拿撒勒人耶ɗ要ū坏此地，也要改!摩西所交�我�的ã条。” {SR 263.2}

当司提反面
着那些ƫ判他的人，要�ɯ慢的罪名作答�，他�上ȴ	着圣洁的荣光。 “在公会
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他的面貌好象天使的面貌。”e多看到司提反面貌的人竟	ȟ而蒙上了
�，但Ț强的不信和偏�却依然如故。 {SR 263.3}

司提反申g

大祭司(司提反那些告他的事是否真�，他便用清朗、�人，并且响ş会所的声音开始申ǽ。他
用一种使全"凝神œ听的言辞开始叙述上帝:民的�史。他表自己很熟悉犹太人的制度及其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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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而¥明的属灵意¶。他从Î伯拉罕开始，一代一代地b�他�的�史，述�以色列�代的史略，
直到所ċ門的�候，并提出最�人之点�他的工作申ǽ。 {SR 264.1}

他¥明自己是效忠上帝，并是�守犹太人信仰的，同��明他�所Ÿ以得救的律法未能保守以色
列脱离拜偶像的罪。他将耶ɗ基督与全部犹太�史相W6；他提到所ċ門建造圣殿的事，并且引用
所ċ門和以´Î的�：“其�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主�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
你�要�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么？”敬拜上帝的最崇
高的地方乃在天上。 {SR 264.2}

司提反V到�一点�，听Ú中�起了Ɛ�。�个囚犯在他前面e多人的�上看明了自己的6局。
他看到Ú人
他的�所表示的Ț抗，因�他的�是在圣灵的感召下b出来的。 他知道�是他最后一
次的��。ŷ�司提反�篇b章的人，很少能充分ı�它的价�。人必é想到当�的º遇�机和"
合，才能从他的�中看出其全部意¶。 {SR 264.3}

当司提反将基督6合到�些À言上，并�了那一句有关圣殿的��，大祭司假装§吓万状，撕裂
自己的衣服。从此司提反看出他的声音很快就要永=止息了。��他虽然只b了一半，却忽然中断
了他所b的有系�的�史，并6束了他的bV，随着7向ŋ怒的ƫ判官�：“你��硬着Ǟ¤，心与
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抗拒圣灵。你�的祖宗怎�，你�也怎�，哪一个先知，不是你�祖宗逼迫
呢？他�也把À先F�那¶者要来的人Ë了，如今你�又把那¶者�了，Ë了。你�受了天使所F
的律法，竟不遵守。” {SR 265.1}

�道殉身

祭司和官��因此大怒如狂，他�不象有理性的人，却象猛Ż一般。他�咬牙切Ƴ，冲向司提反
去。他却一点不害怕；原来�都在他À料之中。他的容貌泰然自若，ȴ	着天使般的光芒，在他，
那些狂怒的祭司和激昂的暴徒没有一点可怕的地方。“但司提反被圣灵充M，定晴望天，看�上帝的
荣耀，又看�耶ɗ站在上帝的右<，就�：“我看�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 {SR 265.2}

司提反面前的景象一�从他眼中消失了， 天門向他敞开，他看�上帝天庭的荣耀，又看�基督，
好象�从宝座上站了起来，准y支持�将要�他的名殉身的仆人。当司提反形容那向他展示的光荣
景象�，那逼迫他的群Ú再也忍不住了。他�捂着耳朵，不要听他的�，并大声喊叫，一起n上前
向他猛然扑�去。“他�正用石�打的�候，司提反呼吁主�，求主耶ɗ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
喊着�，主啊，不要将�罪Ą于他�，�了��，就睡了。” {SR 265.3}

�个忠心的殉道者，在�最残酷的死刑之下，竟象他的主一�，�Ë害他的人代祷。那些控告司
提反的��人必é最先下手用石�打他。�些人把他�的外衣放在Ǝċ脚前。Ǝċ曾`极参加反ȹ
司提反的ǽV会，而且也Ŀ成把他治死。 {SR 266.1}

司提反的殉道使看�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
教会乃是痛苦的#Ŕ，但其6果却使Ǝċ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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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了。Ǝċ
于�一位殉道者的信心与Q操，以及他所得到的荣耀，已�深刻q海，无法磨Ź。他
�上所有上帝的印5，以及他所b的�，常留在一切看�之人的5Â中，并�明他所F的是真理，
除了那些因抗拒真光而心地�硬的人以外，他所b的�深入了每一个听Ú的心灵之中。 {SR 266.2}

司提反并没有先�合法的判决；但ċz当局受了大笔金H的ȿɿ，他�就没有追究�事。在司提
反受ƫ和受死�Ǝċ似乎�Ø狂的,情所鼓�。 他似乎因�秘密感悟到，司提反被人侮辱的�候，
却正�上帝所尊荣，而
自己�种感悟感到气ŋ。 {SR 266.3}

Ǝċ�]逼迫上帝的教会，搜捕信徒，到他�家里去拿他�，并把他�交�祭司官��去ś禁治
死。他在Ē行�次逼迫�所表的,忱
于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乃是一种恐怖。ċz当局没有作出什
么特别的努力去阻止�残酷的工作，反而暗中ŀ助犹太人，�要±好他�，博得他�的�心。 {SR

267.1}

学�渊博的Ǝċ成了撒但手中背叛上帝的有力工具；但那比撒但更强大的主已�Ɂ:Ǝċ来代替
殉道的司提反，去�主的名Ĝ碌而受苦。Ǝċ因他的学(和他逼迫信徒的,忱，极得一般犹太人的
敬重，他本来不是犹太公会的会?，直到司提反死了之后，那�他当:�那个¢体的一?，以A励
他在那次事件中所有的功Ɨ。 {SR 267.2}

第三十七章"�悔改

（本章根据 使徒行F9:1-21） {SR 268.1}

Ǝċ因司提反×利的殉身而深受激�，他�去的成��Ì起来了，但祭司和官��的意�和V据
N于使他确信司提反乃是一个ɯʀ上帝的人；又信他所宣称的耶ɗ基督乃是一个ġ子，而且那些担
ï圣â之人的看法一定是正确的。Ǝċ是思想肯定，意志�强的人；他既决定祭司和文士�的看法
是正确的，他便在反基督教的活�上非常`极。他的,心ǳ使他自愿从事逼迫信徒的工作，他使e
多圣徒被拖到公会之前，并¹¹根据信仰耶ɗ的罪名而被ś禁，或E死刑。�去雅各和¨翰想要求
火从天上降下来焚Ô那些T看并藐@他�的夫子�所表的,心，在本S上和Ǝċ的,忱相同，无
非是
象不同而已。 {SR 268.2}

Ǝċ将要旅行到大z色去t一点私事，但他决心要同�去搜÷一切信仰基督的人，借此一Å两
得。�要i成�个目的起�，他从大祭司那里3到几封公函，Ày在各会堂里宣�。�些公函授权
�他去逮捕一切有信仰耶ɗ基督之嫌疑的人，并由1?解到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受ƫ受刑，于是他
以壮年的魄力和M腔出于�ĉ的,忱出	了。 {SR 268.3}

当那一�疲倦的旅客，就近大z色的�候，Ǝċ望�美g的花囿，丰ǵ的果园，和那在ÉÝ草木
中涔涔流�的清泉。在他��途跋涉于凄凉的荒野之后，当前的景色�在令人心ȳ神怡。正当Ǝċ
和他的同伴俯瞰并Ŀı�一幕=景�，忽然有太阳般的大光在他四面照耀。“他就仆倒在地，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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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他�：Ǝċ，Ǝċ，�什么逼迫我？他�：主啊，祢是$？主�：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ɗ。
你用脚踢刺是 的。” {SR 269.1}

异象中的基督

当�的情景非常混乱。Ǝċ的同伴恐怖万状，几乎因那大光而眼目失明。他�听�了那声音，但
没有看�什么人，而且�一切
他�都是奥妙莫�的。但仆倒在地的Ǝċ却明白所b的�，并是清
楚地看�上帝的儿子在他面前。�位被c打的犹太人，一看到那荣耀的主，就使他的形象永久ǜ刻
在他心灵的深E。那一句�以§人的能力打�了他的内心。他看出来，正当他想自己逼迫基督徒乃
是在,心事奉上帝�，他�º上正在作撒但的工作。 {SR 269.2}

Ǝċ看明自己把信心建立在祭司和官��的言V上的愚妄， 原来�些人所ï的圣â曾在Ǝċ身上
有很大影响，使他相信复活的故事乃是耶ɗ門徒所捏造的ƻ言。如今基督既向Ǝċ¥，司提反的
b辞就生�地涌于Ǝċ心�。祭司�所斥�ɯ慢的�，��他倒看�是真�可信的了。在那奇妙
光明的�刻中，他的思想非常活Ǔ。他追溯À言的�史，便看明犹太人拒�耶ɗ，以及耶ɗ的被
Ƈ，复活和升天，都是Ú先知所À言�的事，�明他就是所8e的弥´Î。他5起司提反的�：“我
看�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 使徒行F7:56 他便确知那位ď死的信徒真的望�了荣耀的天
国。 {SR 269.3}

�一切
那逼迫信徒的Ǝċ是何等的Ķ示啊！清楚而可怕的亮光已�照射在他的心灵之中。基督
已�向他¥出是那已�降世来完成他使命的主。他已被他来拯救的人所拒�、侮辱、定罪，并Ƈ在
十字架上，后来他又从死里复活，而升到高天之上。在那可怕的�刻中，Ǝċ回想那圣洁的司提反
的Ǿ牲，乃是在他的Ŀ同之下，而且由于他的活�，e多Ų大的圣徒都因残酷的逼迫而死了。 {SR

270.1}

ƎċP兢而§异地�：“主啊，我当作什么？主�，起来，&大z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作的一
切事告«你。” 使徒行F22:10 Ǝċ一点不°疑�向他b�的就是拿撒勒人耶ɗ，而且他确�是以色
列所久已仰望的弥´Î， 就是以色列的安慰和救ɂ主。 {SR 270.2}

及至那ŶĪ的荣光收回之后，Ǝċ从地上起来，便	自己已�完全失明。基督的荣耀原非他血
肉之躯的眼目所能忍受，所以及至荣耀消退之后，他所看到的皆是深夜的黑暗。他确信他的失明，
乃是上帝因他残酷地逼迫耶ɗ的門徒而�他的ȐƱ。他在可怕的黑暗中摸索，他的同伴恐惧而§奇
地拉着他的手把他*到大z色城里。 {SR 271.1}

被�至教会

Ǝċ的(2所得的答复乃是：“起来，&大z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作的一切事告«你。”耶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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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个求(他的犹太人到他的教会那里去从他�得知他的本分。基督作成了Ķ示和使Ǝċ�悟的工
作；��痛悔的Ǝċ已�可以向上帝所命定Fb他真理的人3教。如此耶ɗ尊重了那有µĕ的教会
的威信，使Ǝċ与他地上的代表	生�系，天上光ƾ的照耀使Ǝċ失明了，而那大医D耶ɗ没有立
即使他恢复光明。一切的恩惠都来自基督，但他��已�建立了一个教会作�他在地上的代表，所
以指示痛悔的罪人走上生命之路的工作乃是属于教会的。Ǝċ所以定意要消Ź的那一班人，��要
教¡他明白他所曾�藐@而逼迫的宗教信仰。 {SR 271.2}

Ǝċ在大z色犹大的家里禁食祈祷的三天之中，他的信心受到了ö重的考�。他已完全失明， 并
且
于主向他所有的要求一无所知，他曾受指示到大z色去，在那里得知他8C作的是什么。他在
彷徨和急 之中ȶ切呼求上帝。“当下在大z色有一个門徒，名叫Î拿尼Î。主在异象中
他�：Î
拿尼Î，他�：主，我在�里。主
他�：起来，往直街去，在犹大的家里，ō(一个大数人名叫
Ǝċ。他正祷告，又看�了一个人，名叫Î拿尼Î，&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 {SR 271.3}

Î拿尼Î几乎不能相信那天使的�，因�Ǝċ
于耶路撒冷圣徒的逼害已�F遍=近各地。Î拿
尼Î竟敢和天使ǽ解�：“主啊，我听�e多人�，�人怎�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
在�里有从祭司�得来的权柄捆ƒ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但主
Î拿尼Î的命令是必éĒ行的：“你只
管去，他是我所Ɂ: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ŕ我的名。” {SR 272.1}

那門徒听从天使的指示，便找到那最近�向一切信耶ɗ圣名的人“口吐威吓凶Ë的�“的Ǝċ，

他�：“兄弟Ǝċ，在你来的路上，向你¥的主，就是耶ɗ，打	我来，叫你能看�，又被圣灵充
M。Ǝċ的眼睛上，好象有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于是起来受了洗。” {SR 272.2}

在�件事上基督�明他用什么方式来拯救人。 他原来可以直接�Ǝċ行�一切事；但�不能符合
他的O划。福音的恩惠必é通�他所命定的媒介。Ǝċ一方面也必é向他所蓄意消Ź的人U罪，同
�上帝有一¤ïõ的工作要派�他所授权替他t事的人去作。 {SR 272.3}

Ǝċ成了基督門徒的一个学生，在律法的光照之下，他看出自己是个罪人。他看明他在无知中以
�是ġ子的耶ɗ乃是自从Î当以来上帝的百姓所信仰的宗教�始者和基ǉ。又是他在受了光照之
后的目光所清楚U�到的信仰的成N者，耶ɗ也是真理的��者，和À言的�者。他曾�想耶ɗ
是ī除上帝律法的，但在他属灵的眼光蒙上帝Ķ	之后，他才明白基督乃是全部犹太教献祭制度的
�始者，而且他到世上来的宗旨正是要X�他父的律法；而且那表号性的Ɠ文律法已�在他的Ǿ牲
中遇到它所À表的�体。Ǝċ��在他自U�已,心遵守的道德律法光照之下，看出自己是罪人中
之罪魁。 {SR 273.1}

从逼迫者��使徒

保ċ在大z色的河水里在Î拿尼Î手中受了洗。然后&食以增&体力，便立即开始向城内的信徒
Fb耶ɗ。�些信徒原是他离开耶路撒冷�所蓄意消Ź的人。他也在各会堂里教Ï人�，那被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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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耶ɗ乃是上帝的儿子。他从À言中所提出的V据非常确ɶ，他的工作又有上帝大能的ǹ助，使反

的犹太人9皇失措，无法8付。 保ċ在拉比的学校中所受法利´派的教育��要充分利用于宣ŕ
福音，并支持他所一度竭力要消Ź的事;上。 {SR 273.2}

犹太人因保ċ的悔改而§异万分，9皇失措。他�知道他在耶路撒冷所有的地位，也知道他�次
来大z色的主要使命，况且他�*有大祭司的委任状，授权�他将信耶ɗ的人送到耶路撒冷去，可
是他�在看到他在宣b耶ɗ的福音，鼓励那些已�信福音的人，并且不断地引3新的信徒来接受
他所一度,心反
的信仰。保ċ向一切听他b�的人�明他在信仰上的7!决非出于一�的冲�或
狂,的盲从，而是因�得到²倒一切的�据。 {SR 274.1}

当保ċ在各会堂工作�，他的信心越	�强起来了。他在犹太人激烈的反
之下，越	,心主9
耶ɗ就是上帝的儿子。但他不能�久留在大z色，因�当犹太人
他奇妙的悔改和其后的工作所感
到的§奇消退之后，他�便Ț强地抗拒�些事所提供有利于基督教的²倒一切的�据。他�
于保
ċ的悔改所表示的§异N于!�刺骨的仇恨，象他��去
耶ɗ所表的一�。 {SR 274.2}

�工作做准/

保ċ的生命有危»了，于是他就接受上帝的委派ť�离开大z色。他到Î拉伯去；在那里他比�
孤寂，便有充分的机会与上帝交往，并沉思默想。他很想>独与上帝同在， 省察己心，更ş底地悔
改，并借着祈祷和研究准y自己，好&行那
他似乎是无法×任的太Ų大太重要的工作。他并不是
人所Ɂ:，而是上帝所:召的一位使徒，而且他的工作也已�明白地指定是在外邦人中�。 {SR 274.3}

他在Î拉伯的�候，并没有和使徒�通信来往；他全心全意ȶ切地÷求上帝，决心非知道自己的
悔改已蒙悦ř，自己的大罪已蒙赦免，就不ƀ休。他若得不到耶ɗ在他未来的F道工作上与他同在
的保�，他就决不放弃�¤争P。他要永=在他身体中----就是在那曾因天上的光而致失明的眼睛
中，*着基督荣耀的�5，同�他也愿意�常*有基督支持他之恩典的保�。保ċ已与上天有了密
切的�系，耶ɗ也与他交往，�定了他的信心，并将他的智慧和恩典不断地ǿ与他。 {SR 275.1}

第三十八章保�早年的服�

（本章根据 使徒行F9:23-31; 22:17-21） {SR 276.1}

保ċ又回到大z色，大胆奉耶ɗ的名b道。犹太人无法抵Ƣ他V据中的智慧，于是他�商Ê要用
武力----一个衰Ò的事;¹存的手段----来止息他的声音。他�决定要制死他。保ċ得悉他�的毒O，
各城門都被他�日夜ö密地看守着，�要防止他逃脱。門徒所感到的焦Ĺ使他�到上帝跟前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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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要w法��蒙主:召的使徒找一条出路，甚少睡眠。他�N于想出t法在夜�用筐子把他
由一家人的窗k里从城ő上ʱ下去。保ċ就以�种狼Ʉ的方式出了大z色。 {SR 276.2}

��他便前往耶路撒冷去，希望在那里和使徒�相�，特别要��彼得。他急欲会�那些曾�在
地上和基督住在一起，一同祈祷，并当面¼�的加利利ǌ夫�。他也特别希望能会�那在Ú使徒中
居首的一位。当保ċ走&耶路撒冷�，他
那城市和圣殿的看法不同了，他��已�知道上帝Z8
的刑Ʊ就要ď到。 {SR 276.3}

犹太人因保ċ的悔改感到无限的悲ŋ和Ě怒。 他ª�如磐石，并且�于�|地幻想，他向他的朋
友�b�他奇妙的��之后，他�必要象他一�，改!他�的信仰相信耶ɗ。他�去反
基督和基
督的信徒，完全是出于忠Ċ，在他半途受阻，�悟己罪之后便立即离弃了邪 的道路而接受了耶ɗ
的信仰。所以��他确信，当他的朋友�和早年的同事一听到他奇妙7!的事���，又看到他不
再是先前一�Ɲ傲的法利´人，又不再逼迫并Ë害信耶ɗ�上帝儿子的人，他�也会看出自己的�
ĉ并投入信徒的行列。 {SR 276.4}

保ċ#0与他的弟兄，就是其他的門徒�合，但	�他�不肯接ř他�他�的一分子，故此大�
悲B失望。他��5得他�去怎�逼迫�他�，所以°疑他是ƚ装，要欺ġ并消Ź他�。他�固然
听到他奇妙的悔改，但因他立刻退到Î拉伯去，他�没有再听到有关他的确�消息，故此，他�

他大7!的F�，不敢相信。 {SR 277.1}

与彼得和雅各会面

巴拿巴曾�慷慨地把自己的金H捐出来X持基督的事;，并Ó助Ō人的需要。他�去在保ċ反

信徒的�候也是与他相�的。��他便前来恢复从前的友ƛ，并听保ċ
于自己神妙的7!和以后
一段��的��。他完全相信并接ř了保ċ，并握住他的手，把他*到使徒面前。 巴拿巴向他�述
�了他�听到的��----耶ɗ曾在保ċ到大z色去的�候4自向他¥，并曾
他��；后来保ċ曾
因Î拿尼Î的祈祷而重�光明，随即在城中各会堂里b�耶ɗ�上帝的儿子。 {SR 277.2}

使徒�不再犹豫了，他�不能抵Ƣ上帝。当�在耶路撒冷的只有彼得和雅各，他�便伸出右手与
�个一度猛烈逼害他�信仰的人行相交之礼。�去他�怎�惧怕而=避他，��他�也怎�,�并
尊敬他。���个新信仰的两个主要人物�面了----一个是基督在世�蒙召作�他同伴的彼得，一个
是在耶ɗ升天之后与他面
面b�，并曾在异象中看�他和他在天上所作之工作的保ċ。 {SR 278.1}

��一次的会�
于�两位使徒双方都有很大的作用，可惜�面的��不�，因�保ċ急欲�主
作工。�不久那曾�,切地反ȹ司提反的声音却在同一个会堂里无畏地宣布耶ɗ�上帝的儿子----在
那里倡¡司提反用自己的性命所X�的同一事;。他述�了他那奇妙的��，并以关°他同胞和从
前同事�的M腔,忱从À言中提出凭据，�明那被Ƈ十字架的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正象司提反�
去所作的一�。 {SR 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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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保ċ把他犹太同胞�的精神估O�了，那从前暴	在司提反�上的ŋ怒��便落到保ċ身上
了。他看出他必é与弟兄�分离因而M心ĨB。 他甘愿舍弃生命，只要他的死能帮助他�U�真
理。犹太人下手布置阴ǒ要Ë害他，門徒便催他快离开耶路撒冷；但他-留恋不舍得离开，急欲再
�他的犹太同胞工作一个�期。他因曾`极参加Ë害司提反的事，故此,望勇敢地出来X�司提反
所付出生命代价所X�的真理，借此洗除�去的ƶ点。他-�得逃离耶路撒冷是怯懦的行�。 {SR

278.3}

逃离耶路撒冷

当保ċ冒»不ä一切后果到圣殿里去ȶ切祷告上帝�，救主在异象中向他¥�：“你赶�的离开
耶路撒冷，不可Ŋ延，因�你�我作的��，�里的人必不3受。”保ċ��Ŋ疑，在他使Ț固的犹
太人信服他所信的真理之前，不愿离开耶路撒冷。他想，ƈ然他�真理Ǿ牲性命，�也不�ǥ�了
司提反的血ǡ，因�他-U�自己
司提反的死ï有õ任。他回答�：“主啊，他�知道我从前把信
你的人收在ś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并且你的��人司提反被害流血的�候，我也站在旁<
�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但主的答复比先前更断然“你去吧，我要差你==的往外邦人那里
去。” {SR 279.1}

及至弟兄�听到保ċ所�的异象，以及上帝
于他所有的照ä�，他�就更�他担心了，因�他
�U�到、他确是主所Ɂ:的器皿，要把真理F到外邦去。 他�赶�帮助他秘密逃离耶路撒冷，唯
恐犹太人要Ë死他。保ċ既离开了，犹太人的激烈反
就ť�和ŝ下来，教会也得到一个平安的�
期，那�信徒的人数也不断增加。 {SR 279.2}

第三十九章彼得的工作

（本章根据 使徒行F9:32-11:18） {SR 281.1}

彼得在他工作�程中ō(了Ɇ大的圣徒。在那里他医治了因ȩɔ卧病了八年的以尼雅。“彼得
他
�：以尼雅，耶ɗ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Ɇ大和沙Ł的人，都
看�了他，就Ą服主。” {SR 281.2}

¨帕离Ɇ大不=，那�大比大----Ǖ名�多加----在那里死了。她是一个耶ɗ基督宝Õ的門徒，而
且她的一生都以仁�慈善Ĕ助ƯŌ与B心的人，并�真理大	,心。她的死乃是一个大ļ失；那地
幼小的教会�在少不了她那高尚的努力。当Ú信徒听到彼得在Ɇ大所医病的奇事�，他�就,望他
能到¨帕去。他�差人去%他前往。“彼得就起身和他�同去，到了，便有人3他上楼。Ú寡ĵ都站
在彼得旁<哭，拿多加与他�同在�，所作的里衣外衣�他看。”彼得%那些在房内哀哭的朋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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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随后他跪下,切地求上帝使那没有脉息的身体恢复生命与健康。 “彼得7身
着死人�：大比
大，起来，她就ƭ开眼睛，�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她起来，叫Ú圣徒和寡ĵ&去，把多
加活活的交�他�。”�一件使死人复活的Ų大神迹，6果在¨帕使e多人悔改相信了耶ɗ。 {SR

281.3}

百夫�的�4

“在C撒利Î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的百夫�。他是个虔Ċ人，他和全家都敬畏上
帝，多多周Ĕ百姓，常常祷告上帝。”哥尼流虽然是ċz人，他却已�U�真神上帝并已放弃拜偶像
的事。他¯从上帝的旨意，并且Ċ心敬拜他。他没有同犹太人�合，却熟悉并且遵守道德的律法。
他没有受�割礼，也没有参加献祭的礼Q，故此他被犹太人看�不洁³。但他常慷慨捐助犹太人的
事;，而且他慈善的作�=近皆�。他公¶的生活使他在犹太和外邦人中都有了好的名声。 {SR 282.1}

哥尼流
基督�没有明白的信仰，但他相信《圣�》的À言，并且仰望弥´Î降ď，由于他
上
帝所表的敬�和¯从，得以4近上帝，并且已准y好在救主向他¥的�候得以接受他。人之所
以被定罪，乃是因�他�拒�上帝所ǩ的亮光。那百夫�是Õ族出身，并且膺任重要和崇高的â
位；但�些情况并没有影响到他那高Õ的品S， 真�的良善与Ų大使他成�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他
的影响
于他所接触的一切人都是良好的。 {SR 282.2}

哥尼流相信那�造天地的独一真神。他敬畏他，承U他的威权，并且在他生活一切的事上÷求他
的指¡。他在家庭生活和â�的õ任上都忠心尽到本分，并已在家中w立了家庭礼拜。他不敢在没
有得到上帝的帮助之前冒然�行自己的O划或ï起他重要的õ任，故此他�常祷告，ȶ切祈求帮
助。他一切的作�以信心�特征，上帝也因他行�的Æ正和他慷慨的作)而看重他，并借真道与圣
灵与他4近。 {SR 283.1}

天使Z�哥尼流

在哥尼流祷告的�候，上帝差遣一位天使到他那里去，称呼他的名字
他b�。百夫��之§
惧，但也知道那天使是上帝差来教¡他的，便�：“主啊，什么事呢？天使�：你的祷告和你的周
Ĕ，i到上帝面前已蒙5念了。在你当打	人往¨帕去，%那称呼彼得的西門来，他住在海<一
个硝皮匠西門的家里，房子在海<上。” {SR 283.2}

�件事上上帝又¥明他如何尊重福音的Ē事，和他有µĕ的教会。他的天使不能将十字架的故事
b�哥尼流听；是一个象哥尼流一�有血肉之躯的ë弱及遭受#探的人，教¡他关于那Ƈ十字架，
复活与升天的救主。那个天使奉差遣特特要帮助哥尼流同上帝的仆人	生关系， 那仆人将要教Ï他
和他全家如何得救。 {SR 283.3}



6/19/14, 5:03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12 of 171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area=publication&id_pub=85…rt_paragraph=1003642728&finish_paragraph=1003644762&references=1

哥尼流欣然遵照�信息的吩咐。他立即派人去照天使的指示÷ō彼得。指示的内容如此明白，甚
至提到彼得当�所寄居人家的人名，�足以�明上天
于各ƙÇ中之人的�史和事情十分熟悉。上
帝注意到卑微的Ĝ�者每日的工作，正如同注意到宝座上的君王一�。人�在暗中所犯Ɣß、残
酷，Ĳ秘及自私的罪，象他�的慈善、�心、慷慨和仁厚的行�一��上帝所知道。没有一件事是
ȭ得�上帝的。 {SR 284.1}

彼得的异象

那天使去和哥尼流¼�之后，便立即到彼得那里去，他正因旅行而疲倦ȓÑ，在房Ä上祷告。正
在他祷告的�候。上帝使他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象一�大布，系着四角，
ʱ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四足的走Ż，和昆虫，并天上的Kě。 {SR 284.2}

“又有声音向他�：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主啊，�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³的
物，我从来没有吃�。第二次有声音向他�，上帝所洁³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一W三次，那
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SR 284.3}

在�件事上我�可以看到上帝	�万事，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方法。 ��彼得�
没有向外邦人Fb福音。�去固然有e多外邦人1心听�他�所教¡的真理，但基督的死所已�拆
ū的“中�隔断的ő”（以弗所R2:14）�存在于使徒�的思想之中，把外邦人排斥于福音的特权之
外。b希利尼�的犹太人已�有使徒��他�作工，而且他�中�有e多人因而接受了耶ɗ的信
仰，但哥尼流的悔改将要作�外邦人中�一个重要的例子。 {SR 284.4}

