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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正

12/16/13, 11:08 AM

在末后之 。一幕幕 兆的迅速

，

明基督的再

已迫在眉睫。我 正

在一个十

分 、十分 要的关 。上帝的灵逐 而确 地在从地上收回。
和灾殃，已 到凡藐 上帝恩
典的人身上。地上的 患，海中的灾 和社会的
，以及 争的 云，都凶 万分：凡此种种，
都 示着那 等重大的事即将 生。 {T9 11.1}
罪 的各种权 ，正在 集力量以巩固
，
，而且最后的几幕将是非常神速的。 {T9 11.2}

付最后的危机。世界上将要 生重大的

我 看到目前世界各方面的情形，就可知危急的 候已 到来。每天 上所登 的，都表明不久
将有可怕的争斗 生。大胆 劫 有所 ，偷窃
案件比比皆是， 工的 潮亦屡 不 。人受
了

魔的支配，沉溺于罪

仇

已成功地

之中， 人害命，无所不

倒了公 ,使人 心中充

在街上仆倒，正直也不得 入。” 以
要，竟无着落；而同一城中却有 多
的 室和无 的服装上；更有甚者，

，以致各种罪 的

力，日甚一日。 {T9 11.3}

了自私的欲望。 “公平 而退后，公

站在

，

59:14 在 多大城中，常 可怜的 民，衣食住三大需
衣玉食， 奢极侈的富翁。他 把所有的金 ，消耗在
足口腹之欲，便不惜在烟酒和其它足以
力， 坏神

和使灵性堕落的事物中，大肆 霍。那些将要 死的人所 的呼声，已
有人藉着种种 迫勒索的手段，大肆 聚,以 足其
的欲望。 {T9 11.4}

到上帝面前；但是，仍

有一次在
，我在夜 异像中 有 多高大的房屋，造得一
地高出云霄。 些房子都有防
火 施，那些建筑者和屋主，造 房屋的宗旨，就是要荣耀自己。他 把房子愈造愈高，用了 多
最 重的材料。但他 却没有自 : “我 怎 才能最好地荣耀上帝？”在他 思想中根本没有上帝。
{T9 12.1}

我想：“凡是把 力用于 种事上的人，唯愿他 能象上帝那 来察看他 自己的行径！他 虽然
拼命地在建造高楼大厦,但是在宇宙之主的眼中，他 的打算和 划是何等愚昧啊！他 并没有尽心
竭力地去探
怎 荣耀上帝。他 竟没有看到 是人类的第一个本分。” {T9 12.2}
当 些高大的楼房落成 ，屋主 都傲然得意，因 他
得有金 可以 足自己的欲望，并能
引起 舍的羡慕。他 所用的金 ，大半是以勒索的手段, 从 民身上榨取而来的。殊不知天上 于
人类的一切 止行 ，都有
的
。凡是不公平的事情和欺 的行 ，无不一一
在案。
候将到， 些
傲慢的人，必走到一个上帝不能容忍的地步。那 他 才会知道，耶和 的 容
也是有限度的。 {T9 12.3}
此后，我忽然听 失火的警 。人 望着 些想来能防火的大厦 ：“不要 ， 些房子是
不
会有危 的。” 知 些房子却完全被火
，好象是松脂做的一 。救火 不能扑 火 ，消防
也无 于事。 {T9 13.1}
我受指示，知道野心勃勃的人

傲自大的心，若不改

来，那么，主的日子一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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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那有力量施行拯救的手，也有力量施行

。世上没有什么能力可以阻止上帝的作

帝所 定的日子，他就要照着世人蔑 他律法和妄自尊大的行
料能建造一种上帝所不能摧 的建筑物。 {T9 13.2}

而施以

。到了上

。那 世上没有什么材

世界上的人，乃至在教育家和政治家中，也没有几个能明白 今社会所以呈此景象的原因。 政
者也无法解决当今道德
，不法 增，以及
、 困等
。他 虽极力地 法要想出更可靠
的体制，来
些

理人类的事

的答案。 {T9 13.3}

圣

，但也是徒 的。人只有

言了基督复 之前世上所必有的情况。 它

上帝的

到人

和教 多加留意，才能找到解决

藉

勒索之手段攫取的事

：“你

在 末世只知
。工人 你 收割庄稼，你
欠他 的工 ， 工 有声音呼叫；并且那
收割之人的冤声已 入了万 之主的耳了。你 在世上享美福，好宴 ，当宰 的日子竟 养你
的心。你

定了

人的罪,把他 害,他也不抵

你

。”雅各

5:3-6 {T9 13.4}

但是 在一般 恋世俗的人， 于当今各 很快
的 兆有什么感想呢？受了什么 戒呢？他
的 度有了什么改 呢？唉！没有什么改 ，正与挪
代的人无异。洪水以前的人，由于沉浸

在俗 与快 之中，以致“不知不 洪水来了，把他 都冲去。” 太福音24:39 他 虽然有天上的警
告，却不听从。照 ，今日的世界，也完全不把上帝的警告放在心上，正向永久 亡的路上跑去。
{T9 14.1}

争的精神已鼓 了全世界。但以理
情景就会出 。 {T9 14.2}

种

“看哪，耶和 使地空虚，

了永
之

。 所以地被咒 吞

也止息了。” 以

十一章的

言，几乎全部

了。不久, 言中所

荒凉；又翻 大地，将居民分散。……因

，住在其上的

有罪。……

到的种

他 犯了律法,……背

鼓之 止息，宴 人的声音完

，

琴

24:1-8 {T9 14.3}

“哀哉，耶和 的日子 近了！ 日来到，好象
从全能者来到。……谷种在土 下朽 ； 也
荒凉， 也破坏，因 五谷枯干了。牲畜哀 ，牛群混乱，因 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葡萄 枯
干，无花果 衰残，石榴 、棕 、苹果 , 田野一切的 木也都枯干; 人的喜 尽都消 。”
珥 1:15-18, 12 {T9 15.1}
“我心疼痛！……我不能静默不言,因 我已 听
全地荒 。” 耶利米 4:19, 20 {T9 15.2}

角声，和打仗的喊声。

坏的消息

不

；因

“我 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 看天,天也无光。我 看大山，不料，尽都震 ，小山也
都 来 去。我 看，不料，无人，空中的
也都 避。我 看，不料，肥田
荒地，一切城
邑……都被拆 。” 耶利米 4:23-26 {T9 15.3}
“哀哉！那日 大，无日可比，

是雅各遭 的

候；但他必被救出来。” 耶利米

30:7 {T9 15.4}

全世界的人，并非都站在仇 一 与上帝
，也不全是不忠心的。 有少数忠心 从上帝的
人，因
翰 ：“他 是守上帝 命和耶 真道的。” 示 14:12 侍奉上帝与不侍奉上帝的两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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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就要起一种可怕的争斗，以致凡能被震

的 西，都要震 ， “使那不被震的常存。” {T9

15.5}

撒但也十分用功地研究圣

。他知道自己的

候不多，因此便在各方面

工作。他要把以前逼迫圣徒的手段重新施行在圣民的身上。但同
此 ，圣徒在地上的
是无法形容的。他
天使 常相通。但是另一方面，撒但也要在

法要抵消上帝在地上的

上帝要把天上的荣光照在地上。

必在从上帝宝座那里来的光中行走。天与地也要藉着
多 天使的 戴之下，冒充上帝，并且行各种神迹奇

事；倘若能行,

民也会被欺 。所以，上帝的百姓靠行神迹奇事是不足以站立得

至十八

据上得着力量。“

也会模仿他
所

所行的神迹奇事。不 ，凡上帝之受
的

背与上帝所立之

上

着

的百姓，都可以从出埃及

三十一章十二

句充 生命力的 是唯一安全的立身根基。凡

”，

于第四条 命的

度上特别区分出来；因

权力的

号，也是他要求人类敬畏和效忠他的明

命和耶

真道的，一等是敬拜 和 像，并受它印

教

撒但

的人，到那 就没有上帝同在，也没有什么希望了。 {T9 16.1}

敬拜上帝的人，可以从他

高

的，因

的行 而被区分出来。在争

。

生之

条 命，是上帝

造

人也必因他 竭力推翻 造主的

念日，并

的。虽有地上的国度与拜 的教会

合起来，

，基督教界必分成两等人：一等是遵守上帝

用强权使“ 人，不 大小 富，自主的， 奴的，” 都受 的印 ，但是上帝的子民，是不会受
印 的。 示 13:16 先知 翰曾在拔摩海 看 “那些 了 和 的像并它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
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唱着摩西和羔羊的歌。
可怕的