上帝利用那从天上ʱ下来的大布和其中的内容，破除彼得
于外邦人的成�；要他明白异邦各国
都要因基督而在犹太人的福分和特权上有分，与他�同受其惠。有人强j�，�个异象的意思乃是
�上帝已�撤消他禁止人食用他先前所声明�不洁³之�物的命令，故此猪肉是可以作食物的了。
�是很狭窄而完全�ĉ的�法，并且是与《圣�》
于�异象的5'和事情后来的	展相冲突的。
{SR 285.1}

彼得所看�那在大布里的e多�物，以及他奉命宰了吃，又得保��，上帝所洁³的他不可称�
不洁³的异象，不�是个比Ȭ，向他�明外邦人的真地位；并�明由于基督的死，他�都和上帝的
:民以色列同作后嗣了。�异象*�彼得õy与教Ï。�去他工作的
象，全限于犹太人；而且他
一直看外邦人�不洁³的族类，所以把他�列在上帝8e的范¦之外。��上帝3¡他的思想， 使
他明了上帝O划的范¦是普世性的。 {SR 285.2}

正当他思量�异象�，异象的意¶就向他解Ĥ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º，不知所�的异象是什
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ō(到西門的家，站在門外喊着(，有称呼彼得的西門住在�里
没有。彼得�思想那异象的�候，圣灵向他�：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同往，不要
疑惑，因�是我差他�来的。” {SR 2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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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命令使彼得受到很大的考�；但他不敢照自己的感�行事，便从他的房�下去接�哥尼流所
派来的差役。他�将他�特殊的任�告«使徒，他便据他方才从上帝3受的指示，立即答8第二天
就和他�同去。他当夜很殷勤地招待了他�，到了早晨，就同他�出	到C撒利Î去，同�随行的
有六位弟兄，作�他在探ō外邦人�一切言行的�人，因�他知道他一定要因如此Ɵ犯犹太信仰和
教Ï的行�作交代的。 {SR 286.2}

行程几乎用了两天的光阴。哥尼流得到光荣的机会，可以开門�迎一位福音的Ē事。照上帝所告
«他的，�位Ē事将要教Ï他和他全家关于得救的道理。当那些差役出去找彼得的�候，那百夫�
便尽量招聚他所找到的4戚，�他�可以象他一�在真道上受教。 在彼得来到之后，已�有一群人
聚集在那里，殷切地等待听他b道。 {SR 286.3}

Z�哥尼流

当彼得走&哥尼流的家�，哥尼流没有把他当作普通ň客接待，却把他看�上天所尊荣，上帝所
差派的。根据.方的)俗，人常在君王或¥Õ的人面前鞠躬，小孩子也常在ï有重托的父母面前鞠
躬，但哥尼流
那受上帝委派的使徒感到非常的崇敬，便俯伏在他脚前拜他。 {SR 287.1}

彼得因百夫�的�种行�而§吓畏Ơ，把他扶起来�：“你起来，我也是人。”于是他和哥尼流就
4,地¼�，�要消除他的敬畏和
他十分尊崇的感�。 {SR 287.2}

如果彼得真ǿ有ċz天主教会所加在他身上的权威和地位的�，他就会鼓励，而不会阻止哥尼流
的崇拜了。自命�彼得的�承者的教皇，要君王和皇帝都在他�脚前下拜，而彼得本人却�他不�
是一个可能犯�而且�常犯�的人。 {SR 287.3}

彼得向哥尼流和那些聚集在他家里的人提起犹太人的)俗，�明他�和外邦人社交上的来往是不
合法的，而且会使他�沾染Ɠ文上的ƶɺ。�虽然不是上帝律法所禁止的，但人的ĀF已�使之成
�¨束人的f俗，彼得�：“你�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4近来往，本是不合例的，但上帝已�指
示我，无V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³。 所以我被%的�候，就不推辞而来，在%(，你�
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 {SR 287.4}

于是哥尼流向他述�他的��，以及那在异象中向他¥的天使
他所�的�。最后他�，所以
我立�打	人去%你，你来了真好。今我�都在上帝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彼得就开
口�：“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的人，都�主所悦ř。”上帝虽然恩待
犹太人�于一切其他国家的人，但如果他�拒�亮光而不�践他�所信奉的宗教，在上帝眼中他�
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强，在外邦人中凡象哥尼流一�敬畏上帝行公¶并�践自己所3受一切亮光的
人，都是上帝所仁慈关注的，他也悦ř他�真Ċ的服�。 {SR 288.1}

然而哥尼流的信心和¶行因缺少U�基督的知�，就不是完全的，故此上帝将那光与知�ǩ�
他，�他&一步	展他公¶的品格。可惜有e多人拒�上帝所ǩ的亮光并且引用彼得
哥尼流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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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友所b的�作�借口：“各国中，敬畏主行¶的人都�主所悦ř。”他��，人不拘相信什么，都
没有关系，只要他�的行�好就够了。���的人�了；信心必é与行��合，他�必é照上帝所
ǩ�他�的亮光&步。上帝何�使他�同那些3受了以《圣�》�根据的真光的仆人相接触， 他�
就8当欣然3受。真理是&步的，真理也是向上的。�有一等人ª主9>靠自己的信心得救，他�
乃是把房屋建造在沙土上，因�信心唯有借行�才可得�固而成�完全。 {SR 288.2}

外邦人�受圣灵

彼得向那一群注意œ听的人Fb耶ɗ；ò述他的生活，工作，所行的神迹，被出�，Ƈ十字架，
复活及升天，以及他在天上作�人类的代表与中保，�罪人代求的工作。在彼得b�的�候，他的
内心因他向Ú人F授的上帝真理的圣灵而火,。他的听Úª因他�所听到的教Ï而感�，因�他�
的心灵已�准y好要3受真理。使徒的�忽然被打断了，圣灵沛然下降，象在五旬Q一�。“那些奉
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圣灵的恩ǩ也ȍ在外邦人身上，就很希奇。因听�他��方言，称Ŀ上
帝�大。于是彼得�，�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一�，$能禁止用水�他�施洗呢？就吩咐奉耶
ɗ的名�他�施洗。他�又%彼得住了几天。” {SR 289.1}

圣灵降在外邦人身上并不能代替水的洗礼。Ą向基督的步Ȕ始N是一Ȅ的，就是信心，悔改和洗
礼。如此，基督的真教会乃是借一主，一信，一洗而6合的，各人不同的性格都被那使人成圣的恩
典所改!，并且Ú人的生活都受相同的特殊原ª所管理。彼得接受了�些信主的外邦人的ȶ%， 同
他�住了一个�期，向那一*的外邦人Fb耶ɗ。 {SR 289.2}

当犹太地的弟兄�听�彼得向外邦人F道了，又在外邦人家中和他�聚集，并且同桌吃_�，他
�就甚�§异，并因他�种奇特的行�不Ű解他，他�惟恐他�种他�所U�僭越自恃的行�会抵
消他自己所F的教Ï。及至彼得来ō(他�的�候，他�ö厉地ȷõ他�：“你&入未受割礼之人的
家，和他�一同吃_了。” {SR 290.1}

教会的眼界放P了

于是彼得坦率地将全部事���向他��明。他叙述了他�异象的��，并申ǽ�，�个异象Ƿ
¡他不可再保持受割礼与未受割礼之�的Ɠ文上的区别，也不可看外邦人�不洁³的，因�上帝是
不偏待人的。他告«他�上帝如何吩咐他到外邦人那里去，以及差役的到来，他到C撒利Î去的旅
程，和他与哥尼流及那在他家中的一群人聚会的��。彼得虽然奉上帝的命令到外邦人家里去，但
他�*了当�在"的六位門徒，作�他在外邦人中��行事的��，他在�方面向弟兄�表了他
的ƫ慎。他也叙述了他和哥尼流¼�的内容，以及哥尼流如何b�他所�的异象，并蒙指示派人去
¨帕%彼得来向他b道，使他和他全家可以得救。 {SR 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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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b述他初次和外邦人聚集的��，�：“我一开b，圣灵便降在他�身上，正象当初降在我�
身上一�。 我就想起主的��，¨翰是用水施洗，但你�要受圣灵的洗。上帝既然�他�恩ǩ，象
在我�信主耶ɗ基督的�候，�了我�一�，我是$，能Ȍ阻上帝呢？” {SR 290.3}

Ú門徒既听到了�一番�，就默不作声；他�确U彼得的行�正是直接成全了上帝的O划，而且
他�旧有的成�和排外思想将要被基督的福音所完全消除。“Ú人听���，就不言h了。只Ą荣耀
于上帝，�：��看来，上帝也ǩ恩�外邦人，叫他�悔改得生命了。” {SR 291.1}

第四十章彼得蒙救出�

（本章根据 使徒行F12:1-23） {SR 292.1}

希律在名¶上是信奉犹太教的，并且表面上非常,心履行犹太教律法的种种Ɠ式。当�犹太地的
政权操在他手中，而他ª臣服于ċz皇帝革老ð，同�他也是加利利分封的王。希律很想博得犹太
人的�心，希望借此X持自己的地位和荣誉，于是他依从犹太人的愿望下手逼迫基督的教会，开始
�，他破坏信徒的房屋和ßm，以后又开始将教会3袖下在ś里。他把雅各囚在ś牢里，并派一个
ʤ子手用刀把他Ë死，正如另一个希律Ƌ了先知¨翰的�一�。他�犹太人很喜悦�些事，于是更
胆大妄�，把彼得也ś禁起来。�些残酷的事是在逾越Q的神圣日子里&行的。 {SR 292.2}

希律Ë害雅各，大得犹太人的称Ŀ，但�有一些人怪他�什么用�种秘密的方式E死雅各；他�
U�公开Ē行死刑必能更ş底的恫吓信徒和那些同情他�的人。因此希律拘留彼得，意欲拿他的死
来示Ú，以M足犹太人的心愿， 但又有人向王建Ê，U�如果当着那�聚集在耶路撒冷�Q的Ú人
面前Ē行�老û的使徒死刑，是不妥当的。他�害怕他可敬的外表可能激起他�的同情与尊敬。他
�也害怕，惟恐彼得再	表他那常引起Ú人研究耶ɗ生平和品德的有力演b，�些演b是他�用尽
V据所无法反ȹ的。如果��的�，犹太人恐怕群Ú会要求王Ĥ放彼得。 {SR 292.3}

彼得的死刑既因种种原因被延ŝ到逾越Q之后才Ē行，教会的同道，就有机会&行深刻的反省和
ȶ切的祷告。他�禁食，流泪献上迫切的呼求，不住地�彼得祈求；因�他��得��圣工�在少
不了他的ȁ献。他�U明当前的局^，如果没有上帝的特别帮助，基督的教会就要被消Ź了。 {SR

293.1}

彼得被E死刑的日期N于确定了，但信徒的祷告仍然上升天庭。当他�以全副精力与同情迫切祈
求上帝的帮助�，上帝的使者正在�Ð着那被ś禁的使徒呢。人的�境，正是上帝的机会。彼得被
置于两个兵士当中，用两条ÜćƄ住，一<一条，系在兵士的手腕上。他若一�，他�就必知道。
śǍ的門都是��地Ƅ着，而且都有强壮的Ð兵Ə守，一切靠人力·救的可能性都断�了。 {SR 293.2}

使徒彼得并不因�种情^而胆怯，自从他否U基督之后再度恢复他的忠Ċ以来， 他一直勇敢地不
怕危»Fŕ一位Ƈ十字架，复活和升天的救主，�常表豪杰般的英勇和胆量。他相信�候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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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必é�基督的名献上自己的生命。 {SR 293.3}

在Ē行死刑的前夕，彼得双手挂着Ƅć，照常睡在两个兵士中�。希律5得从前彼得和¨翰因信
仰被ś禁后越Ǎ的事件，所以�次加倍警戒。�要使Ə守的Ð兵特别警惕起�，他就要求他��囚
犯ï完全õ任。如所形容，彼得被Ƅ在一个巨大岩石ɶ出来的囚室中，ś門ª上ʧ落Ƅ。有十六个
人奉命Ə守�个囚室，定�Í班看守，每一班有四个人。ÜʧÜ条和ċz的Ð兵固然能割断一切人
力·救的可能，但�正足以使上帝在拯救彼得的事上所�的×利更�完美。希律正在Å手攻c无所
不能之主，所以他将要在他�次Ë害上帝仆人的Ņ#上全然失Ò，M�蒙羞。 {SR 294.1}

被天使拯救

在彼得被E死刑的前一夜，有一位大能的天使奉命从天上下来·救他。那囚禁上帝圣徒的�固Ü
門不借人手就敞开了。至高者的天使&門之后，門就无声无息地自行关Ľ了。他走&那从整�岩石
ɶ出来的囚室，只�彼得，虽然同两<两个强壮的士兵Ƅ在一起，却正在自知无辜和完全信靠上帝
的心境中熟睡。 天使周¦的荣光将ś牢照得通明，但那熟睡的使徒没有§醒。 {SR 294.2}

他的睡眠乃是出于一Ù无愧的良心，真能恢复精力，使人清新的熟睡。彼得�得天使用手拍他，
并听�他的声音�：“快快起来，”他才醒了�来。他看到他那�从来没有��阳光的囚室充M了天上
的光ƾ，并有一位大有荣耀的天使站在他面前。他机械式地听从天使的�，起来的�候，他Å起手
来，	Üć已�从他手腕上折断，他又听�天使的��：“束上*子，穿上鞋。” {SR 295.1}

彼得又机械式地服从了，并以§奇的眼光Ǘ住�从天上来的ō客，以�自己是在作梦或�异象。
当天使又吩咐�：“披上外衣跟着我来”的�候，那几个武装ĭy的兵士如同石雕像一�呆立着，天使
便向門走去，后面跟着那平素喜好b�而��§奇得ȋ口无言的彼得。他�跨�Ð兵，走到那又重
又大的Ƅ着的門，那門自�开放，又立�关Ľ了，而門里門外的Ð兵都在他�的ǫ位上毫无�静。
{SR 295.2}

到了第二道門，也是里外把守着的，它也象第一道門一�打开，没有枢ǋ的7�声，也没有Üʧ
的响声。他�出来之后，那門又无声无响地关了起来。同�，他���了第三道門，就到了一条
街，$也没有b�，也没有听�什么脚步声。天使TT地在前3路，有耀目的荣光�Ƨ着他，彼得
ª§ȗ地跟着他的拯救者，仍然以�自己是在梦中。 他���走�几条街，��天使的任�既然完
成，就忽然不�了。 {SR 295.3}

上天的荣光消逝了，彼得�得自己E于深沉的黑暗之中；但当他的眼睛fÈ于那黑暗�，黑暗就
ħħ稀淡了，于是他	自己孤独地站在一条寂静的街道上，并有黑夜的凉)吹在他�上。��他
明白他的遭遇不是梦，也不是异象。他已�自由了，并站在城内他所熟悉的一E地方；他U出�里
是他素常往来之E，他曾盼望第二天早晨去到刑"�一定要最后一次��此地呢！��他#0回Â
�去几分s的��。他5起自己曾脱掉外衣和鞋子，Ƅ在两个兵士当中熟睡，如今看看自己却是已
束上*，穿戴整ĭ。 {SR 2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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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因*�刑具而Ɔǲ的手腕上已不再被拷住。他才U明自己得Ĥ放，并不是幻想，而是一件蒙福
的事�。明天他原在被*出去E死，但看哪，一位天使已�救他脱离śǍ和死亡。“彼得醒悟�来
�，我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SR 296.2}

祷告蒙允准

彼得一直走到他的弟兄�聚集祷告的房子，	他�当�正在�他作ȶ切的祈祷。“彼得敲外門，
有一个使女，名叫ċ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喜的ä不得开門， 跑&去告«Ú人�，
彼得站在門外，他��：你是Ø了。使女极力地�，真是他，他��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的敲
門。他�开了門，看�他，就甚§奇，彼得ē手，不要他�作声，就告«他�，主怎�3他出ś。
又�，你�把�事告«雅各和Ú弟兄。于是出去往别E去了。” {SR 296.3}

那一群禁食祷告的信徒M心�喜，Ŀ美上帝，因�他已�垂听而允准他�的祷告，拯救彼得脱离
希律的手。到了早晨，有大群人集合要|看使徒彼得被E死刑。希律派官?用大�武装兵士大9声
^地要把彼得提出来，如此乃是要确保囚犯无法逃脱，同�也要恫吓一切同情他的人并夸耀他自己
的威力。6果守兵仍在ś牢門旁，Ü門Ü条仍��地Ƅ好，Üć仍扣在两个兵士的手腕上，可是囚
犯已�不�了。 {SR 297.1}

希律的'�

当�Z告F到希律耳中�，他便激怒如狂，õ怪守Ǎ的Ð兵没有忠于â守。于是他�就被定在ǫ
位上偷睡的罪E以死刑。其�希律明知拯救彼得的决非人力，但他�决不承U那挫Ò他卑鄙企0的
乃是上帝的大能。他决不甘于��的羞辱，大胆地蔑@上帝。 {SR 298.1}

彼得蒙救出Ǎ之后不久，希律从犹太下到C撒利Î去，在那里安家。他在那里大w盛筵，�要引
起Ú人的羡慕并博得他�的称Ŀ，他邀%各E�好宴�的人来赴席，席�觥筹交�，杯£狼藉。希
律以非常dg的衣冠出在Ú人面前。他穿着金îaĕ成的外袍，阳光照在其上，光耀ƪ目，气宇
Ǒ昂。他大9威^立在群Ú之前，鼓其如簧之舌向ň客致辞。 {SR 298.2}

希律高Õ的威Ɠ，和d美的ý令，有力地左右了聚集的人。他�的感官已因宴�ƈù而麻痹，
在他�又因他服装的dg，o度的高Õ，言ý的�听，而狂,起来，于是奴ÿ婢膝地奉承ʔ媚，声
称没有任何人能表�么高Õ的威Ɠ，能	出�么§人的言V。他�更&一步声称，他��去一直
尊重他�君王，但此后要敬拜他�神明了。 {SR 298.3}

希律明知自己不配受Ú人�他的Ŀŕ和崇拜，可是他却没有õyÚ人的偶像崇拜，反而以之�自
己所8得的。当他听�Ú人呼喊“�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他便眉K色舞，洋洋自得。那些
如此Ŀŕ一个邪 罪人的声音，早不几年曾Ø狂地呼喊：“除掉耶ɗ！Ƈ他十字架！Ƈ他十字架！”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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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很得意地接受了�些ʔ媚和崇拜的�，并因自夸×利而心花怒放。但忽然他表情上呈了迅速而
可怕的改!。 他一!而面若死灰并因¸痛而歪扭，汗流ʘ背。他因惨痛和恐怖§愕了片刻，呆若木
Á，随即7�他那死色ſ白的�向旁<§ʁ万状的友人，用尖ǯ�望的声音喊着�：“你�所高Å�
神明的人已�被死亡c倒了！” {SR 298.4}

他在极度 堪的惨痛之中被人抬出他在所憎á的狂�宴�和炫耀的罪 "所。ɭ刻之前，他�
洋洋自得地接受Ú人的称Ŀ和崇拜；��，他看出自己的生命完全掌握在一位比他更有能力的主宰
手中。他心中悔恨交加，他回Â自己如何	出残酷的命令去Ë害无辜的雅各；他5起他如何冷酷无
情地逼迫基督的門徒，以及他0ǒ治死使徒彼得的毒O，6果上帝却救了彼得脱离他的手。他也5
得他怎�以苦毒和失望�的忿怒在ś卒身上	泄蛮横无礼的仇恨。他�得那位拯救使徒脱离死亡的
上帝��正在
付他�个残酷无情的逼迫者。他身体上的病患和心灵上的痛苦得不到一点解救，他
也明知是得不到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包括�一条ɕ命的上帝的律法是希律所熟悉
的，他也知道自己既接受了Ú人的敬拜，就已使自己的 ȄM盈，落在耶和d的¶怒之下了。 {SR

299.1}

那奉命从天上下来拯救彼得的天使，就是�希律*来忿怒和刑Ʊ的使者。�位天使曾拍彼得，使
他从熟睡中醒�来， 但�位天使却用不同的一拍c打�个邪 的王，使致命的病害ď到他身上。上
帝使希律的威)Ǝ地，他用金光ĝɏ的衣袍所装č起来供群Ú|ı的身体，被虫子吃了，使它�活
着的�候就朽Ī	臭。希律在上帝Z8的刑Ʊ之下，受着身心双方面极大的痛苦而死。 {SR 299.2}

上帝�一次¥示他的Z8，在Ú人身上	ź了强有力的影响。基督的使徒神奇地蒙救脱离ś禁和
死亡，而逼迫他的人ª被上帝的咒Ȯc打而死，�个消息F遍各地，使e多人因而相信基督。 {SR

300.1}

第四十一章到�方去

（本章根据 使徒行F13:2-4; 15:1-31） {SR 301.1}

司提反殉道之后，在耶路撒冷掀起了一次逼迫教会的¸烈G�。那些因�次的逼迫而离开耶路撒
冷的使徒和門徒在四¦的城市中Fŕ基督，但只以�希伯来�和希利尼�的犹太人�他�工作的

象。“主与他�同在，信而Ą主的人就很多。“ 使徒行F11:21 {SR 301.2}

耶路撒冷的信徒听到�消息�，就甚�喜，便差遣一个好人，被圣灵充M大有信心的巴拿巴到叙
利Î的大都市安提阿去帮助那里的教会。他在那里的工作大有成功。在工作�]	展之下，巴拿巴
去找保ċ来帮助，�两个門徒便在那城里一同工作i一年之久，教ÏÚ人，使基督教会的人数增
加。 {SR 301.3}

安提阿的居民包括e多犹太人和外邦人。它也是游�的×地，因�C地气候温和，�境幽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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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Ĕ、文化和Ö¬的中心。�里广大的商;使各国的客商聚集于此，使此地成�非常重要的地
方。因此它也是一个奢侈和罪 的城市。由于其内居民的邪 ，上帝的ȐƱN于ď到安提阿。 {SR

301.4}

信徒被称�基督徒，就是在�里起首的。他��得�种称Č，是因�他�的b道、教Ï及¼�
中，基督是主2。他�不住地b�基督在地上服��，就是他的門徒有他4自同在�，基督的事
迹。他�ɸ人不倦地b�他的教Ï和他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的神迹，他�以	ȟ的口唇和M眶
的,泪b�他在客西z尼园的痛苦，他的被�，受ƫ和被Ƈ。他�形容他如何在仇Ň的侮辱和酷刑
之下温良而Ȃ卑地忍受一切，并凭上帝的怜ɑ�迫害他的人代求。他的复活升天，以及他在天上�
堕落的人类作中保等等真理，都是他�所喜�bV的2目，无怪异教人要称他��“基督徒”，因他�
一直Fb基督，并奉他的名祈祷上帝。 {SR 302.1}

保ċ在人烟稠密的安提阿，找到一个良好的工作园地。他的学(、智慧和,忱在那文化中心的居
民和客旅身上	ź了强大的影响力。 {SR 302.2}

其他使徒ª以耶路撒冷�工作中心。年年逢大Q期-有来自各地的e多犹太人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朝拜上帝。��使徒�虽然明知自己F基督^必冒性命的危»仍大胆Fb基督。e多人悔改信从了
基督，而�些人回到各地的家ľ之后，便将真理的种子散播于各国和社会的各ƙÇ中。 {SR 302.3}

彼得雅各和¨翰确信上帝已�委派他�在本国的同胞中�Fb基督， 但保ċ曾在圣殿里祈祷�3
受上帝所�他的使命，而且他那广ǀ的F道园地已�很清楚地向他指明了。要帮助他��广ǀ而重
大的工作做准y起�，上帝曾使保ċ与他特别接近，在使他喜�的异象中，�他瞥�天国的荣美。
{SR 302.4}

保Q和巴拿巴受按手礼

上帝曾和安提阿教会虔敬的先知和教D�交通：“他�事奉主，禁食的�候，圣灵�：要�我分派
巴拿巴和Ǝċ去作我召他�所作的工。” 使徒行F13:2 于是教会借禁食祷告和按手礼将�两个使徒
以最öǮ的方式奉献�上帝，他�便奉差遣前往他�在外邦人中的工作园地。 {SR 303.1}

保ċ和巴拿巴早已作�基督的Ē事从事圣工，而且上帝已�大大ǩ福他�的工作，但他�二人�
没有借祈祷和按手礼正式被立�福音的Ē事。教会在授与他�充分的权柄，他�不但要教¡真
理，也要施洗礼并µĕ教会。�是教会的一个重要的新æ元。虽然那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隔断的
ő已�借基督的死拆ū了，使外邦人可以享受福音的全部特权，但事�上那蒙在�上的“帕子”�没有
从e多信主的犹太人眼睛上揭开，所以他��不能清楚地看出上帝的儿子所ī掉之事物的宗旨。而
此��圣工必é在外邦人中大力推展， 并将以丰盛的属灵收��6果，借此增强教会的力量。 {SR

303.2}

�两个使徒在他��个特殊的工作上，将要受到人的猜疑、偏�和嫉妒。他既然不能有犹太人那
种排外和Ľ关自守的思想，他�的教Ï和看法自然会被人ʑ告�异端；而且e多,心信主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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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S(他�作福音Ē事的x格。上帝À先看到他的仆人�所要遭遇的�些困 ，所以在他全智的安
排中借他有µĕ的教会，授�他�明确的权柄，使他�的工作可以不受任何人的S(。 {SR 304.1}

后来�按手的礼Q竟被人Ǵ用了；他��分地重@�个形式，以�凡受按手礼的人，可以立即得
着一种能力，当�就有x格从事一切F福音的工作，好象按手礼中具有能力一�。我�在�两个使
徒的�史中，只有被按手及其
他�的工作之关系的�>5�。其�保ċ和巴拿巴早已蒙上帝4自
委任，所以按手礼并未加�他�什么新的恩ǩ或�º的x格。�不�是教会在上帝所行的事上所加
盖的印ƞ，一种用以承U他�被委派â分的方式。 {SR 304.2}

第一次全球大会

来自犹太地的一些犹太人在信主的外邦人中因提出割礼的(2造成了普遍的§惶。他�大力主9
�，人若不受割礼并遵守全部Ɠ文律法，就不能得救。 {SR 304.3}

�是个很重要的(2，会大大地影响教会。保ċ和巴拿巴迅速8付，反
向外邦人提倡�事。在
�件事上他�受到在安提阿信主的犹太人的反
，因��些人Ŀ同那些来自犹太地之犹太人的主
9。�事的6果造成极多的争V，与教会内的不睦。最后安提阿的教会惟恐�]±V�(2会在他
�当中引起分裂，便决定委派保ċ和巴拿巴会同安提阿教会的几位ïõ人前往耶路撒冷，把�(2
提到使徒及�老的面前。在那里他�也要遇�来自其他各地教会的代表，和那些前来参赴即将届ď
的一年一度之Q期的人。在此期�，一切的争V必é停止，直到教会的ïõ人作成最后的决定，然
后全地各E的教会都要接受。 {SR 305.1}

来自安提阿的代表既到i耶路撒冷，便向教会的代表大会Z告他�F道工作所有的成功，以及因
一些悔改信主的法利´人主9外邦信徒必é受割礼并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得救所造成的混乱。 {SR

305.2}

犹太人向来以他�上帝所定的礼Ɠ自豪，所以他�断定上帝既然ã定了希伯来人的敬拜Ɠ式，他
就不可能准e其中的任何条例有何改!。他�断定基督教必é包括犹太人的律法和礼Ɠ在内。他�
的悟性Ŋɇ，�不能分辨那已�因基督的死而作ī之事的目的， 也没有U�到他�所献的祭不�是
À表上帝儿子的死。在上帝儿子的受死中，表号已遇到它所À表的�体，使犹太教中上帝所命定的
Ɠ式和祭礼不再有任何价�。 {SR 305.3}

保ċ�去常以自己法利´式的ö格作)自傲；但自从基督在大z色的路上向他¥之后，他就明
白救主的使命和他自己引3外邦人悔改的工作，并充分明了活Ǔ的信心和死板的形式主¶之�的分
别。保ċ�自称是Î伯拉罕的子ƃ，并且仍然遵守十条ɕ命的字面与精神，象他在信奉基督教之前
一�。但他知道À表性的Ɠ礼N必完全止息，因�它�所À表的事都已�；并且福音的光正将其
荣耀的光ƾ照射在犹太人的宗教上，使其古老的礼Ɠ富有新的意¶。 {SR 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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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尼流的�4�凭