15:2 {T9 16.2}

和磨 ，正等待着上帝的子民。地上的邦国，从

。但是,上帝的 民，在将要来到的
12:1）──必毫不
他 。 {T9 17.1}
上帝

示

。我要作你

期中──从有国以来直到此 ，没有

。撒但和他的使者，决不能 害他

他的百姓 ：“你
的父，你

要从他 中

到那 ，无不受着好

精神的鼓

的（但以理

，因 有比魔鬼力量更大的天使在保

出来，与他 分别，不要沾不洁 的物，我就收

要作我的儿女。”“你

是被

着

你

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

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 宣 那召你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哥林多后 6:17, 18;
彼得前 2:9 上帝的百姓，必 与世人分别，成 全心全意侍奉上帝的，不求自己的荣耀，并且要
住自己与上帝立下最庄 的 ，做上帝的仆人并
侍奉他。 {T9 17.2}
“耶和
摩西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你
要守我的安息日,因
是你我之 世世代代
的 据, 使你 知道我耶和 是叫你 成 圣的。所以你 要守安息日,以 圣日。凡干犯 日的,必
要把他治死;凡在 日作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作工，但第七日是安息日，是向耶和 守 圣
的；凡在安息日作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 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 永 的 。 是我
和以色列人永 的 据，因 六日之内耶和 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 。” 出埃及 31:12-17 {T9
17.3}

以上 些 ，不是指出我 是上帝特 的百姓 ？不是 明我
永久保守 神圣特 的地位
？从前的以色列民，上帝要他 守安息日，作 “永 的 ”。 代以来，安息日并未失去它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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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仍是上帝和他百姓中 的 号，且必成

永久的 号。 {T9 18.1}

第二章蒙召作
在一种特别的意 上 来，基督复 安息日会的信徒是作 守望者和擎光者的身份被安置在世上
的。他 受了重托，要把最后的警告
将亡的世界，从圣 中有奇异的亮光照在他 身上。上
帝已托付他 一 最
的重要工作，即
的工作了。他 不可 任何其它的事吸引他
上帝已

把

最

的真理托付 我

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天使的警告。再没有比
的心神。 {T9 19.1}

，要我

去

天下万民。

更重要

些真理就是我

作。全世界的人必 听到警告。上帝的百姓 必忠于交付他 的委托，他 不可从事投机
不可与非信徒合伙 企 ；因
作， 必阻 上帝授予他 的工作。 {T9 19.2}

的工

，也

基督 他的百姓 ：“你 是世上的光。” 太福音5:14 上帝的 划和意 如此明白地告 我 ，
非同小可。我 能照着确信的 言指示去明白上帝的旨意， 确是我 无上的特权。上帝将
重大的 任放在我 肩上。他期待我 把从他那里得到的知
别人。他的宗旨是要人力与神力
合作，去

末世的警告。 {T9 19.3}

按着各人的机会，凡是 受了真理之光的人，都

有与以色列的先知相同的

任。上帝

他

：“人子啊，我照 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 , 替我警戒他 。我
人
：‘ 人哪，你必要死！’你以西 若不开口警戒 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
人必死在罪孽之

中，我却要向你 他 命的罪;倘若你警戒 人
却救自己脱离了罪。” 以西
33:7-9 {T9 19.4}
道我

要等到末世的 言都

离所行的道，他仍不

了之后,才开口宣

？那

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

我 所

的 有什么价

我 要等到上帝的 判 到罪人身上 ，才去告 他 怎
避 ？
，我
于圣
在哪里呢？ 道我 要等到看 了 言成 事 之后，才相信上帝所 的
？上帝已
了的亮光，使我 知道耶和 的日子确已
悔之晚矣！ {T9 20.1}
我

呢？

道

的信心又
用清晰明

近，“甚至在门口了。”愿我 及早研究，及早醒悟，否

当献身作神圣的媒介，使天上的生命可以通

我 流

别人。圣灵要激 并充

全教会，

使 人的心得以洁 ，并
起来。凡在受浸礼 与基督同葬的人，就
以新的生命而重生,做基
督生命的活代表。我 的身上 有神圣的 任，就是基督所交 我 的使命：“所以，你 要去使万
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 他 施洗。凡我所吩咐你 的，都教 他 遵守，我就常与
你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福音28:19, 20你 已献上自己作宣 救世福音的工作。 上天的
全 乃是你 的能力。 {T9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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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洁的生活
我
上帝作
，不 是宣 真理，或散
刊就算了事。 知 基督化的生活，乃是 人
向基督的最有 服力的宣 。反之，一个卑劣的基督徒品格 世人的危害要比一个普通庸人俗士的
影响 重得多。所写的一切 籍不都能使人
宣 ，而是信徒的生活。教士 在 台上所
了。 {T9 21.1}

到一个圣洁人生的目的。人 所相信的，不是牧 的
的道，常被那些自以 宣 真理之人的行 抵消掉

上帝的宗旨，是要从他的百姓身上,在世人面前得着荣耀。凡以基督名号自 的人，都要在思想，
言 和行 各方面做他的代表。他 的思想要 洁，言 要高尚，足以吸引周 的人来就近救主。
他
的 或做的事，都
在的馨香之气。 {T9 21.2}

有基督的信仰交

在内。他 在商

上的每一笔交易都要散

有上帝同

罪是可 的 西，曾破坏了 多天使道 上的美，它 入了世界，在人类的身上几乎抹 了上帝
道 的形象。但是上帝因着他的大 ，就开劈了一条出路，使人可以藉此恢复那因屈从 探者而失
去的地位。基督来作人类的前 ， 我 造就一个完美的品格。凡接受他的人，都得以重生。 {T9
21.3}

基督已看到人类因罪 的 生，以致被那空中掌权的王 管， 而竭力从事于邪 的作 。他也看
出，必 有一种更强大的 力，来
撒但。他 ：“ 在 世界受 判， 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翰福音12:31 他知道人若信靠他， 就能得着力量来抵抗那些名叫做“群”的 使者。基督常想到自己
将要付出的至大
失的地位，想到

牲成就之后， 世界的王就要被赶出去，人
一点，他的心就更 定了。 {T9 21.4}

就可以藉着上帝的恩典恢复以前

只要人能照着基督的吩咐，靠着他的能力去行，就能像基督生活在地上 一 地生活。我 与撒
但争 之 ，也能得到基督所得到的一切帮助。我 靠着那 我
我
牲的主，可以得 而有
余。 {T9 22.1}
凡称 基督徒，而不照着基督的行 去行的人，就是侮辱了自己所信的宗教。凡是在教会册子上
有名的人，个个都有 任要做基督的代表，体 基督内心 虚柔和的精神。他 要作基督的
，
使人知道照着基督的榜 行事 人有什么好 。 代的真理，要在相信之人的行 上 示其能力，
并要从他 的身上
天下万人。凡相信真理的人， 在自己的行 上 示真理使人成 圣洁高尚
的能力。 {T9 22.2}

基督的代表
天上宇宙 的居民，都希望凡跟从基督的人，都能在 世上做光照亮别人，并且 出基督 人
牲的恩典的能力。上帝要求所有称 基督徒的人， 个个都在自己的生活上 出基督教的最高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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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被看作基督的代表,便
犹疑地信靠上帝和他的
凡欲

示基督的真

。 {T9 22.3}

上帝之城的人，在世的所作所

性。他 的

都 体

人， 有信心、有胆量、

基督的精神，如此才不失其

心

意、毫不

基督的使者和

人。他 必
决直接地抵制一切罪 的行 ，并向罪人指出上帝的羔羊，就是除去世人罪孽的。
凡接受基督的人，基督就 他 权柄作上帝的儿子。我 要 入上帝的城邑，其唯一的道路就是重
生。 条路是小的， 去的门是窄的。但我 却要引 世界上的男女老少走在 路上，并教 他
：若要得救，必 有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必 制 旧 的性情和品格；必 改 自身本来的欲
望；必 摒弃一切欺 、奸 和 言;必
一种基督化的新生活。 {T9 23.1}

定不移地服从真理
我 既已蒙召去
督复 安息日会的人，因
而行，他
凡

就要嘲笑我

耶

神圣重大的信息，就不可在行 上有任何虚 。世人正注目 察我 基
他
于我 的信仰和高 准，有所
。假若我 不照我 所 所

了。 {T9 23.2}

的人， 在生活的一切

上符合他的旨意。既自愿投于主的名下， 他

的生活当然

与世俗之徒 然不同。那 探者要用
的手段和甜言蜜 来 他
：“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
一切都
你。”但是他 知道撒但没有什么 得他 接受的 西，所以不受他的引 。他 靠上帝
的恩典，能持守原 ，不偏不倚,不受 染。圣洁的天使， 不离他 的身旁；基督的形象，在他 始
服从真理的德行上
出来。他 是基督的 勇 ， 真理作真 确切的
，表明确 有一种
属灵的力量,能使人不因
俗世的利益而 臾偏离公 和真理。 种人不 在哪里，都必受天上的
重