�个提到会Ê上来的(2，无V从哪一方面看，都似乎意味着无法克服的困 。但�º上，圣灵
早已�解决了�个影响基督教会兴盛，甚至关系到基督教会存亡的(2。��便有恩典、智慧和圣
洁的判断力ǩ�使徒，帮助他�解决�个Ě人的(2。 {SR 306.2}

彼得提出的理由是，从前圣灵已借着将同�的能力降在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身上，象在受�割礼的
犹太人身上一�，决定了�个(2。彼得重新叙述他所�的异象，�明上帝如何�他看�一�盛M
各种走Ż的大布， 又吩咐他宰了吃；当他不肯，号称他从来没有吃�凡俗和不洁³的.西�，上帝
便�：“上帝所洁³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SR 306.3}

彼得�：“知道人心的上帝，也�他�作了��。ǩ圣灵�他�，正如�我�一�，又借着信洁³
了他�的心，并不分他�我�。在�什么#探上帝，要把我�祖宗和我�所不能ï的ʯ，放在門
徒的Ǟ¤上呢。” {SR 307.1}

�个ʯ并不是十条ɕ命的律法，象那些反
�律法的人所�的。彼得所提到的乃是那因基督被Ƈ
十字架而ī除了的Ɠ文律法。彼得的�一番言V使会Ú能冷静地ɐ听保ċ和巴拿巴述�他�在外邦
人中作工的��。 {SR 307.2}

会D的决定

雅各果断的作了他的��----上帝的旨意乃是要使外邦人享受犹太人的一切特权。圣灵的美意乃是
不将Ɠ文律法加在外邦信徒身上，使徒和�老���仔�的研究之后，
�个(2有了相同的看
法。他�的意�与上帝圣灵的意思相同。当�雅各作会Ê的主席，他所提出的最后决定乃是：“所以
据我的意�，不可� Ą服上帝的外邦人。” {SR 307.3}

雅各U�Ɠ文的律法，尤其是割礼，断不8强迫外邦人遵守，甚至也不8Ƿ他�遵守。 雅各向弟
兄�强j�，外邦人既7离了偶像而Ą向真神上帝，他�在信仰上已作了重大的7!，所以必éǙ
慎，不可拿困惑和疑 的(2ƴŃ他�，免得他�跟从基督�灰心。 {SR 307.4}

但外邦人也不可采取一种与犹太弟兄�的�解在�S上相抵触或足以引起他�Ň
的偏�的行
�。于是使徒和�老�决定写信�外邦人，吩咐他�禁戒食祭偶像的肉、淫乱，并勒死的牲畜和
血。他�也必é守上帝的ɕ命并�圣洁的生活。外邦人得到保��，那些Ƿ他�受割礼的人并没有
受使徒的委派。 {SR 308.1}

信中向外邦人推荐保ċ和巴拿巴，�他�“是�我主耶ɗ基督的名不ä性命的。”犹大和西拉奉差
与�两个使徒同去，�要向外邦人用口��明会Ê的决Ê案。上帝的�四位仆人被派遣到安提阿，
他�所*去的文R和口信6束了一切的ǽV，因��Ê决案乃是地上最高权威的声音。 {SR 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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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决定�案件的Ê会乃是由犹太和外邦各基督教会的�立人所µ成的。出席�次会Ê的有耶路撒
冷的�老和安提阿的代表，其他最有影响力的各教会也有代表在"。�Ê会并不以自己的意��万
万不能�的，但他�是依照蒙光照的判断力及由上帝的旨意所建立之教会的威信而&行Ê决的。他
�看出上帝已�将圣灵ǩ�外邦人，借此4自决定了�个(2， 他�所当行的，只是跟从圣灵的引
¡。 {SR 308.3}

他�没有叫全体信徒就�个(2&行表决。使徒和�老就是教内有感化力和判断力的人，ǂ定并
	表了那一次的命令，�命令就�各地基督教会所普遍接受了。但�次的决定并不是人人都U�M
意的，有一派假弟兄竟擅自&行工作。他�呼冤叫屈，吹毛求疵，常提供新的O划，企0破坏上帝
所命定教¡基督道理之人的工作。教会从开始就曾有�种阻Ʌ需要8付，并且直到末�，�种阻Ʌ
都会存在。 {SR 309.1}

第四十二章保�的工作

保ċ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常旅行各地，有���不�迎他的地*，有�在海上航行，
�受暴)巨浪的Ţc。他不�任何事Ȍ阻他的工作。他乃是上帝的仆人，必éĒ行上帝的旨意。他
的bV和R信所F出的信息，自古以来曾�上帝的教会*来帮助和力量。他所F的信息向我��些
生存在世界�史行将6束之�代的人，清楚�明那必要威ȑ教会的危»和上帝的百姓所必é8付的
假道。 {SR 310.1}

保ċ从�国到那国，从�城到那城，宣b基督，建立教会。他无V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人愿意
听，他就努力ȹ斥ɣ道，使人走上正路。因他的工作接受基督的人，他就把他�µĕ成�教会。不
V人数多少�件工作都作成，而且保ċ-不忘5他用如此方式所建立的�些教会。不管教会多小，
它-是保ċ照料和关°的
象。 {SR 310.2}

保ċ的圣â使他必é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用手作工X持自己的生活，建立教会，写信�已�建
立的各教会。然而在�e多性S不同的工作中， 他却声称：“我只有一件事。” 腓立比R3:13 在他一
切工作中他恒切地�守一个宗旨----效忠基督，就是当他ɯʀ他圣名并用他所能用的一切方法使别人
也ɯʀ他名的�候，向他¥的基督。他一生的一大宗旨就是要事奉并尊荣他所一度蔑@的主。他
唯一的愿望乃是~得生灵Ą向救主。犹太人和外邦人尽管反
并逼迫他，但没有什么事足以使他偏
离他的宗旨。 {SR 310.3}

保Q�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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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ċ在致腓立比教会的R信中，形容他在悔改之前和悔改之后的��。他�：“若是别人想他可以
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ɑ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
希伯来人，就律法�，我是法利´人，就,心�，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我是无可指
摘的。” 腓立比R3:4-6 {SR 311.1}

保ċ悔改之后的��是： {SR 311.2}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ļ的，因我以U�我主基督耶ɗ�至宝。我�他已�ð弃万事，看
作ȏ土，�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乃是有信基督的¶，就
是因信上帝而来的¶。” 腓立比R3:8-9 {SR 311.3}

他�去所非常重@的¶，他��看�一文不�了。他心灵的渴望乃是：“使我U�基督，ż得他复
活的大能，并且ż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不是�，我已�得
着了，已�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我不是以�自己
已�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5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ɗ里
从上面召我来得的Aı。” 腓立比R3:10-14 {SR 311.4}

一个善于适�7境的工人

且看保ċ在腓立比的地牢里，他虽然遍体痛苦 堪，但他ɢĿ的歌声打碎了午夜的沉静。在地震
敞开了ś牢的門之后，又听�保ċ的声音
śǍ的禁卒b鼓舞的��：“不要B害自己，我�都在�
里。”----每个囚犯一点都没有�，都�一个一同坐ś之人的在"所抑制。那禁卒U�到那支持着保ċ
的信仰的�在，便%(得救之道，6果他和他的全家都加入了基督那遭受逼迫之門徒的¢体。 {SR

312.1}

再看保ċ在雅典，立在Î略巴古的Ê?面前，以科学
付科学，以Ǻ¿
付Ǻ¿，以哲学
付哲
学。%注意他如何用上帝之�所生的机智，向他�指出耶和d�所不U�而敬拜的“未�之神”，又引
用他�自己ă人的�形容上帝�他�的父，他�是他的儿女。且听保ċ在那ƙJ|念流行而人类的
人权不�社会所承U的�代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Ų大真理，宣称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
全地上，”于是保ċ又�明， 上帝恩典和慈怜的旨意如何象一Ǹ金a，交ĕ在他
待人类的一切作�
之中。他“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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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离我
�各人不=。”再听保ċ在非斯都的ƍ庭中b道，Î基帕王因福音的真理受感�，便感ƣ�：“你��
Ƿ我，几乎叫我作基督徒了。” {SR 312.2}

保ċ以何等Ȃ恭的礼貌，指着自己的Ƅć回答�：“无V是少Ƿ是多Ƿ，我向上帝所求的，不但你
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象我一�，只是不要象我有�些Ƅć。” {SR 313.1}

保ċ的一生就是���去的。照他自己所�的，他“屡次行=路，遭江河的危»，盗Ǆ的危»，假
弟兄的危»。受Ĝ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ȓ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 哥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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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R11:26-27 {SR 313.2}

他�：“被人咒ĺ，我�就祝福，被人逼迫，我�就忍受，被人ūʆ，我�就善Ƿ。”“似乎Ĩ愁，
却是常常快�的，似乎ƯŌ，却是叫e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都有的。” 哥林多前R
4:12; 哥林多后R6:10 {SR 313.3}

[中�道

保ċ虽然�期作囚犯，但主仍然用他推&他的特别事工。保ċ的Ƅć将要成�散播基督知�的工
具，并借此荣耀上帝。当保ċ从一个城被解到另一个城受ƫ�， 他�耶ɗ所作的��和他自己悔改
的有趣��，在君王和官�面前b�出来，使他�
于耶ɗ的真理无可推ʚ，6果成千上万的人信
从了耶ɗ，并因他的圣名�喜。 {SR 313.4}

在保ċ航海的旅程上我看出上帝的特别旨意成全了。上帝的O划就是要船上的水手在保ċ身上看
出上帝的能力，同��外邦人也能听到耶ɗ的圣名。好使e多人因保ċ的教Ï并因看�他所行的神
迹得以悔改信主。君王和臣宰都�听保ċ的bV；当他靠圣灵的能力,心Fb耶ɗ并叙述自己的�
��，他�就深深感悟到耶ɗ确是上帝的儿子。 {SR 314.1}

第四十三章保�和彼得殉道

使徒保ċ和彼得在他�的工作上多年以来是相隔很=的，因�保ċ的工作乃是把福音F�外邦
人，而彼得ª特别�犹太人作工。但由于上帝的*3，二人都要在世界的大都市�基督作��，并
在那里流出É血作�后代e多圣徒与殉道者广大“庄稼”的“种子”。 {SR 315.1}

¨在保ċ第二次被捕的同�，彼得也被捕，下在ś里。彼得曾`极而成功地揭露行邪¬的西門的
ġ¬并破坏他的e多阴ǒ毒O，以致招惹当局特别的仇恨。行邪¬的西門曾跟彼得到ċz，反
并
Ȍ阻福音的工作。尼ċ皇帝是迷信法¬的，所以雇用�西門。故此他
彼得非常ŋ怒，因此下令逮
捕他。 {SR 315.2}

在保ċ第一次被ś禁期�，皇帝家庭里的一些人和其他有声望的人，曾悔改信奉基督，故此皇帝

保ċ的仇恨更�加深。所以他使保ċ第二次的ś禁，比第一次的=�ö酷，�他很少F福音的机
会； 同�尼ċ决定一有似是而非合适的借口，他就要把保ċ治死。尼ċ
保ċ在最后受ƫ�所�之
�的力量，印象深刻，使他ŊŊ不予判决，既不开Ĥ，也不定罪。但不久，N于宣判了，判定保ċ
&入殉道者的坟墓。但因他是ċz公民，按律法不能施以酷刑，所以判EƋ首。 {SR 315.3}

彼得既被@�‘外籍’的犹太人，故被判受鞭打，并Ƈ十字架。彼得一想到�种可怕的死，就回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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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耶ɗ受ƫ�所犯否U基督的大罪；他唯一的思想是，在�他象他的夫子一�Ƈ死，他不配�
得��的光荣。彼得已�真Ċ地悔改，并蒙基督�予他喂养群羊的崇高使命，表明他已�ǵ恕了
他；但他-不能ǵ恕自己。就是想到最后可怕情景�的痛苦，也不足以减T他�罪ĨB悔恨的苦
楚。他向Ē行死刑的人最后的要求是，�他�朝下倒Ƈ十字架。他�准了他的要求，于是�个Ų大
的使徒就��去世了。 {SR 316.1}

保ċ被秘密地解往刑"。因�逼迫他的人ɲ于他广大的感化力，惟恐有人看�他从容就¶而Ą依
基督，故此准e在"看的人极少，可是那些押解他的无情的士兵，听到他的言h，看到他ď死�所
表愉快甚至喜�的神情，也感到§异不置。
于一些看�他殉道的人，他那ǵ恕Ë害他之人的精
神，和始N依靠基督而毫不�Ì的信心就成了“活的香气”叫他�活。 不止一人，不久就接受了保ċ
所宣b的救主，并且大无畏地用É血印�了他�自己所信的道。 {SR 316.2}

保ċ的一生，直到最后一刻，都在�他�去在哥林多后R中所b的道乃是真理：“那吩咐光从黑暗
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照在我�心里，叫我�得知上帝荣耀的光，¥在耶ɗ基督的面上。我�有�
宝放在瓦器里，要¥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我�四面受Ň，却不被困
住，心里作 ，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ð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着耶ɗ的死，使
耶ɗ的生，也¥明在我�身上。” 哥林多后R4:6-10他所以能承担�些事，并不是在乎自己，乃是由
于充M在他心中的圣灵的工作，使他所有的心意都¯服基督。他自己的生活既然能作�他所宣b之
真理之�例，就使他的言行	ź感服人的能力，先知�：“�心依Ÿ祢的，祢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
�他依靠祢。” 以´ÎR26:3 就是保ċ�上所表的�种天ǩ的平安，吸引了e多人接受福音。 {SR

317.1}

��，保ċ仰望着那广大的将来，没有一点犹疑，也没有一点畏惧，只有喜�的盼望和,切的期
待。当他站在殉道之E�，他没有看�ʤ子手手中ĝ亮的大刀，也没有看�那即将吸收他É血的草
地；他却抬�从夏天蔚½的天空看到永生上帝的宝座。他所�的是，主啊，祢是我的安慰、我的福
分。我何�能n抱祢呢？我何�能4眼瞻仰祢？ 再没有使人@a模糊的幔子相隔呢？ {SR 317.2}

保ċ在他世上的一生中*着天国的气氛。凡与他交接的人都感受到他因与基督�ĥ并与天使相伴
而生的影响。真理的能力就在于此。圣洁的生活所自然而然，不知不�	ź的感化力，乃是�基督
教所能作的最折服人的b道。ǽV即使叫人无言可答，可能只是激起人的反
，但一个虔敬的榜�
却具有一种人无法完全抵拒的力量。 {SR 318.1}

保ċ忘5了他自己所将受的痛苦，只深切关°他所要Ā留在世的門徒，他�要去8付世人的偏
�、仇恨和逼害。他再三述�上帝
于�¶遭逼迫之人所	极大宝Õ的8e，想借以�固及鼓励那
几个陪他走到刑"的基督徒。他向他�断言，上帝所�一切关乎他受#�忠心的儿女的�，没有一
句会落空。他�要兴起	光，因�主的荣光将要	照耀他�，当主的荣耀¥的�候，他�就要
穿上d美的衣服。他�或e要因百般的#探而心情ť�沉重，他�或e缺乏属世的舒适，但他�-
要鼓励自己的心�：“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提摩太后
R1:12 他的õƱ必会N6，而和平快�的曙光和正午的ƾ耀必要来到。 {SR 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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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救恩的元ì，已�帮助他的仆人Ày好去8付那最后的大斗争。保ċ既被基督的Ǿ牲所救
ɂ，又有他的宝血洗³一切罪ƶ， 并且披上了他的公¶，他就在自己身上，有确�的�据，知道他
的灵魂在救ɂ主的眼中看�宝Õ。他的生命已�和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所以他确信那P×了死
亡的主能保守保ċ所交托�他的。保ċ的心握住救主的8e：“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翰福音
6:40 他的思想和指望都集中于他的主的第二次降ď。当ʤ子手的刀落下，死亡的阴影ǰ罩在�殉道
者的心灵�，他最后的思想一ǆ而到复活的早晨去迎�那ǩ生命的主，主必要�迎他&入蒙福之人
的喜�。 {SR 318.3}

自从年迈的保ċ�上帝的道和耶ɗ基督的��流出他的É血以来，几乎二千年已��去了，没有
人�后来的世代据�5��一个圣徒最后的情景；幸有《圣�》�我�保存了他ď死的��。他的
言h象嘹亮的号筒流F万世；他的勇气加强了千万�基督作��的人，他那×利喜�的回声鼓舞了
千万被ĨB所²倒的人�：“我在被ȍ奠，我离世的�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打�了。当跑的
路我已�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的冠冕�我存留，就是按着公¶ƫ判的
主到了那日要ǩ�我的，不但ǩ�我，也ǩ�凡�慕他¥的人。” 提摩太后R4:6-8 {SR 319.1}

第四十四章大背道

当耶ɗ向門徒Ķ示耶路撒冷的N局，和他第二次降ď的景象�，他也À言到他被提升天离开他
�，直到他在能力和荣耀中回来拯救他�的一段�期中所要��的事。救主从橄ȕ山上眺望到那就
要ď到使徒�代教会的)暴，并且更&一步看到更遥=的未来那要在黑暗与逼迫�期中Ţc他信徒
的狂)暴雨。他用了�略的意¶重大的几句�，À言到世界上的�治者
待上帝教会的手段。跟从
基督的人必é奔走他�的夫子所走�的屈辱，ʑ蔑和痛苦的道路。那爆	在世界的救ɂ主身上的仇
恨，也必ď到一切信他名的人�上。 {SR 320.1}

早期教会的�史��了救主的�，地上和阴�的^力都起来，要与那住在他信徒之中的基督相
抗。异教À�到，如果福音得×，ª异教的庙宇和祭Ƙ都要一Ǝ而光；故此他��?了所有的力量
来消Ź基督教。逼迫的火焰点燃了，基督徒ßm被剥ƪ，被逐出家园，他�“忍受大争P的各�苦
 ，” “忍受……\弄、鞭打、捆Ƅ、ś禁、各等的磨û。” 希伯来R11:36 e多人用自己的血印�了
他�的��。不VƯ富、ÕŜ、智愚、都被无情地Ë害。 {SR 320.2}

撒但虽然用暴力来摧ū基督的教会，但他的一切努力NĄ徒然。当�些忠心高Å真理旗ɧ的勇士
在他�的ǫ位上倒下�，耶ɗ的門徒于其中殉身的大斗争并未就此停止。他�借着失Ò得×了。上
帝的工人固然被Ë了，可是他的圣工却Į步前&。福音�]F开，信从之人的数目也不断增多。它
突破了无法&入的地区，甚至福音F到ċz的御·中。有一个基督徒，向一些推�逼迫的异教官�
申ǽ�：“你�可以Ë死我�，残害我�，定我�的罪……你�的不公正足以�明我�的无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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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残暴并不能使你�成功”�种逼迫反而成了更有力的邀%，叫他人也来接受他�的信仰。“我�被
Ë的次数越多，我�的人数也会越多，基督徒的血乃是福音的种子。” {SR 321.1}

千万人被ś禁被残Ë，可是另有人起来Ó充他�的空位。那些�信仰殉身的人便Į是属于基督的
了，他也U他��得×者。他�已�打了美好的仗。当基督再来�，他�将要接受荣耀的冠冕。基
督徒所忍受的苦 ，使他�彼此更�接近，并更4近他�的救ɂ主。他�生活的榜�和ď死的�
�，�常�真理作�，而且在人所最 意料之E，撒但的臣仆离开了他的行列，投身于基督的旗ɧ
之下。 {SR 321.2}

与异教妥W

于是撒但Ş立了新的O划，把他的旌旗插在基督的教会当中，以便更有效地
上帝的政府作P。
若是基督的門徒能被Ɗ惑，招致上帝的不悦，那么他�的力量，勇毅和�定，必要衰Ò，而他�就
容易地成�他的ʞ物了。 {SR 322.1}

那大仇Ň撒但��企0借着欺ġ的手段来i到他用武力所未能i到的目的。逼迫停止了，代之以
属世的兴盛和世界尊荣的危»的引Ɗ。拜偶像者被引3只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一部分，但拒�了其他
主要的真理。他�口�上承U耶ɗ是上帝的儿子，并相信他的死和复活；可是他�并不自�有罪，
也不感到有悔改或心灵更新的必要。他�既然作了某些�步，就建Ê基督徒也8�步，以便人人可
以在信仰基督的大原ª上¢6起来。 {SR 322.2}

如今，教会便E于极其可怕的危»之中了。ś禁、苦刑、火焚和刀Ã比起来倒要算�福分。有些
基督徒�定不移，宣称他�决不能妥ŀ。其他的人ª推V�，若是他�放弃或修改他�信仰的某些
方面，与那些接受了基督教一部分信仰的人�合，借此或可能使他�ş底悔改。�是忠心的基督徒
深�痛苦的�期，撒但披着ƚ装基督教的外衣混入了教会，�要Ò坏他�的信仰，并使他�的心7
离真理之道。 {SR 322.3}

最后，大多数的基督徒同意降低他�的�准，于是基督徒与异教�合起来了。 拜偶像者虽然口称
悔改并加入了教会，但他�并没有放弃拜偶像的fÈ，只不�把他崇拜的
象改}�耶ɗ甚至z利
Î和圣徒的像而已。拜偶像Ò坏的酵如此&入教会之后，就不断地	生其毒害的作用。�ĉ的教
¶，迷信的礼Q与拜偶像的Ɠ式与教会的信仰和崇拜混ó起来了。基督的門徒既与拜偶像者�合，
基督教就被Ò坏，而教会也就失去她的Æ洁和力量了。但是�有一些人没有因�些Ɗ惑步入歧途，
他�仍�持效忠真理的�始者，>>敬拜上帝。 {SR 322.4}

在自称�基督徒的人中，向来就有两等人。一等人研究救主的生活，并Ċȶ地w法改正自己的缺
点，以求符合基督的模范；另一等人，ª逃避那暴露他��ĉ的清楚而�º的真理。即使在最良好
的情况之下，教会的分子也并非完全是真�，Æ洁和忠Ċ的。我�的救主固然教¡我�不可接收故
意放ƈ罪 的人入教；但他却曾使一些在品格上有缺欠的人与自己接近，�他�从他的教Ï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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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使他�可以有机会看出并改正自己的��。 {SR 323.1}

但是光明之君和黑暗之君中�是没有什么相干的，所以跟从光明之君的人和跟从黑暗之君的人中
�也不可能有什么相干。当基督徒同意和那些从邪教出来，但没有ş底悔改的人�合�，他�就走
上了一条离真理越走越=的路。撒但�到自己欺ġ了�么多的基督徒，便大��喜，于是他便在�
些人身上施用更大的力量，促使他�去逼迫那些仍然效忠上帝的人， 那些曾一度�Ð基督徒信仰而
后背道的人最知道如何去反
基督教的真信仰；于是�些叛道的基督徒会同一些半信异教半信基督
教的人，向基督教教¶中最主要之点&行攻c。 {SR 323.2}

�了�决反
�些披着宗教外衣，混入教会的欺ġ和可憎之事，忠心的人，就不得不作一番殊死
的Ƥ扎。《圣�》不公U�信仰的�准。宗教自由的教¶已被斥�异端，n�宗教自由的人ª遭到
恨 ，与失去法律的保�。 {SR 324.1}

���期¸烈的斗争之后，少数忠�的信徒决定，如果�叛道的教会不肯ð弃ɣ道和偶像崇拜，
他�就必é与她割断一切关系。他�看出，如果他�要听从上帝，�种分裂乃是�
必要的。他�
不敢容忍任何
灵性有致命之害的ɣ道，也不敢留下一个足以危及子子ƃƃ信仰的榜�。�求和平
与¢6起�，他�尽可�步，只要不妨碍他�
上帝的忠ȵ；可是他�U�如果必éǾ牲真理的原
ª去}取和平，其代价ª太高了。如果�求¢6而必é在真理和正¶上妥ŀ，那么，就�它分裂
吧，甚至P争也在所不O。�个鼓舞当�那些�定不移的圣徒的原ª，如能在代自称�上帝子民
之人的心中复活�来，教会和世界就都必�益。 {SR 324.2}

使徒保ċ宣称：“凡立志在基督耶ɗ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提后3:12 但是在�什么逼
迫似乎大大消没了呢？ 惟一的原因，就是教会已�效法了世界的�准，所以激不起任何反
。今日
的宗教，已�失去基督及使徒�代信仰的Æ洁和神圣的特S。基督教之所以能博得世界大群的Ŀ
e，乃是因�它与罪 妥ŀ的精神，因�
《圣�》Ų大真理的漠不关心，并因�缺乏活的敬虔。
只要恢复早期教会的信心和能力，ª逼迫的)云必将再起，逼迫的火焰也必复燃。 {SR 324.3}

第四十五章不法的�意

使徒保ċ曾在帖撒ċ尼迦后R中À言日后的大背道，其6果就是ċz天主教^力的建立。他�在
基督复ď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Ȓ之子¥露出来；他是抵Ƣ主，高抬自
己，超�一切称�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使徒保ċ接着&
一步警告他的弟兄��：“那不法的Ĳ意已�	�。” 帖撒ċ尼迦后R2:3-4, 7 在那早期的�代，他已
看到种种ɣ道渗入教会，要�ċz教的	展Ày道路。 {SR 326.1}

�“不法的Ĳ意”起初是在偷偷中静静地	�的，及至它^力日增博得人心之后，它便逐ħ更公开
地&行那欺ġ人类，ɯʀ上帝的工作。异教的)俗fÈ几乎是在人不知不�之中潜入基督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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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在异教徒中所受¸烈的逼迫，一�抑制住妥ŀ和依从世界的)气，及至逼迫停止，基督教F&
王ƍ和Õ族之�之后，教会便失掉了基督与使徒�的Ȃ卑与�朴，效法了异教僧人和官僚的傲慢和
虚荣。 并且ī除了上帝的要求，而代之以人�的理V和ĀF。在第四世æ初叶，君士坦丁皇帝在表
面上的悔改信教，曾引起大�欣，世俗就披上公¶的外衣，步入教会之内。从此以后，腐化的工作
迅速&展。异教虽在表面上消声匿迹，但�º上她却是征服者。她的精神控制了教会。她的教¶，
Ɠ典及迷信，都ʃ和在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信仰与敬拜之中了。 {SR 326.2}

基督教与异教�的妥ŀN于m生了À言中所b的“抵Ƣ主，高抬自己”超�上帝的“大罪人”。�ȣ大
的虚ƚ宗教制度，乃是撒但权^的杰作----是他使自己登上宝座，按己意�治世人所作一切努力的6
晶。 {SR 327.1}

�要�取世俗的利益及尊荣起�，教会便被引Ɗ去÷求地上大人物的Ŀ助与支持；她既然��拒
�了基督，就&一步被Ɗ惑去效忠撒但的代表----就是ċz天主教的教皇。 {SR 327.2}

ċz天主教的¥要教¶之一，就是声称教皇�基督普世教会的看得�的元首，具有至上的权威，
可以管理世界各地的主教和教牧人?。更有甚者，就是教皇僭称了上帝的尊号。 {SR 327.3}

撒但熟知《圣�》能使人洞悉他的ġ¬，并抗拒他的权力。W世界的救主，也曾G用《圣�》抵
Ƣ他的Ţc。他每一次&Ţ，基督皆迎之以永生真理的盾牌，�：“�上5着�”。在他8付仇Ň的每
一提Ê�，他-是G用《圣�》的智慧和能力， 所以撒但�要X持他�治人类的权力，并建立ʈ位
者教皇的威权起�，他就必é使人
于《圣�》�久蒙昧无知。《圣�》必是高Å上帝的，必是把
有限的世人置于8有的地位上的，故此撒但必éĲ蔽及²抑其中神圣的真理，ċz教会所采用的就
是�个Ǻ¿。数百年之久，她禁止《圣�》的	行，禁止人ŷ�《圣�》，也不准他�家里有《圣
�》，只�一班无原ª的神父和主教�曲解《圣�》的教Ï以支持自己的虚ƚ，在�种情形之下，
教皇便几乎被公U�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ǿ有�治教会与国家的威权了。 {SR 327.4}