,因

他 不

任何

牲, 要使自己的人生完全符合上帝的旨意。 {T9 23.3}

普及全球的信息
上帝把光

他的百姓，不是要他 把它封 在已

明白真理的教会里，而是要去照亮世界的黑暗

之 。凡在光明中行，如同基督在光明中行的人，必会与救主合作，将主所指示于他 的 示于人,
使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都明白 代的真理。 就是上帝的旨意。当今的世人，都以世俗的得
失
， 求今世的快 ，千千万万的人，毫不念及灵性得救的
。但 候到了，基督快来的信
息必要

遍大地。 {T9 24.1}

有

多无可置疑的事 ，

明末日已

近了。我

用确切的声音去

警告； 和平之君的

云降 准 道路。在 多尚未听
代真理的城市中，我
有 多工作要做。我 不是要建立
模壮 宏大的机 与世人的机 比高低，而是要奉主的名，以基督 自作工 的那种始 如一的
忱和百折不 的 毅，去推 主的圣工。 {T9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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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体， 在上帝面前刻苦己心，求他

恕我 未能很好地完成福音使命之罪。我

虽已在几个地方 立了很大的中心机 ，但在 多重要的城市中，我
没有开展工作。愿我 即
刻起来做上帝所派 我 的工作，
警告，以 醒世人，使他
悟自身的危 。倘若基督复
安息日会的教友，个个都已 尽到本分，做了 做的工，那本会信徒的数目，决不止 在的 一
些。全美国的各大城中也必有 多人，因受引 而听信福音，遵守上帝的律法。（ 中国的情况又何
尚不是如此！── 者按） {T9 25.2}
有些地方， 遵守安息日的信息，固然已 很清楚很有 服力地 开了，但 有 多地方尚未听
到警告。我 已 明白真理的人，能否 悟到自身的 任呢？ 位弟兄啊，你 不可埋 于俗 和
利益之中去，不可忽略救主托 你 的使命。 {T9 25.3}
宇宙 的万物都在呼召：凡明白真理的人，要毫无保留地献上身心，照着他 所知的三位天使警
告去
真理。我 的所 所 都足以使我 意 到自己的 任。撒但的 力是
的猖獗， 使凡
基督徒的人都不得不尽个人的本分。 {T9 25.4}

所需要的一种工人
上帝所交

我

的工作，是 大而重要的。

行

种工作需要那些有智慧而无私的人，需要那些

能明白 牲自我尽力救人到底将意味着什么的人。但不冷不 者慨不需要，因 基督不能任用 一
等人。只有那 天下人类的痛苦而担 ，并在行 上 明自己是在接受，又 授那生命和恩惠之真
光的人，才是圣工所急需的。 {T9 26.1}

上帝的子民， 克己 牲与基督接近，并以
慈悲的信息 天下万民 唯一的目的。虽然各人
作工的方法照着上帝的呼召和引 或 有所不同，可是大家都 同心 力，力求做成完善的工。我
上帝作工, 用口 和文字两方面同

行。真理的印刷品要 成多种文字，

遍地极。 {T9 26.2}

我的心常 重荷，因 有 多可以有所作 的人却无所事事。他
易被撒但的引 玩弄，任他
布。凡是明白真理的教友，都 趁着白日努力作工，因 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再 不
久，我 就会明白何 黑夜了。上帝的灵，已 因担 而
离开世界;各国互相仇恨；
争作大
模的准 。黑夜将到，教会 即刻醒起着手去做所派的工作。凡是信徒，不 有无文化，都能
个信息。 {T9 26.3}

永久的未来，正在我 面前展 。永恒世界的序幕行将揭开。 我 心里 在想什么呢？我 周
的人，行将 亡，我
在
自己
安逸 ？我 的心，完全麻木了 ？我 真不 得自己当
别人做点工作 ？我的弟兄姊妹啊，你 是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的那等人 ？上帝使你 明白
他的旨意， 道是徒然的 ？他屡次 你
出末日近了的警告， 道都是无用的 ？
，你
到底信不信上帝所 的事将要 到 世界呢？到底信不信他的
怎能安安逸逸地坐着漠不关心呢？ {T9 26.4}

判确已逼近世人了呢？那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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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地 去，末日越来越近。我 与上帝的关系是否也一天天更 近呢？有没有“警醒祷
告”？与我 日常相 的人，都需要我 的帮助和引 。他 可能是很容易接受真理的，只要我 能
抓住 机 几句 ，圣灵就会把它 刻在他 的心里，好像 子 牢一 。我 若延至明天，那末
有些人也
努力来引

再也不能与我
系了。我
他
向基督呢？ {T9 27.1}

短促，我 必
手从事 工作的人。他
效率，格外
把那
罪

于同行的旅客，有些什么 的感化力呢？我

集各种力量以成就更大的工作。需要的是：能
工作，不是 得工 ，乃因确 末日逼近。 急的

作出什么

工作的重大，并能着
要求我 格外 究

心献身。我 心思念 事，呼求上帝 ：“求你兴起并差遣富有 任心的使者，就是已
根源的自我崇拜， 死在十字架上的使者。” {T9 27.2}

一个

忘的异像

我在夜 看 一个很 人的异象：有一个极大的火球，落在几座壮 的大厦之 ,致使大厦立即
。我听 有人 道：“我 原知道上帝的 判将要 到世界的，可是想不到会来得 么快！”另一些
人用极其悲痛的声音 :“你 早知道, 什么不告 我 呢?我 不知道啊!”我听 各方都有
的怨
声。 {T9 28.1}
我在极大的苦

中 醒 来了。后来又睡着了，

着大
，在他面前展开着一幅世界地 。他
天上的光照在 的身上，那人就必 把 光反照
燃更多的光。 {T9 28.2}

得自己好象在一大群人中。有位权威人士正

， 地 描 着上帝的葡萄园是必 栽培的。当
别人。在 多地方必要 出亮光，而 光又要点

那人引用以下的
：“你 是世上的 。 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
在外
面，被人践踏了。你 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 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
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 的光也当
照在人前，叫他
你 在天上的父。” 太福音5:13-16 {T9 28.3}

看 你

的好行 ，便将荣耀

我看 从各城各村，地的高 和低 ，都有一道道的光照耀着。上帝的
各村中都有人 念上帝。他的真理 遍了天下。 {T9 28.4}
此后，

幅地

挪开了，

上了另一幅。其上只有几

被人遵行了, 以致各城

光。世界其它地方都是黑暗，只有零星

几点的微光
着。我 的指 者 ：“ 黑暗是人 任意妄 的 果。他 随从了
养成了邪
的 向;以猜疑、 衅、 和
别人
生的要 。他 的心与上帝不和,他 把光藏在斗底下了。”
{T9 29.1}

如果基督的精兵个个都已尽到自己的

末普世的人都必早已听
警告了。但是
机冲到我 前 去了。 {T9 29.2}

任；如果
工作已

安城上的守望者个个已吹响了一定的号角，那

落后了

多年。当人

睡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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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必要完全信靠上帝、毫无私心、 定地前 ， 主作工。我
虚地把自己的眼前和将
来，完全托在他全智的手中，将起初确 的信心 持到底。要知道，我 接受天上的福气，不是因
我 自己相配，乃是因 基督的功 ，并且我 因信基督， 受了上帝丰盛的恩典。 {T9 29.3}

第三章 家庭布道工作
凡接受了上帝的委托，明白 代真理的人，上帝都期待他去作个人之工。虽不是人人都能到国外
去 道，但人人尽可在自己的家庭和 里中作家庭布道。教友 将真理
周 的人，方法很多。
其中最有成效的，就是自己在行 上表 出一种无私忘我、 于助人的基督徒精神。有 多在生活
的
上 斗得精疲力竭的人，我 不必花 什么 ，只要 他
心地关 ，就能使他 得到安
慰和力量。原来一句仁 的 ，一点
的心意，就足以 除人 精神上的 探和疑云。从心里
出的基督般的真

同情，确有能力开

那些需要基督精神 慰者的心门。 {T9 30.1}

哦，基督是多么喜 接 一切 向他的人啊！他使人性与上帝 合，以便把道成肉身之 的奥秘
告知世人。我 要
他的大 ，祷告他的大 ，歌唱他的大 ，使世界充 他真理的信息，并
上 ，直到地极。 {T9 30.2}
天上的

多生灵等待着与人力合作，好向世人

明人类能 到何等崇高的地步，且因他

自己的

影响，在拯救将亡之人的事上能有多大成就。凡属真正悔改的人，其心中必充 上帝的 ，以致渴
望把自己所有的喜 分 别人。上帝希望他的教会能 示出圣洁的美德以彰 基督教的能力。 基督
徒的品格是要把天国反照出来，使黑暗中人听 感恩和
的歌声。 于我 得到了福音的好消
息、宝 的
和保 ，我 就 尽力使别人得益 ，以表示我 的感激。我 做 种工作，就能
使天上公 的亮光，照亮 苦 患的人，犹如 途中疲乏干渴的旅客开了一个泉源。凡是慈悲的工
作，凡是仁

的事 ，都有上帝的天使同在。 {T9 30.3}

我
我

的榜

以基督的工作 典范。他是在不停地奔走行善。不 在圣殿和会堂里，城中的街道上，集

市上和工 里， 是在海 和山地，他 是在
福音，医治病人。他的一生是毫无私心地 人类
服 的一生，所以是我 所
效法的。他温和慈怜的 ，使我 的自私自利与麻木不仁受到
。 {T9 31.1}

基督不 到什么地方，沿途到 都撒下福惠。我 虽自命 他的信徒,
有几个人能真正地学到
了他的仁 和慈怜,以及他舍己 人的 呢？ 听他
弱无助之人 ：“凡 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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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来,我就使你 得安息。”

太福音11:28

足

他不 的忍耐和无限的

心。 {T9 31.2}

千万个在罪中奄奄一息的人散居各 , 犹如破船的碎片四散在荒凉的岸上。基督呼召我 以
毅的精神去救助他 。凡要在基督的荣耀里有份的人也 分担他的工作，就是去扶助一切柔弱、
困苦和灰心失望的人。 {T9 31.3}
凡担任 种工作的人，
常研究学 基督的一生。他 要切
真地尽到最大的努力 主服
。精 无私地工作必定收到宝 的效果。从那位大教 那里，工人 必得着最高的教育。但是凡

不把自己得到的光分 别人的人，必有一天会意

到自己已蒙受了重大的

失。 {T9 32.1}

人
不可
他 在救人工作上所作的努力可以适可而止。基督在他的工作上可曾感到 倦？
他在他的 牲和所遇到的
面前退
？教会的教友也 象他那 孜孜不倦地努力作工,并 刻
准 服从主的命令 勇向前。 我
仰望耶 ，一看 有什么事 做，就着手去做。倘若我
的教友能如此去行，必有成百的人来 从耶 。假若个个教友都能够做活 有力的 道人，那末福
音必可很快地

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T9 32.2}

尽心作工的效果
我

宣

代的真理，必

已分别 圣的能力。倘若撒但的

力 在

，那是因

各地教

会忽略了上帝所派 他 的工作。 种工作，放在我 面前已有多年了；但 多人仍在酣睡之中。
倘若基督复 安息日会的人 在能立即振作起来，去做派 他 的工作，真理就必能藉着圣灵的能
力，清晰明确地 遍我
去所疏忽的城邑了。 {T9 32.3}

我 若能全心全意地去作工， 基督恩典的功效就会 示出来。在 安城上守望的人，必
刻警
醒，并 起 人。上帝的百姓，必 在上帝的工作上忠 勤 ,以致在他 言行方面，不容私心有立
足之地。
也必向他

，上帝的工人就可以开 布公地坦 相
。信任感就可以恢复，教会内部也会

。上帝的膀臂和在基督一生中所
一致了。 {T9 32.4}

出的能力

各种的服
上帝 正在呼召他的百姓去担任各 工作。大街小巷各 各等的人都 听
会的教友，都 到那些尚未得着 代真理之 据的 舍中去 道。 {T9 33.1}

福音的信息。凡是教

上帝呼召基督徒的全家都到那些在黑暗和岔路上徘徊的人中 去，以智慧和恒心 主作工。要响
种呼召，必 有 牲的精神。有 多人要等困 都解决后才 工，殊不知，当他 等待 ，世
上有多少人已因不
上帝，而在毫无希望中死亡了！如今的确有 多人， 了世俗的利益， 了
求得科学的知 ，竟愿冒 ，到危 的地方去忍受
困苦。但是有
了把救主介
人而肯
行呢？有 情愿去住在需要福音的人民中 ，将那些黑暗中的人民引向基督呢？ {T9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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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出版物
上帝的子民
把我 的出版物， 到一切三位天使警告未曾 到的地方。 我 的 籍要印成多
种文字，再由 多 和忠信的人 着 些
出去，一面分 ，一面 道，把真理
那些一直得
不到亮光的人。凡担任
工作的人也 具有医学知 ，遇有疾病和痛苦的人，就能帮助他 。有
多人受了 种恩惠，就会听信 生命之道。 {T9 33.3}
在送

道者的心中，如有圣灵充 ， 人造福的前景是 大的。他以仁

和虔 的心挨家去宣

真理， 是符合基督第一次差遣门徒出去 道 所 他 的教 的。藉着 恭真 的 美 和祈
祷必能感化 多人。那神圣的同工者必前来感 人心，催人 醒。他
我
：“我常与你 同
在。”我 既确 知道有
一位援助者与我 永 同在，就可以放胆向前， 有希望和信心地去作
工。 {T9 34.1}
他

往各国各城分 刊登有基督快来之

万民。基督

把上帝的能力

的

。 些

要 成各种文字，因

每位工人，使他的工作得以成功。 {T9 34.2}

福音要

久已明白真理的人， 要更急切地 求上主，使他 有愿
里作工的决心。我的弟兄姊妹啊，
你 要去拜 你 的 舍,以同情和仁 的 度去感 他 的心。但是工作的方式， 要十分 慎，
力求消除成 ，而不要加深成 。 同 ，也
住，人明白了 代真理之后，若只限在自己的教会
里作工，而不肯 法去感化那些未悔改的 舍，那末，上帝将要他 未尽的本分交 。 {T9 34.3}
你 可以先把一些本会的小册子借
舍。倘若他
生了兴趣，就可以把再深些的 借 他
。把《基督比
》等
他 看 ，要把 的来
他 听，并且 他 是否 喜有一本
的 。倘若他 已 有了，就 他 看其他类似的 籍。最好能 法找机会，去将真理教 他
。要
播撒真理的种子；虽然不 得哪一 会生 ，哪一 不会生 ，但是我
当随 随地
尽力。 {T9 35.1}

挨家布道
在国内（指美国） 多州里，有一些勤 操 、家道小康的 人,他 尚未听
代的真理。我
到 种地方去作工，
服 是教友 当担任的。他 可用出借或出售 籍、分送
及与人

等方法,在附近的 里中做大量工作。 他
使多人悔改。 {T9 35.2}

若

有

人之心，就必得着很大的能力去宣

福音,

两位 道士坐在一人的家里，面前敞着一本圣 。他 宣 主耶 基督是赦罪的救主,又 切地向
上帝祈求，人 的心，就受圣灵感 而 化和 服了。两位 道士的祈祷，十分清新有力。当他
解上帝的道 ，我看 有柔和
的光 照亮了那本圣 ，我就
地 ：“出去到路上和 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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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坐 我的屋子。” 路加福音14:23 {T9 35.3}

的真光就在 里之 家家相 。曾 中断的家庭礼拜恢复起来了，悔改的人很多。 {T9 36.1}

我的弟兄姊妹，你 要献上身心 主效力。不要
一次机会。遇有疾病痛苦的人，就去拜 他
示以慈怜体恤之意，尽可能使他 得到更多的安慰。藉着 种方法，你 就可以感化他 的心，
基督
。 {T9 36.2}
只有到永恒的未来，我 才能明白 种工作的效能是何等的深 。凡愿就地尽 的人, 必得更多
机会去做其它有益的工作。 今所需要的，不是学 高深的演 家，而是 卑而具有基督化品性的
男女。他 已从拿撒勒人耶 那里学得 恭温良的 人,能信靠他的能力，出去到路上和 笆那里
人 ,“ 来吧！
都
了”。 路加福音14:17 {T9 36.3}
凡会干