撒但既把那辨明ɣĉ的《圣�》除掉，就可任意妄�了。先知的À言��，ċz教皇必“想改!Q
期和律法。” 但以理R7:25 �种工作，他迅即下手Ņ#了。�供�异教徒悔改信主的人一种偶像崇
拜的代用品，以促&他�在表面上信奉基督教起�，偶像及圣物崇拜便ħħ潜入基督教的敬拜之
中。在一次宗教会Ê上，N于建立了天主教会的偶像制度。�要巩固�种ɯʀ的)俗起�，ċz教
竟敢擅自从上帝的律法中Ɖ掉那禁止人拜偶像的第二ɕ，并把第十ɕ分�两条，以Ó足其数目。 {SR

328.1}

向邪教�步的精神开了一条門路，使人更&一步忽@上天的权威。撒但也企0ɝ改第四ɕ，想要
ī除古F的安息日，就是上帝所分别�圣并ǩ福的日子 （��世æ2:2-3）而高Å外邦人所遵守
的“可敬之太阳日”来代替它。 �¤改!起先并非公开	�，在第一世æ，所有基督徒都守真安息
日。他��上帝的荣耀	,心，并相信他的律法是不可改!的，所以他�,心X�每一条律法的神
圣性。但撒但却极其狡猾地利用他的代理人去i成他的目�。�要吸引人注重星期日起�，星期日
便定�æ念基督复活的Q期。在�日他�Å行宗教礼拜；但仍被@�Ś�的日子，而安息日ª仍被
守�圣日。 {SR 328.2}



6/19/14, 5:03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30 of 171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area=publication&id_pub=85…rt_paragraph=1003642728&finish_paragraph=1003644762&references=1

在君士坦丁�是异教徒的�候，他ǧ布了ʢ令，将星期日定�全ċz帝国的公共Q期。他信奉基
督教之后，仍竭力倡¡星期日，�了他的新信仰，加强他那异教性S的ʢ令。但
于�个日子所表
示的尊敬�不足以阻止基督徒遵守安息日�耶和d的圣日。&一步的措施必é采取；ƚ安息日必é
被高Å与真安息日同等。在君士坦丁的ʢ令ǧ布数年之后，ċz的主教�星期日加上“主日”的称呼。
如此便使人ħħ以��一天具有某种程度的神圣性。但原来的安息日仍然遵守。 {SR 329.1}

那大ġ子仍未完成他的工作，他决心要将基督教界置于自己的麾下，并利用他的代表，就是那自
称�基督代表的傲慢教皇，去行使他的权力。他利用那些半悔改的异教徒，野心勃勃的主教，和Ɣ
�世俗的信徒，去i成他的目的。�常Å行宗教大会，召集世界各地教会的大人物来参加。 几乎在
每一次会Ê中，都把上帝所制定的安息日Ɉ抑得更低一点，同�把星期日相8地提高。因此，�异
教徒的Q日N于被尊�上帝所w立，而宣称《圣�》的安息日�犹太教的Ā物，并�遵守安息日的
人都要受咒Ȯ。 {SR 329.2}

�罪大 极的背道者在“高抬自己，超�一切称�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事上，已�成功了。
上帝的ɕ命中，只有一条向人类明确指出真�的永生上帝，而撒但竟敢把它更改了。第四ɕ¥明上
帝是�造天地的主，借此就将他与一切假神区别出来，第七日之所以分别�圣，作�世人休息的日
子，乃是�要æ念�造之功。w立安息日的原意，是要人在思想中�常5念永生上帝�他�的源
�，和尊崇敬拜的
象。撒但竭力要3人不忠于上帝，不¯从他的律法，因此他便特别致力于攻c
那指明上帝��造主的ɕ命。 {SR 330.1}

今的基督教徒声称基督既在星期日复活，就使�日成�基督教的安息日，但却缺乏《圣�》�
根据。基督和他的門徒并没有如此尊荣�一天。以星期日�基督教圣日的制度，乃是那“不法的Ĳ
意”所首�，而�个^力在保ċ的�代已�	�其工作。%(，何�何地上帝曾收ř�教皇制度所生
的孩子呢？有什么有效的理由可以左袒《圣�》所不U可的!更呢？在第六世æ，ċz天主教已�
�强地建立起来了。她权力的宝座安置在ċz帝国的首都， ċz主教被称�全教会的元首。异教已
��位�ċz教了。那“®”已�“将自己的能力，宝座和大权柄都�了那Ż。” Ķ示�13:2 在但以理
和Ķ示�中所À言教皇施行逼迫的一千二百六十年从此就开始了（但以理R7:25;Ķ示�13:5-7），
基督徒必é:�，或ð弃自己的忠ȵ，去接受ċz天主教的Ɠ文与敬拜；或要在牢Ǎ中消磨自己的
生命，在ɉ架上、火刑柱上或在ʤ子手的斧下受死。耶ɗ以下的�，此�便8�了：“W你�的父
母、弟兄、4族、朋友、也要把你�交官；你�也有被他�害死的。你�要�我的名，被Ú人恨
 ，”（路加福音21:16-17）忠心的信徒所受的逼迫空前的凶猛，以至当�的世界成了一个广大的P
"。数百年之久，基督的真教会必é在Ōľ僻壤人迹罕到之E避 。先知如此�：“ĵ人就逃到ȳ
野，在那里有上帝�她Ày的地方，使她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Ķ示�12:6 {SR 330.2}

黑暗�代

ċz天主教开始掌权的�候，也就是黑暗�代的开始。她的^力越�增强，黑暗也就越�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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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信仰便从那真的根基基督，7移到ċz的教皇身上。人不再信Ÿ上帝的儿子以�得赦免和永久
的救恩，却仰望教皇和他权威的代表人----神父与主教。他�受教�，教皇是他�地上的中保，若不
借着他，无人能&到上帝面前；并且又&一步�，
他��，教皇是站在上帝的地位上， 所以人人
必é全心¯从他。偏离他的命令，就足以使最ö厉的刑Ʊď到自己的身体和灵魂。 {SR 331.1}

人的心思便��=离了上帝；7向容易犯�，正在犯�与残忍的人，啊，更是7向那借着�些人
行使他^力的黑暗之君了。罪 披上了圣洁的外衣。每当《圣�》被Ɉ抑，人@自己�至高之�，
其6果-不外乎ȧȠ、欺ġ、和使人卑下的罪孽。人的律法和ĀF既被高Å，ī弃上帝律法所必引
起的Ò坏就出了。 {SR 332.1}

危A的日子

那�乃是基督的教会遭遇危»的日子。忠心高Å真理旗ɧ的人�在寥寥无几。�真理作��的人
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但有�异端与迷信似乎要全然得×，而真�的宗教信仰似乎要从地上消Ź。人
已�看不到福音的真光，但宗教的形式却有增无已，Ú人都因宗教的种种ö格ã条而不×其苦。 {SR

332.2}

人受教非但要仰望教皇�罪人的中保，同�也要靠自己的行�ɂ罪。�途跋涉朝圣、修苦行、拜
圣物、以及建造教堂、神ʦ、祭Ƙ、并捐献巨款�教会----�些事，以及ƹ如此类的行�，是要用来
平息上帝的怒气，并�得他恩ŧ的，似乎上帝与人一�会因ǟ事而�怒，并可用礼物或苦行以熄Ź
他的怒气。 {SR 332.3}

一世æ一世æ�去，已�到从ċz天主教会F出来愈来愈多�ĉ的教¶， 甚至在ċz教皇制度尚
未成立之前，异邦哲学家的教Ï，就已受到教会的重@，并在教会中	生影响。e多自称悔改信教
的人仍然固守异教哲学理V的信条，不但自己�]研究，也鼓励别人研究，以此�在异邦人中	展
圣工感化力的一种手段。因此，e多ö重的�ĉ便混入基督教的信仰之中了。其中¥著的一个异
端，就是人的灵魂不死，和死人仍有知�的道理。�种教¶奠定了根基，ċz天主教在其上建立了
圣徒的�人代求及ȵ女z利Î的崇拜。从此也Ř成了N身不悔改之人永=受苦刑的异端邪�，�邪
�早已ř入ċz天主教会的信仰之中。 {SR 332.4}

��就�异教所�的另一个ɣVÀy了道路，就是ċz教会所称�“ŔǍ”，用以恫吓愚夫愚ĵ与
迷信之徒的道理。�种异端声称，有一个忍受酷刑的所在，凡未到永Ȓ地Ǎ程度者的灵魂，便要在
ŔǍ里�自己的罪受Ʊ，及至渣滓被Ŕ³之后，他�便可升入天堂。 {SR 333.1}

ċz教会�要从信徒的恐惧和罪 生活上0利起�，必é另有一种虚Ř。�从特赦ɂ罪券的道理
中得到了。8e是，凡参加教皇p役的人，或去Ʒ9他在世上的3土，或去ȐƱ他的Ň人，或去消
Ź那些反
他属灵的至上威权的人，他��去、在和将来的罪都可全部赦免，而且他�所8受的
痛苦和刑Ʊ也可同�勾消。人又受教�，借着捐款�教会，他�也能脱罪自由，甚至可以Ĥ放那在
ŔǍ火焰中受痛苦的已故4友的灵魂。 用�些方法，ċz教廷便金îMƮ，得以X持那些冒称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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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没有枕�的地方”的主的代表者的奢侈ź霍与罪 的生活。 {SR 333.2}

��，《圣�》上的圣餐礼Q已被拜偶像式的弥撒祭所代替了。ċz教的神父�ƚ称他�竟能借
着他�那种无意¶的画符念咒把普通的酒和ç!成�º的基督的肉与血。他�°着ɯʀ僭越的心意
公然宣称自己有“�造他��造主”的权能。一切基督徒在死亡痛苦的威ȑ下，必é承U相信�种可憎
的，侮辱上天的异端。拒�的人ª被火焚。 {SR 334.1}

ċz天主教廷的正午，正是世界道德的午夜。不但一般人民几乎都不知道有圣徒存在，W神甫�
也是如此。象古�的法利´人一�，ċz天主教的3袖�恨 那¥明他�罪 的真光。上帝的律法
本是公¶的�准，��既被ī除，他�就能横行无忌尽情作 。各种欺Ƞ、Ɣ欲、淫Ŭ的行�到E
)行。人�只要有名有利，就无所不�。教皇和主教�的ƍ廷成了极度荒淫邪 的"所。一些教皇
的罪 可憎之至，W世俗的官吏也U�他�是 毒的妖怪，无法容忍其在位，要w法ƀ免他�。数
百年之久，在学(、Ö¬和文化方面都毫无&步。一种道德和智力上的麻痹ď到了当�的基督教
界。 {SR 334.2}

第四十六章早期的改革家

在ċz教掌权的悠��期中，全地都黑暗了，可是真理的光并未全然消Ź。每个�代都有上帝的
��人。他�ɹ信基督�上帝与人类之�的唯一中保，他�以《圣�》�人生的唯一指南，他�也
遵守安息日�圣日。后代的人永不会充分ı��些人
全世界所有的ȁ献。当�人竟ʑ告他��叛
教徒，侮蔑他�的�机，破坏他�的名誉，他�的作品被禁止	行，或被ʋʆ和ɝ改。可是他�并
不�Ì，却世世代代保持自己信仰的Æ洁，作�F�后代的神圣基;。 {SR 335.1}

《圣�》所受到的摧残十分猛烈，故此有些�期所存在的《圣�》册数及少；然而上帝并没有�
人将他的�完全除Ź。其中的真理也不是可以永=埋没的。上帝从前怎�打开śǍ的Ü門，�要解
救他的仆人，他也能很容易地将那束ȫ生命之道的Ƅć解开。欧洲各国都有人受上帝圣灵的感�÷
求真理，如同÷找Ĳ藏的ß宝。上帝先引¡他�找到《圣�》，于是他�便,切的研究其中神圣的
篇u。他��接受真光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他�虽然未能洞悉其中的一切教Ï，但有e多埋没了多
年的真理却被他�	了。 于是他�以天国ɛ差的身分，出�撕断ɣ道和迷信的Ƅć，并号召那些
久受奴役的人起来争取自由。 {SR 335.2}

�候已�来到，必é把《圣�》翻Ǖ出来，使各地人民都能有自己方言的《圣�》。世界的午夜
已�；黑暗的�辰ħħ消逝，e多地方已有清晨的曙光出。 {SR 336.1}

宗教改革的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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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四世æ有所Č“宗教改革的晨星，”在英国出。¨翰威克里夫乃是宗教改革的先ǳ，不>
是�英国，也是�整个基督教界。他乃是清教徒的祖先；他的æ元乃是荒野沙漠中的Ý洲。 {SR 336.2}

主依其美意曾将改革的工作委托�一个才学卓越的人，以便增&他工作的威信。�会使藐@的声
音止息，并防止真理的Ň人ʉȝ真理事;的捍Ð者�愚夫，借此使人不相信�个工作。威克里夫学
;完成之后，便下手研究《圣�》了。他在《圣�》中找到了他�去所多方÷找而未能÷�的真
理。在《圣�》中，他看到救恩的O划Ķ示出来，并看�基督被高Å�人类唯一的中保。他看明ċ
z天主教已�离弃了《圣�》的道路，走在世人ĀF的途径之中。他献身要�基督服�，决心要宣
ŕ他所	的真理。 {SR 336.3}

威克里夫一生最大的工作，乃是将《圣�》Ǖ成英文。�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英Ǖ本的《圣�》。
那�印刷¬尚未	明，所以要增加《圣�》数目，唯一的t法是用手抄的方法慢慢辛苦的ʨ写； 虽
然如此，�¤工作仍然完成，英国人民得到了用他�自己的h言Ǖ出来的《圣�》。如此上帝圣言
的光芒开始射在黑暗之中。上帝的手正在�Ų大的宗教改革G�Ày道路。 {SR 336.4}

«ƹ于理智的t法，使人从被�的盲从教皇的教条中起来。一般上ÇƙJ的人
《圣�》都表示
�迎，那�只有�一等人是受�教育的。威克里夫��宣b了基督教教¶的特点—因信基督而得
救，以及只有《圣�》才�不会�。e多神父也参加了他	行《圣�》和宣F福音的工作；�些人
的工作和威克里夫之著作的影响非常大，以至几乎英国人民的半数接受了�新的信仰。黑暗之国	
抖了。 {SR 337.1}

威克里夫的Ň人企0阻止他的工作并Ë害他性命的努力都没有成功。他在六十一[的�候在主3
圣餐�平安去世。 {SR 337.2}

改革 	1)�展

由于威克里夫的著作，波希米Î的¨翰胡斯N于放弃了ċz教的e多�ĉ而参加了改革的工作。
胡斯象威克里夫一�，是个高Õ的基督徒，又是才学渊博�定效忠真理的人。他所引�的�文和他

于僧Ũ�荒唐腐Ò的生活的大胆ȷõ，引起了广泛的注意，6果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那更Æ³的
信仰。�事激怒了教皇、主教、神父和僧Ũ�，所以胡斯N于奉命出席君士坦丁的宗教会Ê去�倡
¡异端的罪名受ƫ。德国的皇帝	�他通行�照， 而且他到i君士坦丁之后，教皇�4自向他保�
不会有人B害他。 {SR 337.3}

在�期ƫğ的�程中，胡斯一直�持真理，最后他必é:�或是收回自己的教Ï，或是遭受死
刑。他Ɂ:了殉道者的N局，便在4眼看�他所写的R籍被焚Ô成灰烬之后，他本人也被捆在柱上
被焚。上帝的�个忠仆在会"中，教会和国家的e多¥Õ人物面前
ċz天主教会的腐Ò罪行，曾
提出öǮ而忠Ċ的抗Ê。他之被E死刑，无耻地Ɵ犯了最öǮ而公开的保�的ł言，向全世界暴露
了ċz教会卑鄙而残酷的手段。��，真理的Ň人在无意之中恰好推&了他�所妄想消Ź的事;。
{SR 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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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迫的^力虽然强烈，但在威克里夫去世之后，
流行的腐Ò的宗教信仰，�]有人提出沉着、
虔Ċ、ȶ切、而恒忍的抗Ê。e多人象使徒�代的信徒一�，�基督的事;慷慨地Ǿ牲了他�属世
的ß物。 {SR 338.2}

ċz天主教作了狠命的努力，要巩固并推展他�的^力。但当教皇�依然以基督的代表自居�，
他�的生活却极度腐化，令人民憎á。借着印刷¬	明之助，《圣�》的流F更�广泛，e多人因
而看出天主教的教¶并没有《圣�》的根据。 {SR 338.3}

每当一个��人被迫放下真理的火炬�，另一个人就把它接�来并以无畏的勇气高Å起来。争P
已�开始，其6果不但要恢复个人和教会的自由，也要恢复e多国家的自由。 一百年之后，有人伸
手和威克里夫�代的洛拉尔德派的人握手。在z丁路德的3¡之下，改革G�在德国开始了，在法
国有加尔文Fŕ福音，在瑞士有ŭ文黎。当“宗教自由”的口号从一国响到另一国�，全世界就从�期
的昏睡中�醒起来了。 {SR 338.4}

第四十七章�丁路德

在一切蒙召引3教会脱离教皇制度的黑暗而走向更Æ³之信仰的人中，z丁路德是站在最前哨
的。他是一个火,、殷切、忠�的人。除了上帝之外，他别无畏惧；除了《圣�》之外，他不承U
任何其它�准�宗教信仰的基ǉ。路德确是当代所需要的人物。借着他，上帝在改革教会和光照世
界的事上成就了一番Ų大的工作。 {SR 340.1}

有一天路德在大学的0Rę里翻ŷ0R，偶然	一本拉丁文的《圣�》。他曾在公Ú礼拜�听
�福音R和新¨R信中的片段，他曾以�那些片段，就是《圣�》的全部。��是他平生第一次看
到一部完整的《圣�》。他*着敬畏及ɫ异的心翻ŷ那神圣的篇u。他情Ģ激�地4自ŷ�生命之
道。他一面�，一面ƣ道：“惟愿上帝�我��一本R作我自己的宝！”有天上的使者在他身<，并
有从上帝宝座那里来的光照明真理的宝藏使他可以了解。固然，他向来是不敢得罪上帝的；但在
他深深�悟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种�悟是他从来所没有�的。 他那想急切脱离罪及与上帝和好的
,望，N于使他&入寺院，全心献身于寺院的生活。 {SR 340.2}

路德在每日Ĝ作上所能Q省下来的光阴，他都用来�R，甚至ī寝忘餐，1心研�。他所最喜�
研究的乃是《圣�》。他在修道院里找到一部《圣�》，是用ć条Ƅ在ő上的，他便�常到那里去
ŷ�。 {SR 341.1}

后来路德被封�神甫，又�威丁堡大学聘他担任教授，他就离开了修道院。在大学里，他1心研
究原文《圣�》。他又开始b授《圣�》，将ă篇、福音R和新¨R信b�成群�喜听道的人。那
�他已�是很熟悉《圣�》的了，而且有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他的口才吸引住了他的听Ú，他使
真理¥得清楚有力，使Ú人感悟而折服，他的,忱熔化了他�的心。 {SR 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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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帝的安排，他有一次决定到ċz城去ō(。教皇曾ǧ布御旨，8e凡双膝下跪攀登所Č“彼
拉多ƙ梯”的人，他�的罪都可得蒙赦免。有一天路德正在攀登�个ƙ梯�，忽然有一个声音象雷霆
一�似乎
他�：“¶人必因信得生。” ċzR1:17 他立即羞愧惶恐地站起身来，离开他的愚行之
E。那一Q�文在他心中ʰN具有大力；从那�起，他更清楚地看出，靠自己的行�得救是多么愚
妄，并看出自己必é�常信靠基督的功Ĝ。他的眼睛已被打开，看�了ċz教廷魔鬼式的欺ġ，而
且今后永不会再盲从。 当他掉7脚步离开ċz的�候，他的心也就永=7离ċz了。从那日起，他
与ċz之�的分离越来越=，直到他与ċz教会完全�交�止。 {SR 341.3}

路德从ċz回来之后，便在威丁堡大学得到神学博士学位。��他能比早先更自由地1心研究
《圣�》了。他已�起了öǮ的誓¨，愿意N身�心研究上帝的�，并忠�地Fb上帝的�，不b
教皇的言V和教Ï。他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修道士或大学教授，而是正式被任命�b解《圣�》
的人。他已蒙召作牧人，喂养上帝渴慕真理的羊群。他�定的声称，除了那以《圣�》的权威�基
ǉ的教Ï之外，其它的言V，基督徒8当一概拒�。�句�直接打c到教皇至高权威的根基，并且
包含着宗教改革G�的基本原ª。 {SR 342.1}

��路德便挺身而出，成�真理的P士。他常在b台上	出ĊȶöǮ的警告。他向人�明罪 的
可憎性，并教Ï他�，人决不能靠自己的行�减T自己的罪愆或逃避其刑Ʊ。罪人惟有向上帝悔改
并ɹ信基督，才能得救。基督的恩典是不能用H©+的；它乃是白白�人的恩ǩ。他Ƿ人不要+ɂ
罪券，却要凭着信心仰望Ƈ十字架的救ɂ主。他叙述了自己�去的痛苦��，b到他自己曾怎�妄
想靠自卑和苦修�得救恩，并向听Ú保��，借着不看自己而相信基督，他才找到了平安和喜�。
{SR 342.2}

路德的教Ï在德国普遍地引起了一般有思想之人的注意。从他的b章和著作中	出亮光，ǝ醒并
光照了成千上万的人。一个活Ǔ的信仰正在取代那�久束ȫ着教会的形式主¶。百姓
于ċz天主
教的迷信逐ħ失去信心了。偏�的障碍ħħ被拆ū了。路德所用来#�每一个教¶和主9的上帝的
圣言，正象一把两刃的利Ã一直刺入人心。EE有追求属灵�&的,望；EE有着空前ȓ渴慕¶的
心。Ú人�久仰望人�的礼Q和地上的中保。��却以痛悔及信心7向Ƈ十字架的基督了。 {SR 343.1}

路德的作品和他的教Ï已�散布到基督教世界的每个国家。改革的工作一直F到瑞士和荷ü。路
德的作品也F到法国和西班牙。在英国，人将他的教Ï@�生命之道而3受。比利�和意大利也得
到了�真理，成千的人从死亡般的麻痹状o中醒悟�来，接受了�活Ǔ信仰的喜�和指望。 {SR 343.2}

路德与Q0教廷分离

ċz教廷�决要消Ź路德，但上帝作了他的保障。他的教Ï已�到EF�----在Ġ民的茅屋里，在
修道院中，在Õ族的堡ɟ和各大学里，以及王家的ƍ廷之内，各地都有高Õ的人�起来支持他。 {SR

343.3}

路德写了一封信�德国的皇帝和ƹ候，�宗教改革G�ǽ�， 信中V到教皇�：“看��个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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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代理人竟敢如此Ů9，甚至其富g堂皇的"面决非任何皇帝所能及，真是可怕。��的人
象不象那ƯŌ的耶ɗ或那卑微的彼得呢？他�竟�，教皇是全世界的主；而他所自命代替的基督却
�：‘我的国不属�世界。’ 道一个代理人所�治的区域可以超出他主人所�治的范¦�？” {SR 343.4}

关于大学教育(2，路德写道：“我深恐各地大学若不殷勤努力解Ĥ《圣�》，并把它的真理印刻
在青年人心上，�些机关就要!成地Ǎ的門k。我Ƿ戒Ú人不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个不以《圣
�》�至上的学校。一个学校里的人若不是�常在研究《圣�》，那学校至N必要ħħ腐化。” {SR

344.1}

�个呼吁很快就F遍德国，并在Ú人身上	生了有力的作用。全国都振ø起来n�宗教改革G
�。路德的Ň人渴欲复仇，故催促教皇采取断然的措施
付他。于是教皇下令，路德的教Ï必é立
即予以制裁。他�路德和他的同人六十天的Ĉ限，如果他�在期M之后尚未反悔，就要被开除教
会。 {SR 344.2}

及至教皇的敕令交�路德�，他�：“我鄙@，我要打倒�个敕令，因�它是不虔敬悖ɣ的……�
敕令所制裁的乃是基督……我因配��最神圣的G�受苦而�喜。在我已�感到更大的自由在我
心里，因�我N于确知教皇就是那‘Ň基督的’，而且教皇的宝座就是‘撒但的座位。’” {SR 344.3}

但ċz的敕令仍然是有权力。牢Ǎ、酷刑和刀Ã究竟是有力的武器，可强迫人�¯服。 一切事上
似乎¥出改革的工作就要完6，e多懦弱的迷信之徒一听到教皇的敕令，就震§不已。虽然Ú人普
遍地同情路德，但e多人�得生命太宝Õ，不肯�改革G�冒性命的危»。 {SR 344.4}

第四十八章改革
�的�展

德皇l理第五即位，ċz的使臣急忙前来道Ƽ，并ǷƊ皇帝使用他的权力来š²宗教改革G�。
在另一方面，撒克ȅ的:候利用l理因�得皇位而
他感激，便%求l理在尚未ƫ(路德之前，不
要采取任何干涉他的行�。 {SR 346.1}

l理即位不久，便决定在俄姆斯召开德国各州的Ê会，�件事便引起了各派人士的注意。在�次
Ê会上将要±V重大的政治(2，但�些(2若和威丁堡的那个修道士的(2比起来，却¥�无足
T重了。 {SR 346.2}

l理曾À先指示撒克ȅ的:候把路德*来赴会，他也保�他的安全，并8e他可以和那些有权威
的人在所争V的(2上&行自由±V。路德ª急愿ʍ�皇帝。 {SR 346.3}

路德的朋友�却§恐9皇起来了，他�深知ċz教廷
路德的成�和 意，所以惟恐皇帝所	的
�照也不�人所尊重，他�遂ȶ%路德不要冒性命的危»。他回答�：“�些ċz教徒�并不想要我
到俄姆斯去， 只要将我定罪而E死。但�毫无关系。你�不要�我祈祷，但要�上帝的道祈祷。”
{SR 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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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在D会前

路德N于站在大会面前了。皇帝坐在御座上。帝国中的¥赫人物都在他的周¦。从来没有人出席
�比z丁路德�一次必é�自己的信仰作ǽ�的大会更�庄ö的会"。 {SR 347.1}

z丁路德居然能出席�次会Ê，�件事本身就是真理的一次¥著的×利。教皇所已�定�有罪的
人，竟要受另一个法庭的ƫ(，�º上�就等于否定了教皇的最高权威。那改革家虽然已�E于教
皇的咒Ȯ令之下，又被禁止与任何人往来，但如今却3有�照并在国内最高的¥Õ人物面前得到	
言的机会。ċz天主教会已�下令封Ľ他的口，但他却要
来自基督教世界各地的成千的人b�。
他š静而温和，同�又勇敢而高Õ地站在世上的Ų人当中，ɷ然作�上帝的��人。路德用ŝ和而
Ȃ恭的声j作答，既不激昂，也不急躁。他的Å止Ȃ恭有礼，同�也表一种信心和喜�，使会Ú
感到§奇。 {SR 347.2}

那些故意Ľ眼不看真光并�决不受真理感化的人，被路德b�的能力所激怒了，在他b完之后，
Ê会的代言人ŋ恨地�：“你�没有答复我�所	的(2。……你必é作一个清楚明确的答复。……
你究竟撤回�是不撤回？” {SR 347.3}

�位改革家回答�：“最Ǩ明的皇上和ƹ候既然要我作一个明白�>而确切的答复， 我的答复就
是��：我不能将我的信仰交�教皇或Ê会去ƫ断，因�很明¥的，他�常常犯�ĉ，并且互相矛
盾。若不是借着《圣�》的明�或清晰的推理使我信服，若不是根据我所引�的�文使我M意，若
不是使我的良心受到《圣�》的¨束，我就不能也不愿撤回�些著作，因�一个基督徒Ɵ背自己的
良心是不妥当的。�就是我的立"，此外我别无主9。愿上帝帮助我，阿�！” {SR 347.4}

�个¶人就��地立在《圣�》的Į固根基之上，有天上的光ƾ照耀在他的�上。当他指控ɣ道
的权^并�明那得×世界的信心的超越性�，他向Ú人表了他人格的Ų大和Æ洁，以及他内心的
平安与喜�。 {SR 348.1}