活并会盖普通房屋的都能参加圣工。他

格，使人 看出他 都可以 到 高尚的
到别人所忽略的地方去改良土地， 建
右舍。 {T9 36.4}

可以在做好本

工作的同

出一种高尚的品

准。凡擅
、 政、建筑，以及各 技 的人,都可
， 立 朴的家庭，住在那里，将 代的真理
左

女的工作
女的工作也和男子一 ，大有可 。善于烹 、裁剪的人和 士， 都可作福音的助手。他 可
到 民中去，教 人怎 烹 ,怎 修
制自己的衣服,怎 服侍病人和 理家 。 孩童也 教之
如何 比他 更困 的人做点仁慈体 的小事。 {T9 36.5}

以家庭

道的范

做父母的，不可忘 在家庭范 里所要做的重大工作。每一个母 在儿女身上都有上帝所托付的
圣 。上帝 ：“我将 儿子、女儿交 你， 我教养，把他 的品格精 成象 殿一 的完美，使
之在耶和 的殿院里 光，直到永 。”一个忠心的母 ，若能尽忠教养儿女抵制罪 的影响，从上
帝宝座

出的荣光必照在她身上。 {T9 37.1}

人人有份
每一双手都有重要的工作要做。我 的一 一

了。凡
起来，面

乏之人 福而不 一己的快
生活的
。捧起圣 ， 真

，都

有提拔人群的作用。需要帮助的人太多

生存的人，必享有心灵的 足。 散的人啊！
醒
考。如果你能真正 行上帝的道，你必体 人生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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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丰富的

在上帝

大的

帝也有其用
人，若用他
人的成

。 {T9 37.2}

划里，人人都有一份。上帝不会把无用的才能

人的。即使是小小的才能，上

。只要我 忠心 用， 点才干必能在上帝所指派的工作上充分
作用。 一些普通
看似微不足道的才能去从事挨家挨 的布道工作, 那么他
得的成就将比天 深厚之

更大！ {T9 37.3}

有千万扇良机的门在向我 敞开。当各 都 出 急的呼声要求人力和物力的支援 ，我 却只
知兴 力不从心。其 ，我 若全然 切，就必能使我 的 源增加百倍。 住我 去路的，乃是
我

的自私和放

教友

。 {T9 38.1}

啊，要

主 光。要放声 切祈祷，向人作

的世俗愉快。要放胆
人

向基督而用。 {T9 38.2}

的

要去拜
局

你的

舍，关心他 灵性得救的

。

的心门，使我

一般人的灵性已落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要努力
在

主作工 得到了福气。要 他

你所有的精力，使我

的 在他

醒他 ，告

知道你坐在耶

引

所拜 的人知道万事

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T9 38.3}

他 ，自己是怎

脚下，从他的

教 ，得着了何等的福气； 他 知道基督徒的人生有何等的
你已找到了那 重价的珍珠。要 你那愉快的精神和激 的
世俗的道路。

私欲，以追求愚妄无聊

代真理。因 你的口才、光阴和感化力都是上帝所 的，所以都当

近了。主耶 基督必开 他

又是怎

，警戒人不要放

找到主耶

中学得了何等宝

趣。你那 忱的 必能使他
， 明你确已找到了那条

的，
的

相信
超出

才是 道的工作。大家若能照此去行，就必使多人 悟起来，犹如梦中方醒。 {T9

38.4}

上帝的百姓，甚至在从事每天
,也能引人 向基督。他
行 ，必能确知救主照着他宝
的
，是与他 同在的。他 不可
必 靠自己微弱的能力。基督要
他
的 ，使

一般在黑暗中
主的
正在
上述工作

扎的可怜生灵受到激励、安慰和 兴。他 自己的信心，也会 固起来, 因
。他
基督做的工，非但惠及别人，也惠及自身。 {T9 39.1}

造福？你

多人能做，也

的口

仁慈体 的

做。我的弟兄姊妹，你
？你

是否

我

所做的

基督做了什么呢？你 是否努力

切尽力地引

疏忽工作的
道工作 在太少了， 果就是基督所

知道救
别人

人来 向救主？ {T9 39.2}

果
我 的真理，无人教

。上帝的百姓，

没有在德行上
，有 多人的 子里常充 了愁苦和怨 的思想。凡不去帮助别人明白
之 要性的人，必 自己感到不 意。撒但就利用 一点，引 他 陷入批 和挑剔的

多

代真理
。如果

他 是忙于明白和遵行上帝的旨意，他 就必 得自己的身上 将亡的罪人所 的担子是如此的沉
重，心 是如此的不安，以致无人能阻止去 行以下使命:“你 往普天下去, 福音 万民听。”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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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16:15 {T9 39.3}

大家竭智尽力
耶和 呼召他的百姓从睡梦中醒起。万物的 局 近了。凡明白真理的人，若能与上帝同工，公
的果子就必 出。由于 道工作所 出的上帝的慈 ， 多人就会 悟自己的路途和行 罪 的
况；

悟自己以前的自私自利使他

不配与上帝同工。在无私地 别人的工作中所

示上帝的

，足以引人照圣 上所写的相信上帝的道。 {T9 40.1}
上帝极愿以圣灵的恩

灌他的百姓，使他

在他的慈 里重新受洗。教会

在不

缺少圣灵。

基督升天之后，圣灵就以一种触 人心的感化能力，丰丰富富地 到一般等候、祈求并相信的门徒
身上。将来 世界必受到上帝荣光的照耀。凡因真理而成圣的人，就要 世界 出一种成圣的感化
力，全地将要被一种施恩的气氛所包

。圣灵要在人

心中作工，把属上帝的事指示他

。 {T9 40.2}

道的家庭
凡有真理之光的人，如 行真理,就能

人之工，以辛勤的双手和活 的

主

基督作更多的事。有

多人全家都可去做

力，并想出新的方法求得工作的成功。有

心而又善于 事的男女， 只要他 肯献身上帝，与他
很多事。 {T9 40.3}

近，全心全意地

求他，他

道人，从事个
多忠

就能

、

基督做

我的弟兄姊妹啊，你 在救人的工作上要 极主 。 种工作必能增 你 灵性和心智两方面的
机能。来自基督的光，必照 你 的内心。救主要住在你 心里，你 就必在他的光明中得 光
明。 {T9 41.1}

你 当完全献上身心,做上帝的工作。他是你 的力量,必在你身 帮助你 行他怜 的 划。你
要作个人之工，去感 周 的人，多与他 来往，多与他 相 。 靠 道，不足以成就所 做成
的工作。上帝的天使，必与你 同往所 之家。 人代替是不行的。 靠施舍或借 金 ，也作不
成此工。你 必
自去拜 人，同他 面 ,用同情的 度去争取他 ,才能得到人心。 就是你
所能做的最高尚的 道工作。要成功，少不了 烈的志向，
心。 {T9 41.2}
当

法与

舍接近。与他

真理

，宜用基督那

决的信心, 持久的忍耐和深切的

体 人的言 。

人之

知主耶 是我

的大工

一句不友善的

。心里

。他会 灌所撒的种子，把感人的言 放在你 心中。你
相信上帝必扶助凡无私奉献的工
人。 从象小孩子一般的信心、 靠上帝── 些会 来平安和快 。 存大公无私的心、仁 的心
和忍耐的心，
要有基督的

那些与我
，口里

接触的人作工。不可表露不耐 的情

要有仁慈的律法。 {T9 41.3}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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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千百人作工的地方，

在只有一人， 真令人莫明奇妙。天上宇宙，看

一般自命

上帝儿

女的人如此冷漠无情，不
奇。在真理中有一种活 的力量。你 当照着你 所信仰的出去宣
真理，使凡遇 你 的人，都可以看出真理 于你 确 一种
的事。 {T9 42.1}

在服

中得

凡献身做基督化工作的人，确知真喜 的意 。他 所 念所祈求的， 超出一己之外。他 力
帮助别人 ，自己也得以
。他 得以熟悉最大的 划和最 人的事 。他 既置身于上帝的

光明和恩典的主流中，就不得不

不已。

等人能从天上

得智慧。他

与基督的一切

划愈久

愈相契合。他 不会在灵性上停滞不前。他 自私的野心和利己的 机常受到
而抬不起
他 一直在高尚神圣的事 中，同属天的向往和最有意 的事物打交道。 {T9 42.2}

，因

第四章 真努力的必要
基督所
召的仆人， 靠圣灵的力量去 他 的主作
救的殷切愿望。首先由基督 出恩惠的邀 ， 在人人也要

。他 的一切工作要突出主 罪人得
出，遍及世界全地， ：“愿意的，都

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 示 22:17） 教会要 ：“来。”教会所有的能力都要 极地投在基督一
方。基督的门徒要在强 的努力中精
， 醒世人，叫他 注意 在正迅速
着的圣
言。无神