路德�如磐石，而世界上的权力所能	�最猛烈的)浪徒然向他Ţc。他�明�h之中所含的力
量，他那无畏的)度和沉着，富有表情的眼目，以及一言一行所表i的�强意志在会Ú身上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很明¥的，无V是利Ɗ或是恫吓，都不能使他屈服于ċz的命令。 {SR 348.2}

借着路德的��，基督已�用大能和威öb�，并一�令朋友和Ň人都Ǯ然起敬而大�§奇。有
上帝的灵ď格在大会之中，感�全国首3�的心，有几位ƹ候大胆承U路德的改革G�是公¶的。
e多人的心被真理所折服；但是有些人所受的感�只是ť�的。 另外有一批人，那�未表露他�的
意�，但��4自考l《圣�》之后，再�一段�期就成了宗教改革G�无畏的n�者。 {SR 348.3}

:候腓特烈曾�焦Ĺ地等待着路德来出席Ê会，他在深受感�地听他的演�。他4眼�到路德
的勇敢，�决和沉着，就以作他的保�者�荣。他把Ň
的双方比�一下，就看出教皇，君王和主
教�的智慧在真理的能力之下已化�ũ有。ċz教廷已遭受到一次失Ò，而其影响将要波及各代各
国。 {SR 3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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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路德¹¹�了一步，撒但和他的全p就必得×了。但由于他�定不移的忠心，教会N于�得
了Ĥ放。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代已�开始，�一个在自己的宗教信仰上，敢想敢做的人，不¹影
响到当代的教会和世界，也要影响到以后的每一个�代，他的�强和忠心将要�固每一个遭遇同�
��的人，直到末�。在那一次的会Ê上、上帝的能力和威荣已�¥露出来，超�了人的Oǒ和撒
但的权力。 {SR 349.2}

我看到路德在ȷõ罪 和倡¡真理的工作上，是火,而勤ø，胆大无畏的。他不因 人或鬼魔而
惧怕，因他知道他有一位比他�=�强大的主在支持他。路德是n有,心、勇气及胆量的，但有�
他有走向极端的危»。所以上帝兴起性情与路德恰好相反的梅ü克吞来帮助路德推&改革的工作。
梅ü克吞胆小、怯懦、ƫ慎，并大有耐心。 他也是大蒙上帝眷�的。他
《圣�》有渊博的知�，
他也有卓越的判断力和智慧，他
上帝圣工的,�不小于路德，二人的心深相契合；他�是不可分
离的密友。在梅ü克吞有胆小及Ŋŝ的危»�，路德
他的帮助很大，而在路德有操之�急的危»
�，梅ü克吞
路德也是一¤极大的帮助。 {SR 349.3}

梅ü克吞=大的眼光和ƫ慎的作)�常避免了e多困 ，那是圣工在路德一人3¡之下所必然会
遭遇的；但假使工作全交�梅ü克吞一人推�，往往它就不会有多少&展。我蒙指示，看明上帝在
Ɂ:�两个人去推�改革G�的事上所¥的智慧。 {SR 350.1}

英国和T格O得光照

正当路德向德国的人民打开关Ľ的《圣�》的同�，廷i尔在上帝圣灵的督促之下，也在英国&
行同�的工作。他是殷勤研究《圣�》的学者，并且勇敢地宣b他
真理的感悟，主9一切的教Ï
都8受《圣�》的考�。他的,忱自然激起了ċz天主教徒的反
。一个和他ǽV的搏学的天主教
教D感ƣ道：“与其没有教皇的律法，不如没有上帝的律法。”廷i尔�：“我藐@教皇和他一切的律
法，如果上帝�我活着，�不多年，我必使Ġ村中耕田的童子比你更明白《圣�》。” {SR 350.2}

�就�定了他素来所°抱的志向，就是将本国h文的《新¨圣�》献�他的同胞，于是他立�着
手工作。 全英国似乎都Ľ門不接ř他，他就决意到德国去避 。他在德国开始印行英文《新¨圣
�》，不久他出版了三千本《圣�》，同年又再版一次。 {SR 350.3}

廷i尔N于�道殉身，借此�自己的信仰作了��，但他所Ày的武器在以后的世æ中使e多其
他福音的P士，能以相�兴起作P，直到今日。 {SR 351.1}

在į格ü，福音在¨翰ł克斯身上找到了一个捍Ð者。�个忠�的改革家毫不畏惧世人。在他周
¦猛烈焚Ô着的殉道者的火焰，反而使他越	,心。当暴君的刀斧放在他Ǟ上恫吓他�，他仍屹然
而立，向左右6�地打c，大力摧ū拜偶像的 f。他就��Ȅş他的目�，祈祷，�主争P，直
到į格ü�得自由。 {SR 351.2}

在英国拉替麦在b道�主9Ú人8当用本国的文字研�《圣�》。他�：《圣�》“乃是上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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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所著作的。《圣�》分有其著作者的能力和永恒的性S。“任何君王，皇帝，官�和�治者……都
有本分¯从……他的圣言。”“我�不可行在旁門左道中，但�上帝的圣言引3我�；我�不可随从我
�……的祖宗行事，不要(他�作的是什么，但要(他�8C作的是什么。” {SR 351.3}

廷i尔的忠�朋友巴尼斯和弗黎斯也曾起来X�真理。相�兴起的�有利特理和克½麦。�些英
国的改革家都是很有学(的人，他�大多数都曾因,Ċ或敬虔而一度�ċz教会所器重。他�反

ċz教廷，乃是因�看出教廷的e多�ɣ。 他�既然熟悉巴比Ł的奥秘。就使他�反
她的��更
¥�有力了。 {SR 351.4}

廷i尔、弗黎斯、拉替麦和利特理所X�的Ų大原ª就是《圣�》的神圣权威和充足的能力。他
�拒�教皇、宗教会Ê、教父和君王在宗教信仰方面管理人良心的权威。《圣�》乃是他�的�
准，作�一切教Ï，和主9的#金石。当�些人在火刑柱上Ǿ牲他�的性命�，支持他�的，是他
�
于上帝和他圣言的信心。 {SR 352.1}

第四十九章故步自封

宗教改革G�并不象e多人所想的，在路德去世的�候就6束了。它要�]，直至�世界�史的
6束之�。路德向别人反射上帝所照射在他身上之亮光的工作固然是Ų大的，但他并没有3受上帝
所要ǩ�世人的全部真光，从那�直到如今，常有新的亮光�]照射在《圣�》上，并有新的真理
不住地向人展开。 {SR 353.1}

路德和他的同工�上帝成就了一番Ų大的工作。但他�既是从ċz教会出来的，并且自己曾�相
信并宣F�她的教¶，所以若要他�辨�其中一切的ɣĉ，就未免要求�高。他�的工作乃是要Ƥ
断ċz的枷Ƅ并把《圣�》交�世人；然而�有重要的真理是他�所没有	的，也有ö重的�ĉ
是他�所没有ð弃的，他�多数依然遵守星期日和其他天主教的Q期。固然，他�不以之�出于上
帝的权威，但他�-相信他�8C遵守�日作�一般人所承U的崇拜的日子。然而他�当中也有一
些尊重第四ɕ的安息日。在教会的e多改革家当中，那些X�一般人----W改正教徒在内----所疏忽之
真理的人8C�有特别尊Õ的地位。 �些人�持第四条ɕ命依然有效，而且人人有õ遵守《圣�》
中的安息日。当宗教改革G�将那ǰ罩着全基督教界的黑暗ǳ散�，�才	在e多地方依然有遵
守安息日的人。 {SR 353.2}

那些收�了宗教改革G�之丰富福惠的人，并没有在路德所如此勇敢开辟的道路上�]挺&。少
数人相�起来宣ŕ新的真理并揭	人所f`已久的ɣ道，但大多数人象在基督�代的犹太教徒一
�，以相信他�祖先所信的，并以祖先的生活方式�M足。故此宗教又退化而陷于形式主¶；而且
人��保守了e多ɣV与迷信。他�如果�]行走在上帝圣言之光照之下，他�早就能放弃�些ɣ
V和迷信了。如此，宗教改革G�所灌Ė的精神ħħ熄Ź了。直到各基督教会急需再行改革，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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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路德�代的ċz天主教会一�。他�表同�属灵的麻痹症，同�的尊重人的意�，同�的Ɣ恋
世俗和以人的理V代替《圣�》的教Ï。Ɲ傲与奢侈的精神在宗教的ƚ装之下滋�。各教会因与世
界�合而腐Ò了。如此，路德和他的同工所Ĝ碌Ǿ牲去X�的Ų大原ª被人践踏了。 {SR 354.1}

当撒但看出他不能用逼迫去消Ź真理�，他又采用了那¡致大叛教及助�了ċz教会的妥ŀt
法。他引Ɗ基督徒在去与之�合的人，虽然不是邪教徒， 但他�既崇拜�世界的神，所以在�S
上他��是拜偶像的。 {SR 354.2}

撒但不能再把持《圣�》，不准人�；因�它已�是人人可以得到的一本R了。但他使成千上万
的人接受e多�ɣ的解Ĥ和不健全的理V，而不去4自l考《圣�》，明白真理。他已�破坏了
《圣�》中的e多教Ï，而且那要Ò坏千万人的ĀF已�根深蒂固了。教会非但不�那一次交付圣
徒的信仰争ǽ，反而支持并袒��些ĀF。正当教会和世界
自己的�在情形和危»茫然无知的�
候，他�却正迅速地面ď到世界�史最öǮ而重大的�期----人子¥的日子。 {SR 355.1}

第五十章第一位天使的信息

《Ķ示�》第十四章所提到的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在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四年的复ďG�中8�
了。在欧洲和美洲e多大有信心,心祈祷的人，注意到À言，并因研究《圣�》5'，看出折人的
凭据，�明万物的6局已近，就深受感�。上帝的灵催促他的仆人去Fŕ�警告。于是那永=的福
音F遍=近各地�：“8当敬畏上帝，将荣耀Ą�他，因他施行ƫ判的�候已�到了。” Ķ示�14:7
{SR 356.1}

凡是基督教宣教士所已�到�的地方，就有基督速速复ď的快�信息F到那里。不同的地方，各
孤立的基督徒¢体，¹¹借着研究《圣�》，都得着救主复ď已近的信仰。在欧洲的某些区域，当
地的律法非常ö厉，不准人宣F基督复ď的道理，但有小孩子受到激励去宣b�信息。e多人听到
了�öǮ的警告。 {SR 356.2}

在美国Fb�信息的工作是交�威廉米勒耳和他的同工的，6果他�的工作所燃起来的亮光一直
照耀到天涯海角。上帝差遣了他的使者去感�一个不相信《圣�》的Ġ夫， 引3他去l考À言。上
帝的使者多次ō(了�个蒙Ɂ:的人，要引¡他的思想，�他明白上帝的百姓所一直没有明白的À
言。真理ć条的起点交�了他，于是他就蒙引3一�一�地逐步l考，直到他§异地，欣羡地看上
帝的�。他在《圣�》中看�一个完美的真理金ć。他先前所以�不是上帝所默示的《圣�》��
却向他¥出其中的荣美。他看出《圣�》的�一部分；所以何�他不明了某一段�文，他便在另一
段中找出它的解Ĥ。他以研究《圣�》�至�，并
《圣�》存着极深的尊敬和敬畏之心。 {SR 356.3}

当他追溯À言的a索�，他看出世界上的居民正E在世界�史最后的几幕之中，但他�却不知
道。他看各教会，但�到她�都已腐化；他�的�情已�7离耶ɗ而置于世界；他�正在追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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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荣耀，却没有求那从上�来的荣耀；他�争ƪ属世的ß富，却没有把他�的ß宝`ô在天上。他
EE所�到的尽是ƚ善黑暗和死亡。他的心灵非常焦急。上帝呼召他离开他的Ġ"，正象从前呼召
以利沙离开他的耕牛和工作"所去跟随以利Î一�。 {SR 357.1}

威廉米勒耳PP兢兢地向Ú人b解上帝国度的奥秘，他*3他的听Ú从À言的起点一直到基督复
ď的�候。《圣�》中所有指明基督在一八四三年降ď的�据，引起了普遍的兴趣。e多人确信À
言�期的V据是正确的。 于是他�放弃自己的Ɲ傲心理，欣然接受了真理，有一些牧D�ē脱了他
�宗派的成�和情感，放弃了他�的薪水，离开了他�的教会，�合起来宣ŕ耶ɗ再来的信息。 {SR

357.2}

但接受�信息的牧D�，ĸ竟是少数，所以宣F的工作多半�是交�卑微的平信徒去作。Ġ夫离
开了他�的田地，工匠离开了他�的工具，商人离开了他�的+�，1門â;者离开了他�的â位
去F道。虽然如此，若与所必é成就的工作相比，工作的人数�是太少。一个不敬虔的教会，和卧
在罪 之中的世界，使忠Ċ守望者的心灵被沉重的担子所困，他�便甘心�意忍受辛Ĝ，Ō困和苦
 ，�要呼ǝÚ人悔改而得救。�工作虽然受到撒但的反
，但依然Į步前&，6果基督复ď的真
理，�成千上万的人所接受了。 {SR 358.1}

\大的宗教N兴

�种ƞ察人心Ŧ肺腑的��，到E可�，警告罪人，不V教内教外，都要逃避那要来的忿怒。象
基督的先Ƭ施洗¨翰一�，�一班Fŕ信息的人把斧�放在ą根上，ȶǷÚ人6出果子来与悔改的
心相称。他�那�人的Ƿ告，与普通�教者所F的平安Į妥的虚言大不相同；�个信息无V在何E
Fŕ，-是使人受感�的。 {SR 358.2}

借着圣灵的能力，《圣�》�明直接的��得以深入人心，使人折服，少有人能以全然抗拒。e
多有名无�的基督徒从虚ƚ的安全感中§醒�来了。他�看出自己的冷淡退后、迷恋世俗、不信、
Ɲ傲与自私。e多人°着悔改和Ȃ卑的心来÷求上帝。 那�久依恋世俗的感情在却1注于天上的
事了。有上帝的灵降在他�身上，他�°着温柔而¯服的心，参加Fŕ那信息：“8当敬畏上帝，将
荣耀Ą�他；因他施行ƫ判的�候已�到了。” {SR 358.3}

e多罪人声泪俱下地(道：“我当怎�行才可以得救？”素来È于ʗȠ人的，在都急于要ǘǥ。
凡在基督里得到平安的人，都渴望�到别人也分享�种福惠。父母的心7向儿女，儿女的心也7向
父母。傲慢和保守的隔ɾ被撤除了，大家都衷心地U罪，每个家庭中的人，都�自己至4至�之人
的得救而工作。 {SR 359.1}

人�常常可以听到极Ċȶ迫切的代求声。各E有人在深刻的ĨB痛悔中祈求上帝。e多人�求自
己的罪得蒙赦免，或是�求自己的4戚或ǁ居的悔改，竟通夜,切祈祷。那种ȶ切、�决的信心i
到了目的。如果上帝的百姓一直�]恒切祷告，将他�的呼求送到施恩座之前。他�就必得到比他
�在所有的��=�丰富的��。在人�祷告的太少了。也太少�悟到自己的罪，他�既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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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Ǔ的信心，就使e多人根本得不到我�慈悲的救主所供�的丰盛恩典。 {SR 359.2}

各色各等的人都蜂n来参赴复ďG�的聚会。Ư富ÕŜ在种种的�机之下，都急切要4耳听聆复
ď的道理。在上帝的仆人b解自己信仰的�由�，上帝抑制住反
真理的灵。有�上帝所用的器皿
是ë弱的， 但他的灵却使他的真理大有能力。在�些聚会中可以感�到有圣天使的莅ď。每天有e
多人加入信徒的行列。当他�重述基督快来的凭据�，广大的听Ú都屏息静听那öǮ的警告，天与
地似乎是更相接近了。男女老幼都感�到上帝的能力。人人都在Ą途中高声Ŀ美，使万ț俱寂的深
夜洋溢着喜�的声音。凡是参赴��些聚会的人，没有一个能忘5那种兴味深ń的情景。 {SR 359.3}

反�的*力

�确定基督复ď�日的宣告引起了各等人的反
，从b台上的F道人起，直到放肆最大胆的罪人
�止。ƚ善的F道人和无所忌惮的ʉʪ者异口同声�：“没有人知道那日子和那�辰！”他�不肯ɐ听
那些指明À言�期N点之人
��文所作明白而合理的解Ĥ，以及他�向Ú人所指出的基督所4自
À言的他复ď的À兆。 {SR 360.1}

e多自称,�救主的人宣称他�并不反
宣b基督复ď的道理；只是反
定出一定的��。但上
帝无所不�的慧眼却能ƞ察�些人的心，他�不喜�听�基督要来按公¶ƫ判世界。�º上他�是
不忠心的仆人，他�的工作�不起那ƞ察人心之上帝的Ļl，所以他�害怕迎�他�的主。象基督
第一次降ď�的犹太人一�，他�并没有Ày�迎他。因此撒但和他的使者大�¾喜，并当着基督
和圣天使的面，大肆嘲笑， �那些自称�上帝子民的人，竟��不�基督，甚至不盼望他的¥。
{SR 360.2}

不忠心的守望者Ȍ阻了上帝圣工的&展。当Ú人�醒起来开始ğ(得救之道�，�些3袖�便步
入他�和真理之�，并w法曲解《圣�》，以安Ǭ他�的恐惧。在此种工作上撒但和没有献身的F
道人�合起来了，并在上帝没有�平安的�候，喊着�，平安了，平安了，正如基督�代的法利´
人，他�自己不愿意&入天国，�要Ȍ阻别人&去。那些人的血，必要Ą在他�的�上。 {SR 361.1}

�真理的信息无V在何E宣b�，各教会中最Ȃ卑而最献身的人常是最先接受�信息的。4自研
究《圣�》的人，必能看出那流行的À言解Ĥ法是不合《圣�》的。并且凡不受一般牧DÒ坏真理
及信心之努力所欺ġ的人，只要他�4自l考《圣�》，只要将基督复ď的教¶与《圣�》一比，
便可确定它的神圣权威。 {SR 361.2}

e多人被他�不信的弟兄所逼迫。有些人�要保持自己在教会中的地位起�，便同意不再宣b自
己的指望；但别的人却�得自己若要效忠上帝，就不C将他所委托�他�的真理Ĳ藏起来，有不少
人只因�表示自己信仰基督复ď就被逐出教会。先知以下的�
于�些忍受信仰磨û的人真是极其
宝Õ的：“你�的弟兄，就是恨 你�，因我名赶出你�的，曾�，愿耶和d得荣耀， 使我�得�你
�的喜�；但蒙羞的究竟是他�。” 以´ÎR66:5 {SR 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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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Ú天使，以非常深切的关°注@着�次警告的效果。当各教会，以¢体�拒�了�信息的
�候，天使便ĨĨ愁愁地7身离开了。虽然如此，那�各教会中�有e多人
于复ď的真理尚未接
受#�。e多人竟被自己的丈夫、妻子、父母、或儿女欺ġ，U��种真理乃是异端邪道，甚至于
去听复ď信徒的教Ï也是犯罪。上帝便命令Ú天使�]忠心看守�些人；因��有一道亮光要从上
帝宝座那里	出照射在他�身上。 {SR 362.1}

B/迎�主

那些已�接受�信息的人，心里°着�不出来的渴望，儆醒等候他�救主的降ď。他�所盼望与
主会面的�辰已�迫在眼前了。他�°着恬静öǮ的心情等待�个�辰。他�一心与上帝作甜蜜的
交通，�种��乃是他�在光明的将来所必要享受之平安的ÀŅ。凡是����种盼望和信靠的
人，没有一个能忘5那宝Õ的等待�期。在那�候的前几个星期，世俗的;�大多被撇弃在一旁
了。那些忠�的信徒非常精确地Ļl了自己心中的每一个思念和感情，好象在病榻上将要瞑目不再
看�地上的景物一�。当�并没有人ǣ制所Č“升天的白袍”；但人人都�得需要内心的凭据，�明自
己已�Ày好迎�救主；他�的白衣乃是心灵的Æ洁，基督ɂ罪的血将罪ƶ都已洗³的品格。 {SR

362.2}

上帝原是要#�自己的子民。在他�算�À言�期的�候，他的手掩盖了那个�ĉ。复ď信徒没
有�察到�个�ĉ， 而那些反
他�的人中最有学(的人也没有	。�些人只�：“你�
于À言
�期的推算是正确无ĉ的。到了�候，将要	生一件大事，但�大事却不是米勒耳先生所À告的；
�大事乃是指着全世界要悔改，而不是指着基督要复ď。” {SR 362.3}

所期待的�辰�去了，基督并没有¥来拯救他的子民。凡真心信仰并�慕救主降ď的人都��
了一"痛苦的失望。然而上帝已成就了他的旨意：他已#�了那些自称�等候他¥之人的心。其
中e多人的�机无非是惧怕。他�口�上的信仰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内心和生活。在所希望的大事
落空之后，�些人宣告�，他�并不感到失望，他�本来就不相信基督会复ď。他�也是最先ʉʪ
真�信徒之愁苦的人。 {SR 363.1}

然而基督和Ú天使却以慈�和同情的心垂ä那些受了#Ŕ而仍然忠心的失望者。如果�隔开物界
与灵界的帘幔能揭开，人�就会�到Ú天使正在就近那些�信不拔的信徒，并在掩�他�脱离撒但
的毒箭。 {SR 363.2}

第五十一章第二位天使的信息

那些不肯接受第一位天使信息的教会就此拒�了从天上来的亮光。原来上帝本着他的怜ɑ把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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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F�他�，�要ǝ醒他�，使他�看出自己迷恋世俗和后退的真�情况并使他�w法准y迎�
主。 {SR 364.1}

上帝F出第一位天使之信息的目的，乃是要把基督的教会从世界腐化的影响中分别开来。但就一
般群Ú，甚或在名¶上信奉基督的人�，那把他�ȺȤ在地上的Ȇ索-比那吸引他�向上的力量更
�强。他�宁愿听从世界智慧的声音，故而7离了那察�人心的真�的信息。 {SR 364.2}

上帝ǩ人亮光，乃是要他�珍�及¯从的，不是要他�T@而弃�的。
一切忽@真光的人，那
光便要!�黑暗。何�圣灵不再将真理ǜ刻在人心中，人ƈ然听道，必Ą徒然；人b道也必Ą徒
然。 {SR 364.3}

当Ú教会拒�基督复ď的信息�，主也就弃�了他�。�随着那第一位天使，有第二位天使宣布
�：“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Ł大城œ倒了，œ倒了。” Ķ示�14:8 复ďG�的信徒U明�个
信息， 就是V到Ú教会因拒�第一道信息而在灵性上堕落的宣告：“巴比Łœ倒了”是在一八四四年
夏季宣布的，6果¨有五万人从�些教会中出来。 {SR 364.4}

Fŕ第一道信息的人并没有打算，也没有希望在各教会中造成分裂，或成立什么另外的µĕ。威
廉米勒耳�：“在我一切的工作中，我从来没有想要w立与既有的宗派不同的个别µĕ，或是帮助哪
一个宗派去ļ害另一个宗派。我的意思是要帮助一切的宗派，我也想一切的基督徒一听到基督快要
回来的信息，必都是�喜的，而且那些与我持有不同�解的人
于相信�道理的人-能以�心相
待，所以我没有想到有分别聚会的必要，我的唯一宗旨乃是要引3人Ą向上帝，警告世人关于将来
的ƫ判，并Ƿ戒我的同胞�要作心灵方面的准y，以便安然迎�上帝。那些因我的工作而悔改的人
大多参加了有的基督教会¢体。每当有人来(我他�当尽的¶�之�，我-是叫他�加入那使他
�感�最自在的教会，在我�予他�的Ƿ言中，我从来没有推荐任何宗派。” {SR 365.1}

各教会当初�迎米勒耳的工作，但及至他�决定要弃�基督复ď的真理之后，他�便想制止人

�(2&行任何ÊV。因此凡已�接受�教Ï的人陷入了很 堪与困惑的地位。他�,�自己的教
会，不愿意离开�些¢体。但他�既被ʉ笑，受²迫，又不能享有b�自己指望的权利，又没有自
由去参赴基督复ď的b道聚会， 故此e多人N于起来Ƥ脱了那加在他�身上的ʯ。 {SR 365.2}

信仰基督复ď的信徒既看出各教会已�弃�上帝圣言的��，他�就不能再承U�些¢体�基督
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R3:15）；所以当“巴比Łœ倒了”的信息F开�，他�就
U�他�8C退出原来所属的教会。 {SR 366.1}

自从各教会拒�了第一道信息之后，他�中�已�起了很不幸的!化。他�既弃�了真理，他�
便3受并珍�了ɣ道。�上帝和信仰《圣�》的心已�ħħ冷淡了。Ú教会已�使圣灵担Ĩ，所以
圣灵已�大大地被收回了。 {SR 366.2}

Y延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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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八四三年完全�去，而耶ɗ没有复ď�，那些凭信心等待他¥的人一�陷于°疑和困惑之
中。他�虽然失望了，但e多人仍�]l考《圣�》，从新Ļl他�信仰的凭据，并仔�研究À
言，好�得&一步的亮光，支持他�的立"的《圣�》�据¥然是很清楚无疑的；e多不容ĉ解的
征兆都�明基督复ď已近。Ú信徒无法解Ĥ他�的失望；然而他�深信他��去的��是出于上帝
的引3。 {SR 366.3}

他�因�到《圣�》中有提到Ŋ延�期的�文可以直接而有力的用在他�身上，他�的信心大大
�强起来了，早在一八四二年上帝的灵曾感�l理斐奇wO一幅À言0表。当�一般复ď信徒都相
信�事8�了上帝所吩咐先知哈巴谷的�：“将�默示明明的写在版上，使�的人容易�。” 但当�
没有注意到�同一段À言中所提出的Ŋ延�期。及至他�失望之后，�段�文的全部意¶才¥明出
来。先知�：“将�默示明明的写在版上，使�的人容易�。�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8�，并不
虚ƕ。虽然Ŋ延，�要等候。因�必要ď到，不再Ŋ延。” 哈巴谷R2:2-3 {SR 366.4}

那些等候主的信徒因此就�喜了。他�相信那从起初看到末后的主曾在古�À先看到他�的失
望，而ǩ�他��些鼓励和希望的勉言。若是没有�几段�文¥明他�是在正路上，他�就必会在
那考�的�辰失去信心。 {SR 367.1}

z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十个童女的比Ȭ用近.地*的婚礼的事件来比方复ď信徒的��。“那�，天
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新郎Ŋ延的�候。她�都打盹睡着了。” {SR 367.2}

童女出来迎接新郎，代表那在第一道信息F开�所普遍展开的大G�，而新郎的Ŋ延ª代表所等
候的�候�去，和其后的失望与Ŋ延。在那指定的�候�去之后，真心相信的人依然共同相信万物
的6局已近。但他�很快就¥明他�多少已�失去了先前的,忱和献身，以至陷入了比Ȭ中童女在
Ŋ延�期中的那种打盹状o。 {SR 367.3}

¨在此�，狂,主¶开始出。一些自称,心相信�信息的人不再以《圣�》�唯一与无ĉ的向
¡，申称自己�圣灵所3¡，因此甘愿受自己的情Ģ、感触和幻想的支配。有一些人表着一种盲
目而偏Ē的,忱，并且斥õ一切不Ŀ同他�的人。他�狂,的主9和活�并未�得多数复ď信徒的
同情，但他�却使真理的事;受到羞辱。 {SR 368.1}

一八四三年�所F的第一道信息和一八四四年F出半夜的呼声，其直接的作用，就是抑制狂,主
¶和分裂。凡参加�两次öǮG�的人都是彼此和ǐ的；他�心中充M了彼此的�以及
他�所指
望迅速�到的耶ɗ的�。他�同一的信仰和同一有福的指望使他�能以超脱一切人�的影响并保�
了他�脱离撒但的Ţc。 {SR 368.2}

第五十二章半夜的呼声

“新郎Ŋ延的�候，他�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新郎来了，你�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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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都起来收拾灯。” z太福音25:5-7 {SR 369.1}

在一八四四年的夏季，复ď信徒	他��去O算À言�期的�ĉ，并作出了正确的O算。他�
原来以�《但以理R》八章十四Q的二千三百日，就是Ú人所相信那延展到基督复ď的�期的N
点，是在一八四四年春季；但��他�看出�个�期�在延展到C年的秋季，于是复ď信徒便以�
个日期�救主¥的�候。�一个有关��的信息的F开更&一步地8�了婚筵的比Ȭ。�比Ȭ

于复ď信徒之��的关系已�是他�所清楚明白的。 {SR 369.2}

比Ȭ中那宣布新郎来ď的喊声是在半夜	出来的，照�和�个一�的呼声也是在一八四四年春
季，就是他�原先以�是二千三百日的N点，和一八四四年的秋季，就是他�后来	是二千三百
日的�在N点，此二季Q之�F出来的，而且所F出的呼声正好也引用了《圣�》的�：“看哪，新
郎来了，你�出来迎接他！” {SR 369.3}

�个G�象潮水一�ƎŬ了全地。从�城到那城，从�村到那村，深入最遥=的地区，直到一切
等候基督的上帝子民都被ǝ醒了。在�个消息Fŕ之下，狂,的象云消Ƹ散了。信徒的°疑和困
Ě也已解除；他�的心被希望和勇气所鼓舞。 {SR 370.1}

�次的工作不象一般出于感情的刺激而不受《圣�》和圣灵控制的G�那�有极端的�^，它乃
象古�以色列人在听到耶和d的仆人F来õy的信息之后所	起的自卑和7向耶和d的G�。它呈
了上帝在每一个世代所	�之工作的特点。�特点少有狂�的表，而多有深刻的自省，悔改U
罪和放弃世俗的精神。e多��内心Ƥ扎之人的抱ï乃是要Ày迎接救主。他�ȶ切祈祷，毫无保
留的献身�上帝。 {SR 370.2}

半夜的呼声虽然有清楚而确切的�文�根据，但并不是一个ǽV的2目。它*有一种感�人心的
力量。所以没有人°疑，没有人( 。从前在基督×利地&入耶路撒冷的�候，从各地云集来�Q
的人都蜂n到橄ȕ山上，在他�参加那�送耶ɗ的行列�，他�也感染到当前的,烈情Ģ，并同声
喊着�：“奉主名来的，是8当称ɢ的！” z太福音21:9 那些涌到复ďG�会"的非信徒一些出于好
奇，一些¹¹出于ʉ刺的�机----也曾同�地感受到“新郎来了”之信息中折人的力量。 {SR 370.3}

那�信徒有强大的信心----就是“必得大ıǩ”的信心，使祈祷得蒙8允的信心。施恩的圣灵象落在
干渴土地上的雨水一�降在,切÷求的人身上。那些准y不久迎�救ɂ主的人感到一种�不出来的
öǮ的喜�。当他的一波一波的荣耀Ǝ�那些忠Ċ相信的人身上�，圣灵感化和抑制的能力熔化了
他�的心。 {SR 371.1}

那些接受半夜呼声之信息的人Ǚ慎而öǮ地来到他�所指望迎�救主的�候。每天早晨他�感�
自己第一个本分就是�得蒙上帝悦ř的凭据。他�的心灵�密的W6着；所以他��常在一起祈
祷，也彼此代祷。他�常在幽静的地方聚集，与上帝交通，他�祈祷的声音从田野和ą林中升到天
上。他�U�救主的嘉ř比他�每日的ù食更�重要；如果有ũ云遮蔽他�的心灵，他�就不能安
心，直到它消散�止。当他�感受到赦罪之恩的印��，他�就渴望看�他�心�的主。 {SR 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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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但未被L弃

但�次他�又是注定要失望了。他�所等候的�期�去了，而他�的救主并没有¥。他�曾抱
着�定的信心指望他复ď，所以��他�的心情正象z利Î来到救主的坟前，	一个空墓的�候
一�。那�她悲ƣ�：“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翰福音20:13 {SR 371.3}

不相信�信息的人一度惟恐�信息或e是真的。所以不免有一种öǮ感一�抑制着他�。 �候�
去之后，�种感�没有立�消退；起先Ú人不敢向失望的人夸×；但后来Ú人既看不到什么上帝忿
怒的征象，他�就再没有什么惧怕，于是重新&行辱ĺ嘲笑。e多曾�承U相信救主快要复ď的人
放弃了信仰，有一些一度ɹ信无疑的人因失望而感�再没有��人，巴不得能逃出�世界才好。象
¨拿一�，他�埋怨上帝，向他求死。那些曾�把信仰建立在别人的意�而不是在《圣�》上的
人，��又准y改!看法了。那些ʉ笑的人把一些不�固而怯懦的信徒�服了，于是�些人一同宣
称今后再不会有什么惧怕或期待的事了。�候既然�去，而主又没有来，今的世界可能就一直�
�存留下去，好几千年，也未可知。 {SR 371.4}

那些U真，Ċ心的信徒已��基督舍弃了一切，并曾感受到他前所未有的与他�同在。他�也相
信他�已�向世界F了最后的警告；他�希望很快就被接去与他�神圣的夫子和天使同在，所以他
�已�不大和那些没有接受�信息的人来往。他�曾,切的祈祷�：“主耶ɗ啊，我�愿祢赶快来，
愿祢赶快来。”但6果他没有来。在他�必é重新ï起每日生活操Ĝ和困Ě的重担，并忍受那些嘲
笑他�之人的ʉȝ和辱ĺ，�真是信心和忍耐之可怕的考�。 {SR 372.1}

但�次失望�没有象从前基督第一次降ď�，他的門徒�所��的失望那么大呢。当耶ɗ×利地
ĳǻ&入耶路撒冷�，他的門徒相信他即将登上大Ð的宝座，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那些²迫他�的
人。 他�*着,切的希望和快�的期待争先向他�的王表示尊敬。e多人把自己的衣袍Ů在路上�
他��，或拿棕ą枝散布在他脚前。在他�,烈的狂�中他�共同喊叫�：“和散那，Ą于大Ð的子
ƃ！” {SR 372.2}

当法利´人因�种��的表而受到Ńƴ并	怒�，他�就%耶ɗ斥õ他的門徒。耶ɗ回答
�：“我告«你�，若是他�Ľ口不�，�些石�必要呼叫起来。” 路加福音19:40 À言是必定要8�
的。那些門徒正在成就上帝的旨意，但他��是注定要失望的。�了不多几日，他�便4眼看到救
主惨痛的死，并把他放在坟墓里。他�所有的希望没有一��，所以他�的希望也就和耶ɗ一同
死了。及至他�的主×利地从坟墓里出来�，他�才看明�一切早已在À言中指明出来，并看明“基
督必é受害，从死里复活。” 使徒行F17:12 照�，那第一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也8�了上帝所要它
�成就的工作。 {SR 373.1}

那�世人一直在|望着，-想�候一�，而基督没有¥，整个复ďG�就必瓦解。虽然e多人
因强烈的#探而放弃了信仰，但仍有一些人�立不�。他�l不出自己
于À言�期的算法有什么
�ĉ。他�最有学(的Ň人也未能推翻他�的立"。固然，他�所期望的事没有�，但�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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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Ì他�
于《圣�》的信心。 {SR 373.2}

上帝没有ð弃他的子民；他的灵仍与那些不肯冒昧否U�去所3受的亮光，或7�来痛斥复ďG
�的人同在。保ċ�到遥=的将来，就写下了勉励和忠告的��那些在�危机中受考�而忍耐等候
的信徒：“所以你�不可ð弃勇敢的心，存��的心必得大ıǩ。你�必é忍耐，使你�行完了上帝
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8e的。因��有一点点�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Ŋ延。只是¶人必因信
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他。我�却不是退后入沉Ȓ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至灵魂得救
的人。” 希伯来R10:35-39 {SR 374.1}

他�唯一安全的途径乃是珍�他�已�从上帝那里3受的光，�握他的8e，并�]l考《圣
�》，忍耐等候3受更&一步的亮光。 {SR 374.2}

第五十三章洁�圣所

“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³，”（但以理R8:24）�一句�比任何其他�文更可作�复ďG�
之信仰的根基和柱石。它
于一切信仰救主快要复ď的人已是耳熟能ò。e多人反复提��个À言
作�他�信仰的口号，大家都�得他�最光明、最宝Õ的希望都寄托在�Q�文所À言的大事上。
他�已�指明�一段À言的�期要在一八四四年秋天6束。那�复ďG�的信徒与一般的教会抱有
相同的�解，以��个地球或其上某一部分就是圣所。所以他�U�洁³圣所就是末后的大日用火
洁³全地，并且U��件事要在基督复ď的�候�。因此，他�得出6V�，基督要在一八四四
年复ď。 {SR 375.1}

但�À定的�日�去了，主并没有降ď。那�的信徒知道上帝的�是不会落空的；所以必是他�

À言的解Ĥ有了�ĉ；但�ĉ究竟在哪里呢？有e多人不肯耐心地探± 2之症6，索性就否U
二千三百日在一八四四年6束。 他���作，全是因�基督没有照着他�所盼望的�期降ď，除此
之外，他��不出其他的理由。他�ǽV�如果�个À言的�期果真在一八四四年6束，ª基督必
在那�降ď，洁³圣所，也就是用火洁³�地，但在他既没有降ď，可�那�期�没有6束。 {SR

375.2}

虽然有e多复ď信徒放弃了他�先前
于À言�期的O算法，并否定了那以�算法�根据的复ď
G�的正确性，但�有一些人不肯否定自己的信仰与那有《圣�》支持和上帝圣灵所特别��的�
�。他�确信，自己在研究《圣�》的�候，所用的乃是正确的Ĥ�法，所以他�的õ任，乃是要
�守�些既有的真理，并�]研究《圣�》。他�ȶ切的祈祷，Ļ±了自己的立"，并研究《圣
�》，要	自己的�ĉ，他�在À言�期的解Ĥ上既看不出有什么�ĉ，他�便被圣灵引¡，

于圣所的2目作更ò尽的l考。 {SR 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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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和天上的圣所

在他�l考的�候，他�明白了摩西从前奉上帝的命令照他在山上所指示的�式所建造的地上的
圣所，乃是“今的一个表�；……献……礼物和祭物。”而其中的圣所和至圣所乃是“照天上�式作
的物件，”并且我�的大祭司基督今“在圣所，就是真Ď幕里，作Ē事；�Ď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
所支的，”“因�基督不是&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不�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了天堂，如今�我
�¥在上帝面前。” 希伯来R9:9; 23; 8:2; 9:24 {SR 376.2}

那有耶ɗ在其中�我�供â的天上圣所乃是Ų大的原本，而摩西所造的圣所是个副本。地上的圣
所既然分�二�，就是圣所和至圣所，照�，天上的圣所也分�二�。那存放上帝律法的¨Ƃ，和
那香Ƙ，以及地上圣所中所有其他的物件，在天上的圣所里也必都有。使徒¨翰曾蒙允e到天上
去，在那里他看到那灯台和香Ƙ，后来当“上帝天上的殿开了”的�候，他也看到“他的¨Ƃ。” Ķ示�
4:5; 8:3; 11:19 {SR 377.1}

那些÷找真理的人找出无可ǽȹ的凭据，�明天上有一个圣所。摩西曾照上帝所指示他的模�建
造地上的圣所。保ċ声称那模�就是天上的真圣所 希伯来R8:2, 5 ¨翰曾���，他曾看�那真圣
所在天上。 {SR 377.2}

在一八四四年，当那二千三百日6束的�候，地上已�e多世æ没有圣所了。可�那段�文所
�：“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³，”必是指着天上的圣所b的。但天上的圣所又怎么需要洁³呢？
研究À言的人又从《圣�》中看出“洁³圣所”并不是指洗除外表上的ƶɺ而言，因�它是用血来完成
的，表明�必是指洁³罪ƶ而言。使徒保ċ�：“照着天上�式作的物件必é用�些祭物去洁³；但
那天上的本物， 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就是基督的宝血）去洁³。” 希伯来R9:23 {SR 377.3}

�要更&一步�得À言所指的“洁³圣所”的知�，人必é明了基督在天上圣所中所&行的事。�
要明白�一点，人只能从地上圣所中所&行的�式去研究；因�保ċ�明那些在圣所中供â的祭司
所“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希伯来R8:5 古�，百姓怎�在表号上，借着ɂ罪祭的血，
将罪移到地上的圣所之中；照�，我�的罪借着基督的血，�º上是7移到天上的圣所。再者，�
洁³地上圣所表号性的工作必é怎�把那ƶɺ圣所的罪除掉，才能完成；照�，那洁³天上圣所的
�º工作也必é把那5�在圣所里的罪除掉，或是涂抹，才能完成。但在完成�事之前，必é有一
番ƫl5�册的工作，以便决定$是因悔罪改�，信仰基督，而有x格得蒙救ɂ的人。故此，洁³
圣所的工作^必包括一种ƫl案卷，也就是ƫ判的工作。�种工作必é在基督来救ɂ他子民之前完
成；因�在他来的�候，他是要*着ıƱ而来，要照各人所行的Z8他。�Ķ示�22:12 {SR 378.1}

��，那些随着À言的亮光而研究�圣所2目的人，到此便恍然大悟，知道在二千三百日6束的
一八四四年，基督不是要来到地上，乃是要&入天上的圣所里，&到上帝面前去Ē行6束ɂ罪的工
作，准y复ď。 {SR 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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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章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当基督&入了天上Ď幕的至圣所中去&行ɂ罪工作最后的工作�，他便将那要F�世人最后怜�
的信息交付�他的仆人。�就是《Ķ示�》第十四章第三位天使的信息。�随着�个信息的F开，
先知¨翰便看�人子在荣耀中降ď，来收割地上的庄稼。 {SR 379.1}

照《圣�》的À言所�的，基督在至圣所的工作是在一八四四年，就是二千三百日的N点开始
的。写《Ķ示�》的¨翰所�以下的�正是指着�个�候�的：“当�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
他的¨Ƃ。” Ķ示�11:19 上帝的¨Ƃ是存放在圣幕的第二�里的。当基督&去�罪人供â�，那内
殿便打开了，出上帝的¨Ƃ。凡凭信心看到救主&行他代求之工作的人，上帝的威荣和能力就向
他�¥了。当他的荣光充M圣殿�，从至圣所中射出来的亮光便照耀在他在地上等候他的子民身
上。 {SR 379.2}

他�已�凭信心的慧眼看到他�的大祭司从圣所&入至圣所，他�也看到他借他的宝血在上帝的
¨Ƃ面前代求。在那神圣的¨Ƃ里有他父的律法，就是上帝在西乃山的雷霆之中4自ǧ布， 4手写
在石版上的。至今一条ɕ命也没有ī除，W一点一划也没有改!。上帝曾将律法的副本交�摩西，
而那Ų大的正本，他却保存在天上的圣所里。那些÷求真理的人既注意到�些圣洁的条例，便	
第四ɕ正列在十条ɕ命的中心，其内容和初ǧ布�完全一�：“当5念安息日，守�圣日，六日要Ĝ
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d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
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V何工都不可作。因�六日之内，耶和d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dǩ福与安息日，定�圣日。” 出埃及520:8-11 {SR 379.3}

上帝的灵感�了那些研究《圣�》之人的心。他�深深地�悟自己�去因忽@�造主的安息日，
无意中干犯了�第四条ɕ命。他�开始l究，�什么人要遵守七日的第一日来代替上帝所定�圣的
日子。他�在《圣�》中找不出凭据�明第四ɕ已�ī去，或是安息日已�更改了；当初ǩ�第七
日的福气，也始N没有!�。他�素来是Ċ心追求明白并�行上帝旨意的；在，他�因看出自己
干犯了上帝的律法，便M心ĨB；他�立即开始遵守主的安息日来表明自己是忠于上帝的。 {SR 380.1}

想要推翻他�的信仰的努力，既多且狠， 人人都能看出，如果地上的圣所真是天上圣所的表�和
模型，那么地上¨Ƃ中所藏的律法、自必也是天上¨Ƃ中律法的真确副本了，并且人若接受�有关
天上圣所的真理，他也不得不承U上帝律法的要求，以及遵守第四ɕ安息日的¶�。 {SR 380.2}

凡已�接受亮光，明白基督的中保工作，和上帝律法之永久性的人，	�些真理正是那第三道
信息所¥明的。那天使�：“他�是守上帝ɕ命和耶ɗ真道的。” Ķ示�14:12 在�句�之前，先有一
道öǮ而可怕的警告：“若有人拜Ż和Ż像，在Š上或在手上，受了印5，�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
酒，此酒斟在上帝忿怒的杯中Æ一不ó。” Ķ示�14:9-10 �了明白�个信息；人必é解Ĥ其中所用
的表号。Ż，Ż像和印5所代表的是什么呢？那些÷求真理的人便又回去研究À言了。 {SR 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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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像

�第一个Ż代表ċz天主教会，它是一个握有ȐƱ一切Ɵ犯它教¶之人的政治威权的宗教¢体。
Ż像代表一个握有相似权力的宗教¢体。建立�Ż像的工作乃是由另一个Ż所&行的。那Ż和平的
成�与温和的主9使之成�代表美国之明确的表号。在美国，我�将要看到一个天主教皇制度的
像。何�美国的各教会在他�所有相同的教¶上互相�合， 那�它�便要G�政府去Ē行他�的教
ã，并支持他�的制度；那�基督教的美国就此�ċz天主教的教皇作了一个像。那�，真的教会
便要受逼迫，正如上帝古�的子民一�。 {SR 381.2}

那具有两角如羊羔的Ż“叫Ú人，无V大小Ư富。自主的，�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Š上，受了一
个印5。除了那受印5，有了Ż名，或有Ż名数目的，都不得作+�。” Ķ示�13:16-17 那第三位
天使所	的警告，就是指�个印5。它乃是那第一个Ż，就是天主教会的印5，所以理8在那个权
^的特点之中去÷找。先知但以理�，那小角所代表的ċz天主教会必要“想改!Q期和律法”（但以
理R7:25）保ċª称之�将要高抬自己超�上帝的大罪人（帖撒ċ尼迦后R2:3-4） 天主教皇惟有在
改!上帝的律法�件事上可以高抬自己超�上帝，凡有意地遵守�个被ɝ改了之律法的人就是向那
作此ɝ改的权^致最高的敬意。 {SR 382.1}

ċz天主教所企0ī除的第四条ɕ命乃是十ɕ中唯一指明上帝��造天地之主的ɕ命，如此将真
神从一切假神之中分别出来。上帝w立安息日，乃是�要5念�造之工，借此使人的思想7向那真
�的活上帝。《圣�》中常以上帝�造之能的事�来�明以色列的上帝=超�一切外邦的神明。如
果安息日一直�人所遵守，人的思想与�情，就必常7向�造主�尊崇和敬拜的
象， 6果就永不
会有一个拜偶像的人，或不信者或无神V者。 {SR 382.2}

�指明上帝��造主的安息日制度乃是他有权治理他所�造的人类的�5。安息日的改!乃是ċ
z天主教权威的�志或印5。凡明白第四ɕ的要求而自愿遵守ƚ安息日，以之代替真安息日的人，
就是崇拜那唯一命令人遵守�ƚ安息日的权威。 {SR 383.1}

一道Mf的信息

向人所	的那最可怕的警告，包含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中。�个招致上帝毫无怜ɑ之忿怒的罪，
必是非常可怕的。关于�一椿重大的事，上帝�不�人茫然无知；在上帝降Ʊ之前，那叫人不可犯
�罪的警告，要向世人Fŕ，使人人可以知道�什么要受Ʊ，并有机会逃避。 {SR 383.2}

大争P的6果必要造成两个很清楚而互相
立的Ĭ·，一等人是“拜Ż和Ż像受他的印5”，因此
必使自己遭受第三位天使所宣布的可怕刑Ʊ。另一等人与一般世人迥然不同，他�是“守上帝的ɕ命
和耶ɗ真道的。” Ķ示�14:9, 12 {SR 383.3}

�就是向那些接受了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所展示的�要真理。当他�回ä他�从初次宣b基督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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ď直到一八四四年的�候�去之后的一段��，他�就看明自己那次失望的意¶，于是希望和喜�
再度鼓舞了他�的心灵。从圣所中射出来的亮光照亮了�去、在和未来。 ��他�以新的勇气和
更�定的信心参加Fŕ第三位天使的警告。自从一八四四年以来，第三位天使的À言正在8�，世
人的注意都ħħ7向真安息日；而遵守上帝圣日的人数也一直在不住地增加。 {SR 383.4}

第五十五章�固的基$

我看到一群立"�定而Ǚ慎自守的人，他�不Ŀ同那些要Ì�那个¢体的�定信仰的人。上帝

他�甚�嘉e。我看到三Jƙ梯----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那陪同我的天使�：“凡想稍
微�Ì�些信息的人有ƽ了。人
�三道信息是否ş底U�，极关重要。人
于�信息的o度足以
决定他�灵魂的命G。” {SR 385.1}

我又看到�三道信息的��，并看出上帝的百姓已��他�所有的�段��付出了何种Õ重的代
价。���是在e多苦 和¸烈的争P中�得的。上帝曾�一步一步*3他�，直到他将他�安置
在一个��不能�Ì的基ǉ上。我看到人来Ļl�个基ǉ。有些人立即兴高采烈地登上�个基ǉ。
其他的人ª下手在�基ǉ上吹毛求疵。他�希望&行某些改革，使那基ǉ更完美。使立在其上的人
更幸福。 {SR 385.2}

有些人从基ǉ上走下来要&行Ļl，6果声称它的Ř造不健全。但我看到几乎人人都在那基ǉ上
�立，并Ƿ那些走下去的人停止	怨言， 因��基ǉ的建筑D乃是上帝，而且他�所反
的乃是
他。他�重复地b述上帝如何*3他�到�个�定的基ǉ的奇妙作�。他�一同Å目向天，大声荣
耀上帝。�使那些	怨言离开那基ǉ的人中几个受了感化，他�便自卑地再登上那基ǉ。 {SR 385.3}

犹太人的8史重演

我蒙指示回ä到宣ŕ基督第一次降ď的�候。那“有以利Î的心志能力”的¨翰，奉差遣去�耶ɗ
Ày道路。那些弃�¨翰的��的人后来就没有得着耶ɗ教Ï的帮助。他�
那À言基督来ď之信
息的反
，使他�不能接受有关他弥´Î身份的最有力的�据。撒但*3那些弃�¨翰之信息的人
越走越=，直到他�弃�了基督并将他Ƈ在十字架上。他�既如此行，就使自己失去在五旬Q3受
福气的条件，而�个福气本可教¡他�那&入天上圣所的道路。 {SR 386.1}

圣殿幔子的被撕裂，�明上帝不再悦ř犹太人所献的祭和所行的礼Q。那Ų大的Ǿ牲已�献上，
已蒙悦ř，所以那在五旬Q降ď的圣灵使門徒的思想从地上的圣所7向天上的圣所，耶ɗ已�*着
他自己的宝血&入那圣所，要使他�充分3受他ɂ罪的功能。但犹太人却被撇弃在完全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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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来所能3受有关救恩O划的一切亮光；他�都失去了，而依然信靠他�那些已�失效的祭礼
和奉献。天上的圣所已�代替了地上的圣所，但他�
于�种改!却茫然无知。 因此他�不能得到
基督在圣所作中保的帮助。 {SR 386.2}

e多人看到犹太人弃�而Ƈ死基督，就§恐万分，当他�ŷ�他受到可耻的侮辱的虐待�，他�
想，他��他，决不会象彼得那�否U他，或象犹太人那�将他Ƈ在十字架上。但那ƞ察Ú人心Ő
肺腑的上帝已�使他�所自以�,�耶ɗ的心受到了考�。 {SR 387.1}

全天庭以最,切的兴趣注意世人如何看待第一位天使的信息。6果e多自以��耶ɗ并在ŷ�十
字架之故事�流泪的人却嘲笑他快复ď的佳音。他�不肯欣然接受�信息，反而�它是迷惑人的
事。他�憎恨那些喜�他¥的人，并把他�关在教会門外。6果那些弃�了第一道信息的人未能
得到第二道信息的帮助；他�也没能得到那半夜呼声的帮助；原来那呼声的作用乃是要帮助他�借
着信心&入天上圣所的。他�既弃�了先前的二道信息，就使自己的悟性昏暗，使他�在那指明¡
入至圣所的途径的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中看不到亮光。 {SR 387.2}

第五十六章撒但迷惑人的毒�

撒但是在伊甸园开始他迷惑人的工作的。他曾
夏娃�：“你�不一定死。”�是撒但
于灵魂不
死的ɣV所b的�一�。而且从那�直到如今，他常在&行欺ġ，而且仍要&行，直到上帝的百姓
由俘ʊ的苦境7回�止。我蒙指示，看到Î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他�吃了那禁ą的果子，于是那	
火焰的Ã�Ƨ生命ą，他�就被逐出�园，免得他�吃生命ą的果子成�永=不死的罪人。�ą的
果子有使人�生不老的功能。我听�天使(道：“Î当的家庭中有$越�了那	火焰的Ã去吃�生命
ą上的果子�？”我便听�另一位天使回答�：“Î当家庭中没有一个人越�了那	火焰的Ã去吃那ą
的果子，故此世上没有一个永=不死的罪人。”凡是犯罪的生灵必要永久死亡----不再有复活之望的死
亡。那�上帝的忿怒才能平息。 {SR 388.1}

我§奇，因�撒但能很成功的使人相信上帝所�“犯罪的，他必死亡。” 以西6R18:4 的意思乃是
犯罪的灵魂必定不死，但要永=生存在痛苦之中。 天使�：“生命就是生命，不拘是在痛苦，或是在
幸福之中。死亡是没有痛苦，没有喜�，没有仇恨的。” {SR 388.2}

撒但曾吩咐他的使者要特别努力F布那在伊甸园向夏娃所b的�一句ƕ言：“你�不一定死。”当
世人接受�个ɣV，以至相信人是永=不死之后，撒但就要&一步使他�相信罪人是要永=活在痛
苦之中。�就�撒但Ày了道路，借着他的代表去&行活�，向世人ʑ蔑上帝�一位存心要Z仇雪
恨的暴君----要把他所不喜悦的人，ð在地Ǎ里，使他�永=感到他的震怒，而且当他�正在ģ受�
不出来的惨痛并在永久的火焰中翻ĦɊ7�，上帝却要很M意的在旁|ı。撒但知道，如果人�接
受了�个ɣV，上帝就不�人所敬�，反而要被多数人所憎恨；而同�另有e多人ª要想，《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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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警告罪人的�不会�，因�如此将他所�造的人类投入永久的酷刑中，是与上帝Ĉ厚和慈
�的品德相反的。 {SR 389.1}

撒但所引Ɗ人采取的又一个极端的看法乃是完全忽@上帝的公¶和《圣�》中的警告，而把上帝
�成一个Ĉ大无<的神，以至将来W一个Ź亡的人也没有；而一切的人，包括所有的圣徒和罪人，
最后都要得救，&入他的国。 {SR 389.2}

由于灵魂不死和永久痛苦的�ĉ流行的�故，撒但就趁机会使另一等人不相信《圣�》是上帝所
默示的。他�U�《圣�》里有很多好教Ï，但他�不能相信它，也不能�它，因�他�听�里面
b到罪人永=受苦的道理。 {SR 389.3}

�有一等人被撒但引3的更=了，甚至否定上帝的存在。如果上帝真要在一部分人类身上永=加
以可怕的酷刑，他�就在《圣�》所b的上帝的品格中看出矛盾来。故此他�否定《圣�》和默示
《圣�》的上帝，并以死亡�永久的睡眠。 {SR 390.1}

另有一等人是胆小而怯懦的。撒但先引Ɗ他�犯罪，然后向他�指明罪的工价不是死亡，而是在
可怖的酷刑中生存，直到永永==。撒但借着向�些精神薄弱的人�夸大永久地Ǎ的可怕，控制他
�的思想，以至他�失去了理性。于是撒但和他的使者就要�喜雀ǆ，而不信上帝的人和无神主¶
者就要一同辱ĺ基督教了。他���些坏事都是相信《圣�》和默示《圣�》之上帝的自然6果，
其��些事乃是接受了流行的ɣV所造成。 {SR 390.2}