和灵学， 在正在全世界大占

。我

一班享有大光的人，

能冷淡而失信

？ {T9

43.1}

正

我

所多

在已到了患
期的
， 多 做梦也想不到的困境正在我 面前。有从下面来的 力
世人向天庭作 。 人已同撒但 盟，要 掉上帝的律法。世上的居民正迅速地 成挪 和
代那

的人；前者 洪水所

离永恒的 在性。仇
思想。人类因好游 ，

，后者被天降的火焚

正在努力使人

的思想

已把世上的万事安排得称心如意。世俗的事 、
和 髦占据了人 的
无益的 籍，以致 坏了判断力。在那条引向永久 亡的路上，有成群

的人
不 地行走。 充 强暴、 狂妄和醉酒的世界正在
，已被人称 无效的了。 {T9 43.2}
在

。撒但的权

盈的 代，凡在心里有上帝之 的人必

覆教会。上帝的律法──公

的神圣准

被一股来自一切生命之源的新生命充

。他

必 出去，宣 那位被 死而又复活的救主。他 必
不倦地尽力救人。他 的榜 必 周
的人 生强大的感化力。他 必“将万事当作有 的”，而“以
我主基督耶
至宝。” {T9 44.1}

要有强烈的 忱推 我 ，振 我 沉睡的机能，勤 不懈地去作工。 要有献身的工人，到
各地去修直主的道路，在新地区取 。我的弟兄啊，我的姊妹啊，世上每天有 多人向坟墓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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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未曾听

警告，也没得救，因 不知自己需要永生和救主 他

的救

。你

明知此

事, 却能无所
？ 世界因破坏了上帝的律法，将在上帝面前受 判，你 能不当它是一回事
天上的使者, 看 一般人虽已多年享有真光，却不去把真理的火把送到世界的黑暗之 ，就大

？

奇。 {T9 44.2}
主 救
从地面上

信他的不至
么多呢？

我 而付出的无限 牲，足以 明罪 是极其凶 的 西。其 ，上帝原是可以把罪人
，藉以抹去宇宙中的 一 点。可是他“ 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他 ，叫一切
亡，反得永生。” 翰福音3:16 既如此，我
什么不更加 真呢？ 什么
的人
什么所有自命
上帝的人，不去竭力 法照亮他 的 舍和 朋，使他 不再忽

大的救恩呢？ {T9 44.3}

缺少同情之心
今日在一般基督徒中，太缺少 于尚未得救的人所

一起跳

，怎能

要和圣洁呢？我
呢？ {T9 45.1}

察“

常大

表示的同情心。我

你 的灵魂 刻儆醒，好象那将来交
基督徒

道。

固然是

的人”

的心，若不与基督的心

句 所召我 去做的工作的重

了,但我 是否摸到了基督渴望救人的慈心

救主是一位勤 不懈的工人，他不以 点 算他的工作。他把所有的光阴、心思和能力都用在
人类造福的工作上。他常常 日作工，整夜祷告， 的是使自己有力量去 付狡猾的仇 一切的奸
固自己,作他那提拔和拯救人类的工作。 {T9 45.2}

;并

凡 上帝的人决不会以八小 工作制，来 算他的工作。他无 何 都在作工，没有下班的
候。他有机会就行善。他随 随地都能找到机会 上帝作工。他无 到哪里，都 着一股香气。他
灵性的四
着健康的气氛。他那井井有序的生活和敬虔的
心、希望和勇气。 {T9 45.3}
心致志的

弦，我

必

道人，才是上帝所需要的。一

有深深的

着。 {T9 45.4}

救人的工作要通

的

逼的 斗， 在反抗、危

吐 出一种美，足以激

兴是没多大用

的。我

旁人的信

必 要善于扣人心

、 失和痛苦中向前挺 。在一次打仗的

候,有一个 向
攻，却被 退 下 来，但旗手仍站在原 。及至
叫他把 旗扛回来 ,他
却回答 :“叫全 到旗
里来！” 就是上帝授予每一位持有准 者的工作，就是要号召 人向旗
看

己

。耶和

到准

呼召全心全意的工人。我

的勇气和能力。 {T9 45.5}

从各国都有

其 的呼声

来 ：“

知道，

多自命

来，……帮助我

基督徒者的罪,就是缺少引

人和自

。”上帝已在我 面前开辟广大的田

地，只要人力肯与神力合作，就有
多多的生灵 向真理。可是一般自称 上帝子民的人却一直
睡梦不醒，没有去做分配他 的工作，以致有 多地方圣工几乎 没有开展。上帝已再三通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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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做工,并立刻去做。可是在上帝

里，

差遣我！” 以

教会中，何

道:“我可以差遣

呢？”的

候，却没几个人回答 :“我在

6:8 {T9 46.1}

除去 欲和

惰的罪，上帝的灵就必丰丰富富地

示出来。他的能力也必要彰

教会必眼 万 之耶和 旨意的 行。真理之光，必清明强烈地照射出来，以致有
正，象使徒 代一 全地必被主的荣光所照耀。 {T9 46.2}

多人改邪

天上的使者，已 久等待人力──教会的教友──的合作， 藉以完成所要成就的大工。他

着你。工作的范 是如此之广， 划是如此之大，以致每一
的媒介。 {T9 46.3}

成圣的心都必

。

在等待

起来去作上帝能力

同 ，从下面也必有一种 力在
。在上帝慈 的使者藉着虔 的人作工的同 ，撒但也差遣
他的使者出去活 ，要 合起接受他管束的人。世上将有“ 多的神, 多的主” （哥林多前 8:5），
必有声音呼喊

：“看哪！基督在 里！……看哪！基督在那里！”撒但的阴 ，必随 暴露出来, 就

是要使人分心，忽略当前的
。世上必出 奇迹和异兆。但是信心的眼睛，必能从
中，辨 那光大而
的将来和等待着上帝子民的 利的 兆。 {T9 47.1}

多的

象

兴起作工吧！把永恒收入 野，努力作工吧！ 知一切的能力都必 分别 圣。我 有 大的事
要完成。我 当真心 意地祈求 :“愿上帝怜 我 , 福与我 ，用 光照我 ，好叫世界得知

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篇67:1, 2 {T9 47.2}

人如能大略
到救恩 于自己和同胞有的重大意 ，就必凭信心行事，而且多少 能 略人类
的极大需要了。他 看到普世的生灵涂炭，看到 多缺乏衣食者的痛苦，和千万因道 上的 乏而
苟存于可怕死亡阴影之下的同胞的痛苦──与肉体苦
。 {T9 47.3}
凡

教友的，

不能比 的精神痛苦──就必被

知 有名字 在教会的册子上是不能算得救的。他

之心所

明自己是上帝所喜悦的

无愧的工人。他
天天照着基督的指 建立自己的品格。要住在基督里面，在他里面操 信心。
他 才能在基督里成
足身量的男女──康健、快 并具有感恩之心的基督徒，且随着上帝的
指引，越走越光明。他 非有 种
，就必有朝一日同 多人声哀
：“庄稼已收，夏令已完，
我的灵 未得救！我 什么早不逃往那保障避 呢？我 什么把我自己灵性的得救
同儿 ，
慢了那施恩的圣灵呢？” {T9 48.1}

“耶和 的大日 近， 近而且甚快。” 西番雅 1:14 我 要穿上福音的鞋子，一听 号令就开
拔。每一小 , 每一分 ，都是可 的，我 哪有工夫来 足私欲呢？在我 周 都有人的灵魂 亡
于罪孽之中。我 天天有工 我 的主，我
世人罪孽的。 {T9 48.2}
“所以，你 也要

的上帝去作。天天要向世人指出上帝的羔羊，是除去

，因 你 想不到的 候，人子就来了。”

太福音24:44 到了晚上，

把

一切的罪都承 了,才去休息，犹如在一八四四年，我
要迎 主那 。 在 件大事比我 初
信的 候更近了。所以我 要 刻准 ，不 在夜 ，在早晨，在中午，有人喊叫 ：“新郎来了！
你

出来迎接他”的

候,你

虽从梦中警醒，也可拿起收拾好了的明灯，出去迎接他。 {T9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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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你 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
基督的教

，以“舍己”