《圣�》是我�唯一的保障

我看到天庭的全p都因撒但�种胆大的工作而ŋ慨不已。我Ŗ(�什么容e�一切迷惑人的ɣ
V，在人心中得^，因�上帝的使者是大有能力的，只要接到上帝的命令，他�就能很容易的打破
仇Ň的^力。于是我看明，上帝早知道撒但必要千方百O地w法ūŹ人类；故此他叫人把他的�写
下来，使他
于人类所定的旨意非常明白，即使是最ë弱的人也不至看�。在他将他的�ǩ�人类
之后，他又曾用心保守它不受撒但或他使者和其爪牙的ū坏。其他的R籍ƈ然要被ūŹ，�部R却
要永久�存。到了末期， 当撒但迷惑人的事如此增多的�候，《圣�》将要大量	行，使凡愿意的
都可得到一部，并且若是愿意，就可武装自己去抵抗撒但的欺ġ与虚假的奇事。 {SR 390.3}

我看明上帝曾特别保�了《圣�》，但在《圣�》的数量甚少之�，一些有学(的人曾�修改某
几段�文的字眼，以�能使其中的意¶更清楚，但�º上反而使之偏向他�因ĀF而有的偏�，因
此反使原来很清楚的�!�深奥 懂。但我看出以整本《圣�》�，它是一条完美的ć条，其中的
一部分W6到并解Ĥ了另一部分。真Ċ÷找真理的人是不会看�的。因�不但有《圣�》用�明坦
白的�向他�指明生命之道，同�上帝�ǩ下圣灵作�向¡，帮助他�明了《圣�》中所¥明的生
命之路。 {SR 391.1}

我看明，上帝的使者永不会控制人的意志。上帝将生命和死亡ē在人面前。人可以自由:�。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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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羡慕生命，但依然行走在那Ĉǀ的道路中。上帝虽然将他的儿子ǩ�他��他�舍命，¥明他
的怜�和慈悲，但他�依然:�反叛他。凡不:�接受那以如此高价得来的救恩的人必要受Ʊ。但
我看出上帝决不会把他�关Ľ在地Ǎ里去遭受永不止息的痛苦，但也不会把他�*到天上去，因�
他�与Æ洁和至善的生灵�伍，也要感到非常痛苦。上帝却要ş底消Ź他�，使他�根本不存在，
好象从来没有生存�一�；那�他的公¶就要彰¥了。他既是用地上的ů土造人，所以不圣洁和不
¯命的人要被火焚尽而Ą回ů土。 我看出，上帝在�件事上所表的Ĉ厚和慈悲8C使人人都ɛ佩
他的美德并ɢĿ他的圣名。在 人从地上全被消Ź之后，天庭的全p便要�：“阿�！” {SR 391.2}

凡自称信奉基督，而�持撒但所倡¡之ɣV的人，撒但都非常欣ı。他的工作乃是要�]�w新
的ġ局。而且他在�方面的能力和狡O正不住地再增强。他曾唆使他的代表，就是教皇和神甫�，
去高抬自己，并唆使民Ú去狠狠逼害并消Ź那些不肯受他迷惑的人。唉，基督的那些宝Õ的信徒所
忍受的是何等的苦 和惨痛啊！天使�已�
�一切作了忠�的5�。撒但和他的 使者夸耀的告
«那些�受苦的圣徒效力的天使�，他�将要全被Ë戮，地上将不再剩下一个真Ċ的基督徒。我看
到那个�候上帝的教会是Æ洁的。那�不至于有心地腐Ò的人&入教会的危»，因�那�一个敢于
宣布自己信仰的真基督徒就要遭受酷刑架，火刑柱以及撒但和他的 使者所能	明或鼓励人去施行
的一切酷刑的危»。 {SR 392.1}

第五十七章招魂�

人的灵魂自然不死的道理已��代的招魂¬Ày了道路。死人如果真能来到上帝和圣天使面
前；又有特权可以得到比他�以前=�高超的知�，他��什么不能回到地上来Ķ	并教¡活人
呢？那些相信人死后依然有知�的人怎能拒�那得了荣耀的灵魂所F�他�的“神圣亮光”呢？�是一
个被人@�神圣的通道，但撒但却利用它来i成他的目的。那些听从他吩咐的堕落的使者常以灵界
的使者的身份出。他�ȧ称他�能使活人与死人交通，借此撒但就能在活人身上	ź他ʎ惑的影
响。 {SR 393.1}

撒但有能力使人�已故之4友的面容出。他的ʣ造品是无懈可c的；X妙X肖。e多人听�故
人在天享福的消息，便大得安慰；于是他�不ä危»；“去听从那引Ɗ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SR

393.2}

在他�受Ɗ相信死人确�回到世上与他�相交之后，撒但便使那些未曾悔改而去世之人的形状¥
。 他��自己在天上�着幸福的生活。甚至于�得到了崇高的地位。��，异端便到EF开了，
使人相信¶人与 人之�是没有区别的。那些“灵界”来的ġ子有�也会	出一些事后¥明�正确的Ï
ɕ和警告。及至�些邪灵博得人信任之后，便要F出一些直接破坏《圣�》信仰的道理。他�在表
面上表示深切关°他�地上4友的幸福，但却阴»地F出最危»的ɣ道。他�所b的�多少含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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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真理，有�他�也能À言未来，使他�的�，¥�可靠。e多人欣然接受他�的假教Ï，ɹ信不
疑，把它看作有如《圣�》中最神圣的真理。于是上帝的律法被弃置，恩典的圣灵被蔑@，而立¨
的血也被@�平常。�些邪灵否U基督的神性，甚至敢将�造主与他�自己同列。在�种新的ƚ装
之下，�个大叛徒仍然&行反抗上帝的P争，�P争最先在天上	�，以后在地上延]了已近六千
年之久。 {SR 393.3}

e多人想解Ĥ�种“¥灵¬”，�它完全是出于巫婆¬士�的欺ġ和\法。固然欺ġ�常能蒙蔽
人，被@�真正的¥灵，但也有一些¥然是超自然能力的表；那	�代招魂¬的神秘敲門
象，决不是出于人的ġ¬或巧O，乃是 天使直接的作�。他�借此	�了一种最容易ūŹ人心灵
的ġ¬。e多人因�相信招魂不�是人�的\法，而陷入魔鬼的网ċ之中；在他�4眼�到自己所
不得不承U是超自然之能力�， 他�就要受迷惑，因而相信那是上帝的大能。 {SR 394.1}

�些人竟忽略《圣�》中有关撒但和他使者所行之奇事的教Ï。古�法老的¬士曾靠撒但的帮助
仿效上帝的作�。使徒¨翰描写末日所要¥的行神迹的力量��：“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
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ǩ�他权柄在Ż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Ķ示�13:13-14
�里所À言的，不¹是人所行的一些ġ¬，原来�些迷惑人的奇迹乃是撒但的爪牙所能行的，并不
是他�假装作出来的。 {SR 395.1}

�代的巫<

“巫¬”�个名ý今固然被人T@；人与邪灵相交的事，也被看�黑暗�代的神�。然而招魂¬
今日的信徒，已数以十万，数以百万O了。它已�ű入了科学界，侵入了教会，并得了一些国家立
法机关的Ŀ助，甚至于插足于王家ƍ庭之内。�种大欺ġ乃是古�所ö禁所ȷõ的巫¬，以新的ƚ
装复活而已。 {SR 395.2}

撒但今欺ġ人类的方法和他古�在伊甸园中欺ġ夏娃的一�，就是w法唆使人追求上帝所禁止
的知�。他�：“你�便如上帝，能知道善 。” �世æ3:5 但招魂¬所�人的智慧乃是使徒雅各所
�：“不是从上�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雅各R3:15） {SR 395.3}

黑暗之君非常精明强干。他#探人的方法根据人不同的生活�境和文化背景而随机8!，因地制
宜。他行“各�出于不¶的ȧȠ。”�要控制人类，但人必é先自愿屈服于他的#探，他才能i到他的
目的。凡放ƈ自己性情上不良f性，将自己置于他的权能之下的人，很少U�到�种行径要¡致何
等的N局。那#探人的先要造成他�的Ò亡，然后利用他�去Ò坏别人。 {SR 396.1}

人可以不受迷惑

任何人都没有受招魂¬虚ƕ言V之迷惑的必要。上帝已�ǩ�世人充分的亮光，使他�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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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ȧO。若无其他凭据，
基督徒�，>>听��些灵不以¶人与 人有何分别，将基督最高Õ
最Æ洁的使徒与撒但最腐Ò的仆人同列，就已够了。撒但�最卑鄙的人在天上，并大享尊荣，�无
异是向世人�：“不管你�是多么罪大 极；不管你是否相信上帝和他的《圣�》；你�尽可随心所
欲；天国是你�的家ľ。” {SR 396.2}

�些虚ƕ的灵虽然装作使徒，但他�所b的�，都与使徒在世�受圣灵感�所写下的相反。他�
否U圣�的神圣来源，借此破坏基督徒希望的根基，并熄Ź那照明天路的亮光。 {SR 396.3}

撒但正在使世人相信，《圣�》只是一部小�，或者只是一本合乎人类Ʋ孩�代的R，但代人
士尽可T@，看它���而全然弃置。他要用招魂¬的¥灵法来代替《圣�》。” �是一条完全受他
控制的通道；借此他可以使世人相信他所要他�相信的事。那将要ƫ判他和他党羽的《圣�》，他
竟弃置在暗E，那正是他所要的；同�他把世界的救主�成一个平常的人。正如看守耶ɗ坟墓的ċ
z兵丁怎�散布祭司及�老�放在他�口中的虚ƕ的Z告，否U救主的复活，照�，今招魂¬的
信徒也尽力�在救主生平的事迹中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因素。及至他�w法把耶ɗ置于暗E之后，他
�便%世人注意他�自己所行的神迹，宣称�些奇迹=超�了基督的作�。 {SR 396.4}

先知以´Î�：“有人
你��，当求(那些交鬼的，和行巫¬的，就是声音ŗ蛮言h微�的；你
�便当回答�，百姓不当求(自己的上帝么？ȃ可�活人求(死人呢？人当以Ïɸ和法度��准；
他�所�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晨光。” 以´ÎR8:20 人若�意接受《圣�》所�人死后毫
无所知的真理，自必看出招魂¬的主9和¥灵法乃是撒但所施行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
帖撒ċ尼迦后R2:10 但e多人不愿放弃那迎合情欲之心的自由和自己所�好的罪 ，Ľ眼不看真
光，不ä警告，昂然前&，而撒但就在他�周¦布置ċ网，使他�成�他的掠物。“他�不3受�真
理的心，使他�得救；故此，上帝就�他�一个生	�ĉ的心，叫他�信从虚ƕ。” 帖撒ċ尼迦后R
2:10-11 {SR 397.1}

反
招魂¬之教Ï的人， 不>是在攻c人，也是在攻c撒但和他的使者。他�已�参加了那反抗
空中Ē政掌权之邪灵的P争。若不是天庭使者的权力迫使撒但Ò退，他是决不放弃寸土的。上帝的
子民8当象救主一�以“�上5着�”�句�去
付他。撒便今日也会引用《圣�》，象在基督的�代
一�，并且要曲解其中的教Ï来加强自己的欺ġ。但《圣�》中的�明�文能在每一次P争中供�
人强有力的武器。 {SR 397.2}

凡想在危»的�候站立得住，必é明白《圣�》
于人的性S和人死后的状况所作的��。因�
在最近的将来，e多人要遇到邪灵所化装的4友，b述最危»的异端邪�。�些¥的灵必能引起
我�最深切的同情，并要施行奇迹来加强他�的ġ¬。我�必éÀy以《圣�》的真理抵Ƣ他�，
�真理�死人毫无所知，并指出�些¥的鬼魂，�º上乃是魔鬼。 {SR 398.1}

撒但久已�他欺ġ世人的最后努力作准y。他在伊甸园中�夏娃的保�，也就是�他将来的工作
奠定基ǉ，“你�不一定死……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便如上帝，能知道善 。” �世æ3:4-
5 他一步一步地�他欺ġ的杰作----	展招魂¬Ày了道路。在他�没有完全�他的O划，但在
末日最后的一段�期内，就会�，6果世人就要陷入他的欺ġ之中。Ú人都在一种致命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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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逍遥自在，只有上帝忿怒的œ降才能使他�醒悟�来。 {SR 398.2}

第五十八章大呼声

我看到e多天使在天上ǃ促地来来往往，一�下到地上，一�又升回天上，�某一¤重大事件的
	生作准y。然后我看�另一位大能的天使奉命到地上来，将他的声音与第三位天使的声音�合，
要加强他信息的力量。有极大的能力和荣耀ǩ�那天使，当他下降的�候，全地就因他的荣耀	
光。当�位天使大声呼喊�：“巴比Ł大城œ倒了，œ倒了，成了鬼魔的住E，和各�ƶɺ之灵的巢
穴并各�可憎之雀ě的巢穴。” Ķ示�18:2 的�候，他所*来的光ƾ，一直照射到天涯海角。 {SR

399.1}

第二位天使所Fŕ有关巴比Łœ倒的信息��又重复F了一遍，此外，再提到那在一八四四年之
后&入各教会的种种腐Ò。�位天使的工作正合�宜地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ħħ增强，成�大呼声
的�候，来加强他最后的Ų大工作。上帝的百姓如此就得准y好，得以在他�所快要ď到的考��
辰中站立得住。我看到强烈的光照在他�身上，他�便¢6起来无畏地去宣ŕ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SR 399.2}

有e多天使奉命去帮助那来自天上的大能的天使，我便听�那似乎响ş遍地的声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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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来了。” Ķ示�18:4-5 �一道信息似乎是附加在那第三道信息上的，正象那半夜的呼声在一八
四四年加强了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一�。上帝的荣耀光照了那些忍耐等候着的圣徒身上，他�就无畏
地F出最后的öǮ警告，宣布了巴比Ł的œ倒，并呼ǝ上帝的百姓从巴比Ł出来，以便逃脱她可怕
的厄G。 {SR 399.3}

那照射在那些等待着的圣徒身上的光透入了各地，6果各教会中得�光照而又没有听��也没有
弃��那三道信息的人便听从了�个呼声并离开了那些堕落的教会。自从�三道信息被Fŕ以来，
e多人已��大成人了，所以�光要照在他�身上，�他�在生命和死亡之�自行:�的机会。有
一些人:�了生命并和那些等候主复ď，遵守他全部ɕ命的人站在一起。那第三道信息必é完成它
的工作，Ú人都要受到它的#�，上帝@�宝Õ的人要从各宗教¢体中出来。 {SR 400.1}

有一种催促的能力感�着心地Ċ�的人，同�上帝能力的¥使他�不信主的4友�感到惧怕而
不敢，也不能Ȍ阻那些感到有上帝的灵在他�身上作工的人。�最后的呼召也F到可怜的奴隶耳
中，其中虔Ċ的人一想到他�快�的救ɂ，便唱出喜�的ă歌来，他�的主人不能制止他�， 惧怕
和§奇使他�ȋ口无言。大神迹行了出来。病人得医治，有神迹和奇事随着信徒。�工作是出于上
帝，所以每一个圣徒不ä一切后果，只知随从自己良心的指示，并与那些遵守上帝全部ɕ命的人站
在一起；他�以大能将第三道信息F开了。我看明，�个信息将要以大能大力6束，=超乎半夜呼
声的能力。 {SR 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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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仆人�得到从上面来的能力，因献身�上ȴ	着圣洁的光ƾ，宣ŕ�从天而来的信息。分
散在各宗教¢体之中的e多生灵响8了�呼声；6果主所看�珍Õ的人就在迫切的催促之下脱离了
那些厄G注定了的教会，正象ċ得在所多Ę被ūŹ之前被催促离开一�。上帝的百姓因那照在他�
身上�要Ày他�忍受#探的丰盛极大的荣美而�得力量。EE我都听�e多人的声音�：“圣徒的
忍耐就在此，他�是守上帝ɕ命和耶ɗ真道的。” Ķ示�14:12 {SR 401.1}

第五十九章恩典�期的�束

我蒙指示，看到第三位天使的信息6束的�候，上帝的能力已�降在他百姓身上；他�已�完成
了他�的工作，并�他�所面ď的考�作好准y。他�已�3受了晚雨，就是从主面前来的“安舒的
日子”，活Ǔ的��恢复了。那最后的警告已�到EF开，并且已�在各地激怒了那些不肯接受�信
息的人。 {SR 402.1}

我看到e多天使在天上ǃ忙地来来往往。一个身<*有墨盒子的天使从地上回来向耶ɗZ告他的
工作已�完成，Ú圣徒的数目已�数点好，并且他�已�接受了印5。于是我看�那曾在装有十ɕ
的¨Ƃ之前供â的耶ɗð下香炉。他Å手大声�：“成了”。Ú天使便摘下冠冕，同�耶ɗ作了以下ö
Ǯ的宣告：“不¶的，叫他仍旧不¶，ƶɺ的，叫他仍旧ƶɺ；�¶的，叫他仍旧�¶，圣洁的，叫
他仍旧圣洁。” Ķ示�22:11 {SR 402.2}

每一个人的存亡已�决定了。当耶ɗ在圣所里供â�，天上先�死了的¶人&行ƫ判，然后ƫ判
活着的¶人。 基督已�得国，已��他的百姓ɂ罪，并将他�的罪 涂抹，天国子民的数目已�Ó
足，羔羊的婚姻已��。于是“国度，权柄，和天下ƹ国的大权，”（但以理R7:27）被交�耶ɗ和
那些承受救恩的后嗣，耶ɗ要掌权，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SR 402.3}

当耶ɗ从至圣所出来的�候，我听�他衣服的ǚ响；他一离开那里，便有一Çũ云遮盖全地的居
民。那�在犯罪之人与被人得罪的上帝之�再没有中保。当耶ɗ�在上帝和罪人之��，世人身上
�有一种抑制的能力；但及至他离开了世人与天父之�的地位，那抑制的能力就被撤除了，而撒但
就得以完全控制一切怙 不悛的人。 {SR 403.1}

当耶ɗ�在圣幕供â的�候，七大灾是不可能œ降的，但他在那里的工作既然完成，而他的代求
也已6束，那�再没有什么阻止上帝的忿怒，于是�忿怒便全力爆	在那T忽救恩而恨 õy之罪
人的没有保�的�上了。在耶ɗ作中保的工作6束之后的可怖�辰中，圣徒必é在没有中保的情况
下存在上帝面前。每一个人的案情已�决定了，每粒珍宝已被数点了。耶ɗ在天上圣幕中的外�逗
留片�，并将那些当他仍在圣所中�人所承U的罪放在撒但身上。他乃是罪 的�始者，所以必é
��些罪受Ʊ。 {SR 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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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晚了！太晚了

��我看�耶ɗ脱掉他作祭司的礼服并穿上他最威ö的王袍；在他�上有e多冠冕，是冠冕套着
冠冕。他在天使全p�Ƨ之下，离开天庭。那�七大灾 就降在地上的居民身上。有些人正在õ怪
上帝并咒ĺ他。另一些人却跪到上帝的百姓面前，求他�教Ï他�如何逃避上帝的刑Ʊ。可是圣徒
没有教Ï�他�。�罪人所流的最后一滴眼泪已�流�，最后迫切的祷告已�献上，最后的重担已
�背ï，最后的警告已�	出。不再有怜�的甜美声音邀%他�了。正当Ú圣徒和全天庭都关°他
�的得救�，他�
自己却毫不关心。生命与死亡已�ē在他�面前。e多人固然羡慕生命，但他
�没有作多少努力去争取它。他�没有Ɂ:生命，而在已�没有ɂ罪的宝血洁³罪人，也再没有
一位慈悲的救主�他�代求并呼叫�：“求父再ǵ恕�罪人一个�期吧。”当全天庭听�那可怕的�
�：“成了，完6了，”的�候，他�都和耶ɗ采取了一致的行�。救恩的O划已�完成，但决定接受
救恩的人只是少数。所以当上帝怜�的甜美声音沉寂了之后， 人便充M了恐惧和§慌。他�清楚
地听到：“太晚了！太晚了！” {SR 404.1}

�去没有重@上帝的�的人��却要往来奔跑，来回ņ流，从�海到那海，从北到.，÷求耶和
d的�。 天使�：“他�必÷不着。全地必有ȓ荒，人ȓÑ非因无ç，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
d的�。” 阿摩司R8:11 他�甘愿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能从上帝口中听到一句嘉ř的�！但是没有t
法，他�必éȓÑ下去，一直干渴下去。他��去日复一日的T忽了救恩，而重@地上的ß富和享
��于任何属天的ß富或ıǩ的8e。他�弃�了耶ɗ，藐@了他的圣徒。ƶɺ的必é永=仍旧ƶ
ɺ！ {SR 404.2}

e多 人在遭受七大灾的摧残�，就	怒如狂，那真是可怕痛苦的一幕景象。父母在那里沉痛地
õ怪自己的儿女，儿女也õ怪父母，兄弟õ怪姊妹，姊妹õ怪兄弟。EE可以听到悲惨的哀哭
声。“Ȍ阻我接受那足以救我脱离�个可怕�辰的真理的就是你。”Ú人以刺骨的怨恨õ怪并攻c他�
的F道人，�：“你�没有警告我�。你�告«我��，全世界都要悔改信主，你�喊叫�，平安
了，平安了，以安Ǭ人�心中所生的恐惧。你�没有告«我�关于今的�辰；而且你���那些
警告我�的人都是狂,主¶者和Ò坏我�的 人。”但我看到那些F道人并不能逃脱上帝的忿怒。他
�所受的痛苦比Ú人所受的重十倍。 {SR 405.1}

第六十章雅各遭�的�候

我看到圣徒�离开各城市和村š，6�成群的在最偏僻的地方生活。正当 人忍ȓ挨渴的�候，
却有天使将粮食和水供�圣徒。那�，我看�地上的首q人物共同商Ê，并有撒但和他的使者在他
�周¦忙碌着。我看到一分R面的布告，印成e多9数，散	各地，公布�，如果圣徒不放弃他�



6/19/14, 5:03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61 of 171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area=publication&id_pub=85…rt_paragraph=1003642728&finish_paragraph=1003644762&references=1

古怪的信仰，不肯停止守安息日去守七日的第一日，Ú人在一定的期限之后就可以任意将他�治
死。在此考�的�辰，Ú圣徒都是沉着š静的。他�ɹ信上帝，并且依靠他的8e，知道他必要�
他�开路。 {SR 406.1}

在某些地方，当Ē行�命令的限期尚未来到之前， 人就想Ţc圣徒，Ë害他�，但有天使以P
士的雄姿出�他�作P。撒但巴不得能消Ź至高者的圣民，但耶ɗ吩咐他的使者看守他�。上帝
将要当着四¦的外邦人面前和那些守了他律法的人立¨，而得荣耀，耶ɗ也要因他能使那些�久等
候他的忠心圣徒不��死亡被提升天而得到荣耀。 {SR 406.2}

不久我�到圣徒�受着心灵上的¸痛。他�似乎已被地上的 人所包¦。各种情形都¥得
他�
不利，有些人开始害怕上帝N将他�Ā弃在 人手中，任凭他�Ź亡。但如果他�的眼睛得以ƭ
开，他�就必看�上帝的使者正在他�周¦。在�一圈天使的外¦是	怒的 人，而¦在 人后面
的ª是一大群 使者，在催促 人去Ë害圣徒。但 人若要接近上帝的百姓，就必é先越��一大
群大能的圣天使。�是不可能的。上帝的天使正使 人倒退，同�也使那些在四¦推迫他�的 使
者退后。 {SR 407.1}

呼求拯救

那是圣徒的一个可怕与极痛苦的�刻，他�夜以�日地呼求上帝拯救。从表面上看来，他�是不
可能逃脱的。 人已�开始夸×�：“你�的上帝�什么不救你�脱离我�的手呢？你��什么不投
降而救自己的命呢？”圣徒却不听�些�。他�正象雅各一�，在那里和上帝�力。Ú天使渴想拯救
他�，但他�必é再等片�。上帝的百姓必é喝耶ɗ所喝的杯并受耶ɗ所受的洗。Ú天使忠于â
õ，�]看守。上帝决不容e他的圣名在外邦受羞辱。�候差不多已�来到，他要彰¥他的大能并
×利地拯救他的圣徒。�他自己圣名的�故，他将要搭救每一个忍耐等候他，而名字5�在生命册
上的人。 {SR 407.2}

我蒙指示，看到忠心的挪Î。 当大雨沛降，洪水来到�，挪Î和他全家已�&入了方舟，而且上
帝已�把他�关在里面。挪Î已�忠心地警告了洪水以前的世界，世人却ʉȝ嘲笑他。当洪水泛Ǵ
全地， 人一个一个的淹死的�候，他�却看到他�所曾�ʉʪ的方舟平安地浮在水上，保�着挪
Î和他全家。同�的，我看到那已�忠心地警告了世人关于上帝未来之忿怒的上帝的子民也必得蒙
拯救。上帝决不容e 人ËŹ那些指望!化升天而不肯屈服于那Ż的命令或受他名印5的人。我看
明，如果容e 人Ë害圣徒，撒但和他的全p以及一切仇恨上帝的人便要洋洋得意。如果那邪 的
魔王能在最后的P争中有权ËŹ那些�久等候瞻仰他�所敬�之救主的人，那是撒但何等重大的×
利啊？但那些嘲笑圣徒升天的道理的人必要4眼看到上帝
他子民的照ä，并看�他�得到光荣的
拯救。 {SR 407.3}

当圣徒离开各城市和各村š的�候， 人便追逼他�，w法要Ë害上帝百姓的刀Ã却象一根草一
�折断而Ǫ落于地。有上帝的使者掩�着圣徒。当他�昼夜呼求拯救�，他�的呼声已上i救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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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SR 408.1}

第六十一章圣徒蒙拯救

上帝:�拯救他的百姓的�候乃在子夜。正当 人在他�四周嘲弄他��，太阳忽然出，全力
照耀，月亮也停止了。 人M心§恐地望着�幕景象，同�¶人°着öǮ的喜�，目睹自己得救的
征兆。神迹奇事一个个接着	生，一切事物似乎都Ǌ倒了它�自然的秩序。江河的水停止流�了，
ń密的ũ云出，彼此相撞。但在天上有一E明亮荣耀的空隙，其中F出上帝的声音，象Ú水的声
音，震�了ƹ天和全地。有大地震。坟墓裂开，那些曾��信第三位天使之信息，遵守安息日，抱
着信心而死的人从ů埃中出来，得了荣耀，听�上帝与一切遵守他律法的人立和平之¨。 {SR 409.1}

天空一开一Ľ，!�不息。山岭大大震�，象)中的芦ɽ一般，将破碎的岩石抛散在各E。海洋
象沸Ħ的í，将石�抛在岸上。当上帝宣布耶ɗ复ď的日子和�辰，并将永=的¨交�他的子民
�，他�一句停ā下来，�那一句�隆隆的F遍全地。 上帝的以色列人站在那里定睛望天，œ听那
从耶和d口中	出来，象震�天地的雷ƥ一�响ş地极的�。那是极度öǮ的"面。在每一句�b
完之后，圣徒便ŵ喊�：“荣耀！哈利路Î！”他��上ȴ	着上帝的荣光，象摩西从西乃山下来之�
�上的光ƾ一�。 人因�荣光而不敢|看。当上帝向那些遵守他圣安息日，借此荣耀他的人宣布
永=的福祉�，他�便大声	出×�Ż和Ż像的×利的呼喊。 {SR 409.2}

大喜年，就是全地安息的�候就此开始了。我看到敬虔的奴隶×利地站起身来，ē脱那捆ƒ他的
Ƅć，他邪 的主人ª9皇失措，因� 人不能明白上帝的声音。 {SR 410.1}

基督复R

再�不久，那有人子坐于其上的大白云就出了。在�朵云初在=E出�，看来很小，天使�
那就是人子的兆�。当它接近地面�，我�能看到耶ɗ以×利者的姿oŎď的非常的荣耀和威ö。
一大�天使�上*着光ƾŶĪ的冠冕，沿路�送着他。 {SR 410.2}

言h�在不能形容那幕景象的荣耀。那�活�的天使所形成威ö而光荣无比的云彩越来越近了，
我�便能很清楚地看�可�的耶ɗ。他Š上戴着的不是荆棘冠冕，而是荣耀的冕旒。在他的衣服和
大腿上写着：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容貌明亮如同正午的日�，他的眼睛好象火焰，他的脚
犹如精Ŕ的Ȁ。他的声音听起来象e多�器的声音。全地在他面前大大震�，天就挪移，好象R卷
被卷起来，山岭、海{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p、富k、壮士，和一切�奴
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倒在我�身上ƀ，把我�藏起来，Ž避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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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因�他�忿怒的大日到了，$能站得住呢。” Ķ示�6:15-17 {SR 410.3}

那些不久之前�想从地上除Ź上帝忠心儿女的人，��却看到上帝的荣耀¥在他�身上。在他�
恐怖之余，他�听到圣徒的声音欣喜的�道：“看哪，�是我�的上帝，我�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
我�。” 以´ÎR25:9 {SR 411.1}

第一次复活

当上帝的儿子的声音ǝ醒那些睡了的圣徒�，全地大大震�。他�响8他的召ǝ，便以荣耀而不
能朽坏的身体出来，喊叫�：“×利，P×死亡和坟墓的×利！死啊，你的毒Ȱ在哪里？坟墓啊，你
的×利在哪里？” 哥林多前R15:55 于是那些活着的和那些复活了的圣徒	出�声的×利呼喊。那些
坟墓中*着疾病死亡的迹象的身体��以永生的健康和活力出来了。活着的圣徒在ɭ刻眨眼之�改
!了， 和复活的圣徒一同被提升天，他�便一同在空中与主相遇。啊！何等荣耀的相遇！死亡所分
离的4友��重聚，永不再分离了。 {SR 411.2}

在云�的两<都有翅膀，在�下有活Í，当�上升的�候，�Í要	出喊声，�：“圣哉！”翅膀
K�的�候也	声�：“圣哉！”随行的大�圣天使也喊叫�：“圣哉！圣哉！圣哉！全能主上帝！”在
云中的圣徒喊叫�：“荣耀！哈利路Î！”那�ʭ便一直到圣城去。在未&城之前，圣徒列成一个完整
的四方形，耶ɗ在当中。他比天使和圣徒都高出一�一肩。立在那四方形中�的人都能看�他荣美
的形o和可�的容ÿ。 {SR 412.1}

第六十二章圣徒的�%

我看�极多数目的天使把e多荣耀的冠冕从城中*出来----每一圣徒一Ä，他的名字写在上面。当
耶ɗ叫天使把冠冕拿来�，他�便把它交�耶ɗ，他就4自用右手把冠冕放在圣徒�上。照�天使
也把金琴拿来，耶ɗ也交�圣徒。那司令的天使先ķ了一个音，然后每一个人就高唱感激和快�的
Ŀ美，人人的手也很巧妙的Ǭ着金琴的弦，	出富g和ǐ甜美的�音。 {SR 413.1}

后来我看�耶ɗ*3那被ɂ的群Ú到圣城面前。他推那門，使之从其光耀ĝɏ的枢ɀ上向内7
开，吩咐那些�守了真理的国民&去，城内有各种ı心悦目的.西。他�EE所看到的全是丰富的
荣耀。耶ɗ俯@他被ɂ的圣徒，他�的�上荣光ȴ	。当他以慈�的目光看他��，他用他那富g
的音�般的声音�：“我看到了我Ĝ苦的功效，便心M意足了。�里丰美的荣耀是供你�永=享受
的。你�的Ĩ患已�6束。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我看到被ɂ的群Ú下拜，并
将他�光耀的冠冕，放在耶ɗ脚前， 那�，当他可�的圣手将他�扶起来之后，他�便ķ奏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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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天庭充M他�富g的音�和ɢĿ羔羊的ă歌。 {SR 413.2}

以后我看�耶ɗ*3他的百姓到生命ą前，我�便再度听到那比人所听�的任何音�更d美富g
的声音�：“�ą上的叶子乃�医治万民，你�都可以吃其上的果子。”在生命ą上有最美g的果子，
是圣徒能随意取食的。城内有一个最荣耀的宝座，从那里有生命水的Æ³的河流流出，其水明亮如
同水晶。河的两岸有生命ą，和其他6�可作食物的美gą木。 {SR 414.1}

言h�在不足以形容天国的美景。当�景象出在我面前�，我就§ƣ不已。那超�一切的荣耀
和奇妙的d美使我出神，只得放下笔Ŀƣ道：“啊！何等的�，何等奇妙的�！”最玄妙的言h也不足
以形容天国的荣美或救主无比的深�于万一。 {SR 414.2}

第六十三章千禧年

我又蒙指示再注意到地上的事。 人已�被ūŹ，他�的尸体ė在地面上。上帝在七大灾 中所
	出的忿怒曾�降在地上的居民身上，使他�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并咒ĺ上帝。�Ķ示�16:10
那些虚ƚ的牧人作了耶和d忿怒的特别目�。正当他�站立的�候，他�的“眼在眶中干ɼ，舌在口
中ơĪ。” 撒迦利Î14:12 当圣徒因上帝的声音而蒙拯救的�候，那邪 的群Ú便互相泄ŋ了。全地
似乎都被血所浸染了。遍地皆是死人的尸体。 {SR 415.1}

全地看上去好象一个广大的荒野一�。城市和ľ村被地震所摧ū。成了一堆一堆的瓦ʙ，ƹ山岭
已被挪移，离开了本位，留下了Ĉ大的Ɓ壑。被海Ȩ或地震所抛出来的岩石狼藉四散。大ą被拔
起，散在遍地。�地要作�撒但和他 使者的家，i一千年之久。他要被拘禁于此，在�崎ʂ不平
的地面上来回ņŬ，|看他反抗律法的6果。一千年之久，他可以享受他所造成之咒Ȯ的6果。 {SR

415.2}

撒但既被拘禁在地球上，他就没有权利到别的星球上去#探并Ń乱那些没有堕落�的生灵。在此
期�，撒但要受极度的痛苦。自从他堕落以来，他的邪 性情一直是活�着的。但到了那�，他的
权力被剥ƪ，就可反省自己从堕落以来所行的一切，并且P兢恐惧地展望到那悲惨可怖的将来，那
�他必要�他所犯的一切罪 受苦，并因自己鼓�别人去犯的罪受刑。 {SR 416.1}

我听到Ú天使和蒙ɂ圣徒所	出的×利的�呼，听起来好象千万的�器，因�他�以后不再受到
撒但的Ń乱和#探，并因其它ƹ世界的居民也已�脱离了他的侵Ń和他的#探。 {SR 416.2}

后来我看�e多宝座，有耶ɗ和蒙ɂ的圣徒坐在其上；圣徒便掌了权，作�上帝权下的君王和祭
司。基督和他的百姓ƫ判了死了的 人，把他�的行�和那大法典，就是上帝的圣言，相比�，并
照各人“本身所行的”决定各人的案情。然后他�再根据 人的行�断定各人8受的刑Ʊ，把它写在死
亡册中各人的名下。撒但和他的使者也受了耶ɗ和他圣徒的ƫ判。撒但的刑Ʊ要比他所迷惑之人的
刑Ʊ=�ö重。他所要受的痛苦要=超�他�所要受的，甚至无可比ǂ。在他所迷惑的人Ź亡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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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撒但仍要活下去受苦，比他�=��久。 {SR 416.3}

在一千年之N，ƫ判 人6束之后， 耶ɗ离开了圣城，有Ú圣徒和一大�天使跟随着他。耶ɗ在
一座大山之上。他的脚一着落其上，山就裂开，!成一个Ƕǀ的平原。那�我�Å目望天，看�那
巨大而美g的圣城，有十二个根基和十二个城門，每<有三个城門；各門有一位天使Ə守。我�喊
叫�：“那城！那大城！它从天上上帝那里降下来了！”它以无限的dg和眩眼的荣耀降下来了，落在
耶ɗ所Ày的广大平原上。 {SR 416.4}

第六十四章第二次的复活

以后耶ɗ和所有随从着的圣天使和蒙ɂ的Ú圣徒都离开了那城。Ú天使�Ƨ着他�的元ì，一路
�送，有蒙ɂ的Ú圣徒跟着。随后耶ɗ以可怕的威ö把死了的 人ǝ醒了。他�出来�所有的身体
和他�&入坟墓之�的ë弱，多病的身体是一�的。那是何等的景象，何等的一群人啊！在第一次
复活�，复活的人都具有永久生命的青春，但在第二次复活的人身上，罪 之咒Ȯ的一切痕迹都是
明¥的。地上的君王、臣宰、Ư富ÕŜ、智愚都一同出来了。他�都看�人子；而且那些曾�藐@
他，\弄他，将荆棘冠冕加在他神圣的Š�上，并用芦ɽc打他的人，都目睹到他君尊的威荣。那
些在他受ƫ�吐唾沫在他�上的，��7身避开他那透入人心的目光和他圣ÿ的荣光。那些曾把Ƈ
子Ƈ入他手脚的人��都要|看他的Ƈ痕。那些把Ū扎入他肋旁的人也要看到他�在他身上所用残
酷手段的痕迹。他�也确知�就是他�所曾Ƈ在十字架上，并在他垂死的Ƥ扎中受他�ʉ笑的一
位。当他�7身逃避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的容ÿ�，他�	出一声��的哀号。 {SR 418.1}

他�都在w法藏身在岩石穴里，�要避开他�所一度蔑@的主可怕的荣耀。他�因他的威荣和无
上的荣耀而魂K魄散，痛苦万状，便一致高声而清晰地喊叫�：“奉主名来的是8当称ɢ的！” {SR

419.1}

于是耶ɗ和圣天使W同Ú圣徒再度回到城里去，厄G已注定了的 人的哀哭和号ɦ响ş云霄。随
后我看�撒但再度开始他的工作。他在他的臣仆之中巡@，使ë弱的人!�强壮，并告«他�，他
和他的使者大有能力。他指着那千千万万复活了的人夸耀�，那里有英勇的P士和P¬精明，征服
多国的君王；那里也有大有能力的巨人和百P百×的勇士；那里有Ɲ傲自大、野心勃勃的拿破Ɏ，
他的ď到曾震撼多国；那里有身材高大，)度高Õ，在争ƪ×利�Ĭ亡的豪杰。 {SR 419.2}

�些人ď死�所想的是什么？从坟墓里出来�，所想的�是什么？他�在倒下��治他�去征服
世界的欲望，此�又在他�心中作主了。撒但先同自己的Ú使者会商，然后再和�些君王、雄主和
Ų人商Ê。他看着他人数广大的p�，就告«他�，圣城中的�伍比�弱小，所以他�必能上去攻
取它，将其中的居民赶出去，ƪ取其中的ß富和荣耀。 {SR 419.3}

撒但很成功地迷惑了他�，Ú人便立即准y作P。在那ȣ大的p�中有e多手Ö精巧的工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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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造出各种武器。 于是在撒但的率3之下，那广大的p兵向前&p。君王与P士�随在撒但后
面，群Úª排列成�，跟在后面。每一�有它的首3，他�在崎ʂ不平的地面上走向圣城�，秩序
井然。耶ɗ使城門都关了。那ȣ大的�伍就将圣城包¦，ē好Ĭ式，准y迎接一"激烈的P争。 {SR

419.4}

第六十五章基督的加冕典礼

��，基督又要在他Ň人眼前出。=在圣城的上方在一个	光的精金的根基上，有一个高大的
宝座。上帝的圣子要坐在�宝座上，他国度的子民要侍立在他周¦。基督的权力和威ö是言h所不
能形容；笔墨所不能描ǎ的。有永生之父的荣耀，�Ƨ他的圣子。他ď格的光ƾ，要充M上帝的
城。并照耀到城門外，使全地都充M光ƾ。 {SR 421.1}

最靠近宝座的，是那些曾一度,心�撒但效Ĝ，后来象火中的一根柴一�被抽出来，曾以深切的
,Ċ献身跟从救主的人，其次是那些曾在虚ƚ和不信的�境中养成基督化品格的人，就是那些在基
督教界宣告ī弃上帝律法之�仍然尊重他ɕ命的人；�有�代以来�信仰殉身的千万群Ú。再其次
�有“e多的人，没有人能数�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
衣，手拿棕ą枝。” Ķ示�7:9 他�的P争已�6束，已�得×。他�已�跑尽当跑的路，并已得到
Aı。他�手中的棕ą枝是他�×利的征号， 白衣ª表明基督无瑕疵的公¶，今已�是他�的
了。 {SR 421.2}

蒙ɂ的群Úŕ声ɢĿ，歌声响ş穹ſ：“愿救恩Ą于坐宝座上我�的上帝，也Ą于羔羊。”天使和
撒拉弗也同声Ŀ美。得救的群Ú因曾看到撒但的力量和 毒，他�就从未�般清楚地U�到，惟有
基督的能力才使他�成�得×者。在�一�光ƾ的群Ú中，没有一个人将救恩的功ĜĄ于自己，以
�他�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善行得×。他�自己所行的事所受的苦，他�一字不提。每一ă歌的主
2，每一ɢĿ的主旨都是：“愿救恩Ą于坐在宝座上我�的上帝，也Ą于羔羊。” Ķ示�7:10 {SR 422.1}

在天上和地上Ú生的大会之前，上帝圣子的最后加冕典礼Å行了，于是那承受了最高威荣和能力
的万王之王便向那些反抗他的政权叛徒宣告判决，并向一切干犯他律法并²迫他子民的人施行Z
8。上帝的先知À言�：“我又看�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
可�之E了。我又看�死了的人，无V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
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些案卷所5'的，照他�所行的受ƫ判。” Ķ示�20:11-13 {SR 422.2}

当案卷展开，耶ɗ的慧眼定睛望着 人�，他�立刻就感悟到自己所曾犯�的每一件罪 。他�
看出自己曾在何�何地偏离了那Æ洁神圣的道路， 以及在干犯上帝的律法上，Ɲ傲及反叛的精神已
*他�至何种地步。他��去怎�因ƈ欲作 而助�#探的^力，怎�Ǵ用上帝所ǩ的福，他�Ț
固不悔改的心，怎�一再拒�上帝的慈怜，�一切都要¥明，好象是用火写的字一�。 {SR 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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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争"的全部景象

在宝座之上有十字架¥露，于是Î当受#探与堕落的情景，以及救恩的Ų大O划各ƙ段的	展，
一幕一幕的出。救主的卑微降生；他幼年朴素和¯命的生活，他在¨但河受洗；他的禁食和在ȳ
野的#探；他的公开F道，向世人¥示了上天最宝Õ的福分；他那忙于慈怜�人的白日；他那在山
�寂静之E独自儆醒祷告的黑夜；那用以Z答他恩德的嫉妒，仇恨和 毒的阴ǒ；他那在客西z尼
园中因全世界罪孽的重ï所感到的可怕神秘的痛苦，他的被�在凶 的暴徒的手中，那恐怖之夜的
种种可怕事件：毫不抵抗的囚犯，被自己所�的門徒所Ā弃，被人粗暴地拖�耶路撒冷的街道，上
帝的圣子被人耀武ŕ威地*到Î那面前，*到大祭司的庭院中，在彼拉多的公堂上，又在那怯懦残
酷的希律面前ƫ(，被人嘲笑、侮辱、折磨、判E死刑----�一切都要生�地放映出来。 {SR 423.1}

此后，在�波�的人山人海之前，出了最后的几幕景象。�位忍耐的“受苦者”踏上了至髑ɞ地
的路；天庭之君竟被挂在十字架上：Ɲ傲的祭司和ʉʪ的暴徒在那里嘲笑他ďN的痛苦；那超自然
的黑暗， 那震�的地面。崩裂的岩石，敞开的坟墓，都是世界救ɂ主Ǿ牲生命之�的大事。 {SR

423.2}

�可怖的情景要原原本本地出。撒但，他的使者和他的子民，无法Ž避不看�暴露他�罪行的
描ǎ。每一个演?都要回想自己所曾充当的角色。那曾�屠Ë伯利恒无辜的Ʋ儿，妄想借此除Ź以
色列的王的希律，和卑鄙下Ŝ，染了施洗¨翰之血的希ċ底，�有那懦弱无能，随波逐流的彼拉
多，和那些ʉʪ\弄救主的兵丁；祭司和官�，以及Ø狂乱喊：“他的血Ą到我�，和我�子ƃ身
上！”的群Ú，�些人都要看出自己何等罪大 极。他�妄想w法Ž避救主圣ÿ那比日�=�ƾ煌的
神圣威荣。但同�得救的群Ú却要摘下自己的冠冕，置于救主的脚旁，呼喊�：“他�我而死。” {SR

424.1}

在得ɂ的群Ú之中，有基督的Ú使徒，有英勇的保ċ，,心的彼得蒙�而又�人的¨翰，以及他
�e多忠Ċ的弟兄，�有大群的殉道者和他�在一起；那�，那些曾�逼迫他�，囚禁他�，Ë害
他�的 人，W同一切ƶɺ可憎之物，却都关在圣城的ő外。其中有那残忍行 的ɻɳ的尼ċ皇
帝，他曾逼迫圣徒，并以他�所受最¸烈的痛苦�快；但在他却要看�他�得享��与尊荣。他
的母4也在那里，要4眼看到自己行�的后果，看出她品格的邪 是怎�ĀF�自己的儿子的。她
的感化力和榜�所曾助�的她儿子的邪情私欲，6出了罪 的果子，使全世界�之P栗。 {SR 424.2}

在那里�有天主教会的神甫和主教�，他�曾自命�基督的使者，却想用拷(台，地牢和火刑柱
等来�制上帝圣民的良心。 那里有傲慢的教皇，他�曾高抬自己高�上帝，并擅敢改!至高者的律
法。那些虚ƚ的神甫N必向上帝作交代，那是他�巴不得可以逃避的。他�那�才要看出：全能者
是ö格Ē行自己律法的，而且决不以有罪的�无罪，可是他�已悔之晚矣。他�在才明白基督是
与他受 之子民同受苦 的。他���感受到了他的�的力量：“�些事你�既作在我�弟兄中一个
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z太福音25:40 {SR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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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台前

全体 人要站在上帝的台前�反叛上天政权的大罪受ƫ。��没有人�他�代求，他�是无可推
ʚ的；于是判决了他�永死的死刑。 {SR 425.1}

在全体都看明罪的工价不是崇高的自由和永=的生命，而是奴役，ūŹ和死亡。 人看出自己
因叛逆的生活而Ǜ失的究竟是什么。当初上帝向他�提供那极重无比永=的荣耀�，他�曾傲慢地
拒�，而在看起来，�荣耀是何等可羡啊。沉Ȓ之子要喊叫�：“�一切本都是我可以�得的，而
我竟把它置于q后。唉！�是多么奇怪的着迷啊！我已�把平安、幸福，和尊荣}取悲惨、耻辱、
和�望。”Ú人都要看出自己之被屏弃于天庭之外，乃是公平的。因�他�已�在自己的生活中宣
称：“我�不要�耶ɗ作我�的王。” {SR 425.2}

 人心ƪ神移的|看上帝圣子的加冕典礼。他��到他手中有神圣律法的法版，就是他�所曾T
@并干犯的律法典章。 他�目睹得救群Ú§喜�Ħ和敬拜的情形。当歌唱的声浪洋溢于圣城之外
�，那里的群Ú异口同声地Ŀƣ�：“主上帝，全能者啊，祢的作�大哉！万王之王啊，祢的道路¶
哉，Ċ哉！” Ķ示�15:3 �� 人也俯伏在地，敬拜生命之君。 {SR 425.3}

第六十六章第二次的死

撒但�到了基督的威ö和光荣，似乎全身ȩɔ了。�一度作�遮掩¨Ƃ的基路伯，想起了自己是
从何E堕落的。他曾是一个	光的撒拉弗，“早晨之子；”何竟改!，何竟堕落！ {SR 427.1}

撒但看出他那自�的反叛已�使他不能居留天上。他已�È于用自己的能力去反抗上帝，所以天
庭的Æ洁，平安与和ǐ
于他必是极端的痛苦。他
于上帝的慈�与公¶的ʑ告在已�ȋ口无
言。他所想要加在耶和d身上的罪名，在完全都落在他自己�上了。到此撒但不得不低�下拜，
承U自己所受的E分是公正合理的。 {SR 427.2}

在��久斗争中一切有关真理与ɣ道的(2在都已辨明。上帝的公¶也完全��了。在全宇宙
之前，圣父与圣子�人类所付出的Ų大Ǿ牲已�清楚地¥明了。在�候已到，基督要站在他8有
的地位上，并享有大尊荣，=超�Ē政的掌权的和一切有名的。 {SR 427.3}

撒但虽然不得不承U上帝的公正；并向基督的至高权威低�，但他的品性并没有改!。叛逆的精
神象一股汹涌的洪流，再度暴	，他心内充M狂怒，决意在�"大P争中Ț抗到底。�候已到，他
必é
天上的君王作最后的Ƥ扎。于是他冲到自己所�治的人中，尽力以自己的狂怒来鼓�他�，
激	他�立即作P。 不料，在他所引Ɗ参加叛!的无数群Ú中，在却没有一个人再承U他有至高
的权柄了。到此，他的权^已�6束了， 人固然象撒但一�，仍旧充M仇恨上帝的心理。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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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大^已去，他�决不能×�耶和d了。他�便向撒但和他所用来欺ġ的爪牙工具大	烈怒，并
以 魔般的Ø狂向他�猛扑�来，接着就是一"普遍的P争。 {SR 427.4}

火从天上降下

那�先知的�便要8�：“耶和d向万国	忿恨，向他�的全p	烈怒，将他�Ź尽，交出他�受
Ë戮。”“他要向 人密布网ċ，有烈火、硫磺、,)，作他�杯中的分。” 以´ÎR9:5; ă篇11:6 从
天上上帝那里有火下降，地也裂开了。藏在地底深E的武器也拿出来。从每道裂开的深坑中，有Ź
人的火焰ţ出。W岩石本身也都着起来了。“^如Ô着的火炉”的日子已�来到，“有形S的都要被烈
火å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Ô尽了”（Ę拉基R4:1;彼得后R3:10）陀裴特的火已��背逆之王Ày
好，又深又Ĉ，“耶和d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着起来。” 以´ÎR30:33 地面看起来是一片熊熊熔
岩，一个广大沸Ħ的火湖，�乃是不敬虔之人遭受Z8与沉Ȓ的�候 ----因�耶和d有Z仇之日，�
Ȏ安的争ǽ，有Z8之年。” 以´ÎR34:8 {SR 428.1}

 人要在�世上受Z。“万p之耶和d�，那日ď近，^如Ô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 的，必
如碎ʡ。” Ę拉基R4:1 有一些人只Ô片刻而ūŹ了，但有一些人却要受苦多日，各人都要“照着他�
所行的”受Ʊ。¶人的罪都已Ą到罪 的源�撒但�上，所以他不但要�他自己的叛逆受刑，也要�
他所引Ɗ上帝子民所犯的一切罪受刑。他所遭受的刑Ʊ要比一切受他迷惑之人所受的=�可怕。在
那些受迷惑之人都被Ô尽之后，他�要活着受苦。在�一"洁³地球的火焰之中。 者N于都被除
Ź，根本枝条一无存留----撒但是根本，跟从他的是枝条。公¶的要求已�M足；于是圣徒和天使全
p大声�：阿�。 {SR 429.1}

当整个地球�上帝Z仇之火所包¦�，¶人却安然居住在圣城里。“在�一次复活有分的，……第
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 Ķ示�20:6 上帝
于 人乃是烈火，但
于他的子民却是日�和
盾牌。�ă篇84:11 {SR 429.2}

第六十七章新天新地

“我又看�一个新天新地，因�先前的天地已��去了。Ķ示�21:2 那ÔŹ 人的烈火把�一个
地球Ŕ³了。一切咒Ȯ的痕迹都已抹除³尽。没有永=Ô着的地Ǎ使ɂ民一直看�罪 的可怕 
果。但要留作æ念的只有一件事：我�救ɂ主被Ƈ十字架的B痕要永=留存。罪 残忍工作的唯一
痕迹是救主受B的�，刺破的肋旁，被Ƈ的手脚。 {SR 430.1}

“祢�羊群的高台，Ȏ安城的山哪，从前的权柄必Ą于祢。” 弥迦R4:8 那因罪 而Ȓ亡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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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已�ƪ回了，而且得ɂ之民将要和他一同承受。“¶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 ă篇37:29 {SR

430.2}

e多人因�要避免使圣徒的基;太具体，便用“属灵”的解Ĥ否定了那使我�@新地�我�的家ľ
的真理。但耶ɗ曾向他的門徒确切保��：他去乃是要�他�Ày住E。凡接受《圣�》教Ï的人
决不会
于天上的住E一无所知。但是保ċ仍然�：“上帝��他的人所Ày的，是眼睛未曾看�，
耳朵未曾听�，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哥林多前R2:9 ¶人的Aı不是人的言h所能形容，只有那些
目睹的人才能知道。上帝�园的荣美决非人有限的q力所能了解。 {SR 430.3}

《圣�》上称得救之人的基;�“家ľ”（希伯来R11:14-16）那里有天上的好牧人3他的群羊到
活水的泉源。生命ą要每月6果子，其上的叶子要供�万民使用。涌流不竭的清泉，明³如水晶。
河<Ý叶成ɍ，使�上帝救ɂ之民所Ày的道路更�清幽。广大无垠的平原一直伸到荣美的山麓之
下。那里有上帝的圣山，高峰ɋ立。上帝的子民，就是那些�久ņ流的客旅，要在那宁静的平原
上，和生命ą的河<，找到他�的家ľ。 {SR 431.1}

新耶路撒冷

那里有新耶路撒冷，城中有上帝的荣耀：“城的光ƾ如同极Õ的宝石，好象碧玉，明如水晶。” Ķ
示�21:11 耶和d�：“我必因耶路撒冷�喜，因我的百姓快�。” 以´ÎR25:19 “我听�有大声音
从宝座出来�：看哪，上帝的Ď幕在人�，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4自与他�
同在，作他�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
�以前的事都�去了。” Ķ示�21:3-4 {SR 431.2}

在上帝的城中，“不再有黑夜。”没有人再需要或希望休息，在奉行上帝旨意并ɢŕ他圣名的事
上，是不会疲倦的。我�必�久享有早晨清新的精神， 永世无Ō，“他�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主上
帝要光照他�。” Ķ示�22:5 那�太阳光要被一种比今在正午的日光更ƾ煌但却不会造成目眩痛
苦的光亮所取代。上帝和羔羊的荣耀使圣城充M永不消退的光ƾ。那里永=是白昼，得ɂ之民要在
没有阳光的荣光之中行走。 {SR 431.3}

“我未�城内有殿，因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城的殿。” Ķ示�21:22 上帝的子民享有特权，得以
与圣父和圣子直接交通。“我�如今仿佛
着Ć子|看，模糊不清。” 哥林多前R13:12 自然界和主

待世人的作�好象一面Ć子，我�在其中模糊地�到上帝的形象；但将来我�要面
面与他相�，
当中再没有任何隔ɾ，我�要侍立在上帝面前，瞻仰他圣ÿ的荣美。 {SR 432.1}

在那里，永不衰Ò的心智要以无Ō喜�的心，思考�造之能的奇妙和救ɂ之�的奥秘。再没有残
酷ȧȠ的仇Ň来引Ɗ人忘5上帝。人的各种才能都要	展，一切力量都要增强。知�的追求不会使
q力疲ǖ或精神衰竭。在那里，最宏Ų的事;必要&展，最崇高的志向必要i到，最雄Ų的愿望必
要�；但此外�要出新的高峰待人攀登，新的奇迹供人Ŀı，新的真理�人推究，并有新的目
��人	źq力、心力、和体力。 {SR 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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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月要*来有关上帝和基督更丰富更光荣的Ķ示。知�怎�&步，照�，�心、敬虔、和
幸福也要增&不已。人越U�上帝，就越要ɛ慕他的品德。 当耶ɗ向人ɪ明救恩的丰盛，以及他与
撒但的大P争中所有的§人成就�，得ɂ之民心中便要涌出更,切的忠Ċ，并以更,烈的喜�ķ奏
手中的金琴，Ǧ万的声音要一同歌ɢĿ美。 {SR 432.3}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ǔ海里，和天地�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但愿ɢĿ、尊Õ、荣耀、
权^，都Ą�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 Ķ示�5:13 {SR 433.1}

罪 和罪人都已不存在，上帝的宇宙全是洁³的，大P争也永=6束了。 {SR 4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