道，非把那足以

核心。他常用 有权力的命令式的口气，吩咐人舍弃自己；因

坏全人类的私心从人的生活中

上帝知

除，就别无他法可以救人。 {T9 49.1}

基督 我 成了
，使我 能在那“极重无比永 的荣耀”里有分。 哥林多后 4:17 基督情愿舍
己，甘心在十字架上就死，使人类有得永生的可能。我 也 有 同 的舍己精神。我 在用 上
要努力成全他的旨意；他是基督徒一切努力上的“阿拉法”和“俄梅嘎”。 {T9 49.2}
我

把所能省下的

多地方都有声音喊着 ：“

，都送 上帝的 房，以
来，……帮助我

付急需接

。”本会教友

而尚未开工之各地的呼求。从

于国内和国外的布道工作，

具深切

的关心。他 若能舍身努力地去把真理的旌旗 立在新的地方，就必有很大的福
到他 。凡
工作投下的 本，必 丰富的收成。新悔改的人因得着真道亮光而快 ，也就愿意拿出他 的
力，使别人同得真理之光。 {T9 49.3}

上帝的慈
上帝的恩典，是白白地

我 的，是丰丰富富地

我 的，也是源源不

上一切的福气都来自于他的手。倘若主止住了他的恩惠，不
遭遇的困苦、
和缺乏，而向上帝 出怎 的悲 了！我
呢？ {T9 49.4}

地

我

的。地

我 ，那会怎 呢？地上不知要因
哪一天少得了上帝 流不息的恩慈

世界是藉着造物主的慈 被造，也是靠着他的慈 存留到如今的。凡我 所有的，都是上帝所
。他要我 把所 受感恩的一部分
他。想一想吧：他怎 照 世界，按
下阳光雨露，使

百物生 茂盛。他使 人和 人同受他的恩惠。我
困苦的人，藉以略表感戴之心 ？ {T9 50.1}
有

多人

受了他的恩典， 不

没明白那足以使他 得救的真理。我

去指教他

拿出自己的

。那浪子

物去帮助

离了父家快要

死

了。我
他 出
之心。你若 ：“上帝怎 看待那般在罪中将死的人呢？”我便向你指出髑
地！上帝“将他的独生子
他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 亡，反得永生。” 翰福音3:16 要思念救

主的大 真是无可比 的！我
作罪人 ，他来 我 死，救我 脱离永 的 亡。 了 答他
如此的大 ，你就 以感戴之心献上 恩的祭物──就是献上你自己。你的光阴、你的才能和你的金
，都要随着

的 潮, 涌流到世界上去 救失

的人。耶 已使你能 受到他的 ，并能快快

地在 的芳香之醺陶下与他同工合作。他要你把所有的用在无私的服 上，
分有力地 行下去。他希望你 心致力于他的工作。 {T9 50.2}
你要保住你的

? 把它放在那有十字架

他救人的

痕的手中吧。你若自己保存， 必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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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 上帝，就有他的印 ，永不会再有
造福。 {T9 50.3}

。你若要享受你的

，就 用它去

受苦者

世界需要帮助
我
有听

的工作的广大，呼召上帝的百姓慷慨 助。在非洲、在中国、在印度，有千千万万的人，没
代真理。他 必 听到警告。海中的 多
，都等着要
上帝。在 些 上
立学

校，藉以
得的亮光
在我

一批学生能够到别
本地的人。 {T9 51.1}

本国（美国）也有

深的学校去受教育和

多事要做。有 多城市我

，以便再回到自己的

没

去

警告。有

上，把他

所

多地方的人，正

有人提倡制 守星期日的法令，以及在国立学校 授宗教知 等
而不安。 道士
当中去。福音的前 所以
不能开展，是因 基督复 安息日会的人，忽略了 种天

法到他
的机遇。

{T9 51.2}

主已

己的
你

物
的

我

做他的管家。他已把他的

他。他保留十分之一，分别
，除去自私的心，把祭物献

交托我

，要我 忠心地去替他分布。他叫我

圣，用来把福音
上主，也要把你

要来承 你 的疏忽, 且照主的
他。“我必 你 斥
田 的葡萄 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 是万 之耶和

把他自

至地极。我的弟兄姊妹啊，你 要承
以前所扣留的十分之一
他。你

蝗虫， 不容它 坏你 的土
的。” 拉基 3:11 {T9 51.3}

。你

私心是上帝工作的阻碍
我蒙指示，有人扣留了那本 忠心 入上帝
里，以供 那些 世人宣 福音并做挨家布道之
工的牧 和教士的十分之一，以致福音 遍世界的工作因人的私心，受到了很大的阻碍。有些人，
甚至在自命

基督徒中，也无法

到福音工作必要

支援，

些

基督已 供

推 全世界的圣工，少不了 。千千万万的人，在罪中死亡，但因 缺少
,那
族、各方、 各民的福音受了阻碍，不能 开。有人已作好准 去做主的使者，可因
他

不能被派到那些要求人 去把真理教

在

差遣去

世上，有

他 的人中 去。 {T9 52.1}

多人渴望听 生命之道。但没人去

，他 怎能听 呢？没有

福音的人存活呢？上帝愿他工人的生活能很好地 持。他 是他的

有害身体的情形下作工，上帝就受到羞辱了。再者，教会若因缺少
地方，那末上帝也受到了羞辱。 {T9 52.2}

他

了。要

遍各国、各
中缺少
,

，怎能叫那奉

。倘若工人被迫在

，而无力把工人派往困乏的

与其抱怨全球 会的会 不能 足 大量的要求，不如 我 的教友克己 牲， 促 圣工慷慨
捐助，借此 真理的能力做个活的
。我 的姊妹
要在衣着和装 方面，力求
，不要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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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可以省的地方，都要 省。家家

都要把十分之一和各种捐助献 上帝。 {T9 53.1}

上帝的

物分派者

凡真正悔改的人，必以自己 上帝 物的分配者，将上帝交在他 手中的款 分派出去，以促
圣工。倘若人能遵从基督的吩咐，那末在基督的
中，必有足够的
，可供 他的工作之需
要。他已把丰盛的 物交

了世上的男男女女，要他

去 行他仁慈怜

家，要把金 用以使
者得食，使赤身者有衣，并将福音
造就完美的品格。 {T9 53.2}

的

划。他吩咐他的管

苦的人。人非 牲自我，就不能

今我 工作的 代，比本会有史以来无 什么 代都更 重要。 拉基三章上的
到我 ，
叫我 知道 耶和 和他的工作所 有的忠 。我的弟兄啊，你 若把属上帝的 物私自留扣，那
末你

用来

和

的金 ,必使你 受咒

极而用。 {T9 53.3}
我

是基督的

。上帝所托付你 行他工作的 物，

人， 所以不可 世俗的挂

福音到地

和打算来占用我 的光阴和心力。我

的志趣当

注于更高尚的事 上。“你 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 。” 太福音6:33基督甘心 意地舍弃自己，
以成全上帝的旨意。他存心 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 既看到他所做的一切， 能把
克己

堪的事 ？

退 回避，不愿与基督同受苦

？基督的死

感

我

全身筋

骨，使我 甘愿献上一切所有 他作工。我 想到他 我 作的事，心里就 充 感恩和
，弃
一切自私的念 。在基督之 的激励之下，我 的心 能拒 什么 任而不愿担
？ {T9 53.4}
我
不 克己尽力，尽我 所能来促 上帝慈 的事
人类，甘愿受苦，而心中不充 一点 望要 他 牲点什么
荣

？他离开了天上的安

在生活行

上彰 出他神圣的仁慈和怜

主要他的百姓

各地
我

之家来 找我

慎 心，凡事勤

，我

不

？我
能看到上帝的圣子
俯就
？我 能与他同工， 不是无上的尊

做他手下的牧人去

？ {T9 54.1}

。我

如能把我

道人之用，基督十字架的 利就必大大推广了。 {T9 54.2}

我

不是大家都能奉献大宗款 的，也不是人人都能大有成就；但克己

。 {T9 54.3}
要求

位把一切不必要的化 献

？我

重家具和个人装 所用的

的精神，是人人能做到的。 有人能献大笔捐款，有的只能献上两个小
蒙悦

找迷失的羊

上帝。我的弟兄姊妹,不要用

不

，献上

牲， 示救主耶

无私

，但凡出于

心的奉献，必

去

的物品。 你

非必

也 以 零碎小数派不上大用 ，可是 少就能成多啊！所以要免去一切奢侈和一切 足虚荣的
事。你 的金 关系到别人的得救。凡是教友，都 按 划捐 。有人或 不能捐大 的数目，但
是人人可以每周
福音的工作要我

聚一点款子献 上帝。就是孩童也能尽到点本分。父母要教 儿女
用克己

牲的精神来 持。由于上帝子民的

上帝

牲，别人就会接受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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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来帮助增加捐款，推 主的工作。 {T9 55.1}

确定无 的 据，指示我 末日确已 近。我 必
不要因教会常需要他 捐助而 怨言。教会 什么要
可因不愿捐助而使 道事 受阻呢？不要忘 ，我

家更加
救；我

心，更加慷慨。我的弟兄姊妹啊，不要
救人工作的关心也不能减退。教会若

人到国外去
我

，使国外的

多新的地区要去开工，要

大家

些相关的

抱
他

不能

？上帝的百姓，

种 度， 能不与上帝隔离？也 他
陷入与上帝分离的地步。 {T9 56.1}

道路。望我会教友，
教事 的猛
？我

是上帝的同工。各教会都

求上帝，使大

福音工作
。只要有人要救，就不能不
她的工作，就等于否 她的主。我 虽不能人

道， 但大家都可以捐献金

有

和平之君的荣
做呢？ 不是因

道工作得以

助。我

可不

展。 {T9 55.2}

基督所交

可冷漠地不肯拿出金 来推
不奉献是

开支，可是

我 的使命，致使与

上帝的圣工呢？他
种可怕的“

若

”，足以使

位弟兄和姊妹啊， 候已太 了，不可再把光阴和精力全用在自己身上。不要等到末日，才
自己没有在天上
物。要 法促 十字架的 利,使人 的灵性得到光明， 要 别人的得救努

力，

，你

的工作才

得起火的

。 {T9 56.2}

凡敬 而有 牲精神的上帝的工人，都情愿 别人
力。基督 ：“ 惜自己生命的，就 失
生命；在 世上恨 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翰福音12:25 真正的基督徒，既
体
帮助凡需要帮助的人，就此 出他
的珍宝 ，他必重得生命。 {T9 56.3}

上帝和 人的心。他或

会以身殉

弟兄姊妹啊，不要 了打扮，把大量金 和光阴用在自己身上。因 凡

,可是到基督来聚集自己
行的，

必少作很多

使人得安慰, 使困苦人得温暖的工作。我 都需要学 如何充分利用我 常遇到的机会， 使别人在
生活上得着希望与光明。如果我 的思想 以自我 中心，怎能利用 种机会呢？凡
自己的
人，他就失掉无数足以使自己和别人同得福 的良机。基督的仆人，在任何境遇中都有 任自
能做点什么来帮助人呢?”若尽到自己的能力，就可把事情的 果交付上帝手中了。 {T9 56.4}
上帝已

每个人

了一种不

富都可同享的快

趣，一种向人 同情的 ，作仁 的事的
那 愁云
的人。 {T9 57.1}
或 你会被引
的方法来支配金
可以加倍

？你

趣。凡

，就是培植

洁的思想和无私的行

作的人，基督的光就从他 身上

用你的
去置 地 ，也 你的儿女也要
？上帝把
交托你， 不是要你 明地

不明白他要你用你的 物来帮助修建教堂和

:“我

的

出，照耀

你
行。但你 道不能以更有益
取利，以致到主来 ，你的 子

养院 ？ {T9 57.2}

我
在必 把人的灵魂看得比金 更 重要。如果你知道世上有什么工作比救人的工作更高
尚，足以使所投的
得到更好的收 ，那末 你告 我 ，使我 也可 算 算其价 究竟多
大？ {T9 57.3}

我怕本会有

多教友 没

到上帝圣工的重要性。有次我写信

一位弟兄向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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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向我借 的信，我已收到。但有一 地，我的孩子

我 下， 所以我已把余款用来

地了。” 位弟兄如能把他的金 ，投 建 养院，在那里能使人得以听
代真理的
，或
学校，使我 的青年可以受良好的
和影响，得以造就成 上帝的 道人， 不是好得多 ？ {T9
57.4}

弟兄和姊妹啊，你 要投

建立 道机 ，使真理的光从此

正悔改，作了上帝的 道人，就能引
他

上帝推

可以回

：“主啊，你的一

了。

地

向救主。 {T9 58.1}

圣工的 划是他自己定下来的。他

假如受托管理上帝

步前

更多的人

出，吸引人

向上帝。一个人若真

他的子民的收入能有盈余,以使他需要他

子，已

了几

捐助

。” {T9 58.2}

的人，都能忠心地把上帝所借

他 的

入主的

多人将被引入真理的道上，基督来的日子，也必因之加速

,

中，主的工作就能

近。真

切，全心全意

人的灵魂作工，知道自己要在上帝面前交 的工人，必能使多人受到感化。凡是受了如同使徒
代那 圣灵之洗的人，就必成 上帝的 道人。如果他 能在信心上真
定，不 私利出 他

的主，而永 服从上帝的威权和 率，上帝就必在他 前面
道路，并大大 福他
助他
出他自己的善良、仁 和慈怜。上帝的荣耀必作他 的后盾。天庭之上无不
的心中，也将充

洁的、来自上天的喜

。 了拯救将亡的人，他 甘愿

要充 慈 和感 。因 他 知道有上帝同在而得以
高尚。天上的恩惠必在他 的工作和救人 向基督的

。他必帮
。 工人

力，他

固,成 富足。他 的人生,也因此更
利之上 示出来。 {T9 58.3}

心中也

圣洁和

上帝的工作，就要
在世界上向前推 。忠心的管家 要把上帝的
入他的
，以差遣工
人到世界各 。地上的教会， 以克己 牲的精神服侍上帝。
，上帝的工作就能步步向前，
得最光

的

利。 {T9 59.1}

基督因 失 之人，就走向了髑 地的十字架。我 若 人，也必甘愿克己 牲去拯救迷失的
人。当基督的门徒把主自己的 物
他 ，他 就是 自己在天上 聚 宝。及至那位“因那
在前面的喜 ，就 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 ，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 ”的主，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 来享受你主人的快 ”之 ，他 就可以得着所
希伯来
得救而

12:2;

太福音25:21凡随从救

喜。 {T9 59.2}

“上帝既不 惜自己的儿子
8:32 {T9 59.3}

我

主的脚步而行的人，所得的

人舍了，

天上的主所作出的确是无上的 牲。神圣的仁

，乃是因

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
，

到了深不可

我

他

的

:“好,你
富了。

多生灵永
？”

的程度； 他再没有更多的

西

可以舍去了。他“ 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他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 亡，反得永生。” 翰
福音3:16 而我 的感激，何以如此有限？我 的 恩，比起从父那里流出的丰盛慈 ，犹如 海一
粟。 {T9 59.4}
基督复

的

而可畏的日子

兆正在迅速地

，毫无准

着。我

？上天

道听凭世人因不知道

人类已提供了一个完

近在眼前的大事，而来到那大

的拯救 划。

道一般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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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人能毫不 及别人的灵性

凡已接受

力、克己

？不可，断乎不可！ {T9 60.1}

代真理之光的人，就 以不倦的

忱，把

光分

仍坐在黑暗中的人。他

牲地藉着以色列的上帝之力前去作工。福音要 到外国，也要

献身尽

遍我 本国的各城各

。一切 苦担重担的人，都渴望得着那可以使他 在基督里得安息的真理信息。 愿把 信息
从没有听
的人呢？ 愿引 罪人到那位曾 每一个罪人 牲生命之主的脚前,而求得上帝的荣

耀和快

呢?

愿在人前高

基督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呢？

第二

翰福音1:29 {T9 60.2}

文字布道的地位

第六章我 的出版物
最后的福音信息之光大而奇妙的工作，必空前推

。全世界必从我 的

道事

中接受真理

之光。我 的
指明万物的 局已近。我蒙上帝指示,要 我 的印刷厂 :“你 要更高地 起
;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使全世人类都能听 ， 他
定哪些是 ‘守上帝 命，和耶 真道的’
人。

示

我

14:12 我

的

必 宣 福音,在万民之前作

勉励各位同工，要首先注意 行那 述我

一般子民，使之在将要

到的

中站立得住的

所信之道的

。” {T9 61.1}

刊。我 既因

向世人 解圣 ，而引人接受真理的光照，就
圣 道理的 籍散 出去，使人得到其中的教

，就是

解圣 原理，并能

切祈祷,努力工作，并善用我

的

教 他 也来做圣道的工人。要勉励他 ，把
,就可以用真理束腰，点亮明灯，站立起来等候

主。 {T9 61.2}
散

写良好的

在必

所能有的成果， 我 以前

善用我 的期刊和 籍，

定有力地宣

翰的信息。每个承 基督名字的人，都
主。” {T9 61.3}

在好象在睡梦中一

上帝的道，使人能

用所有的智能向世人作

，没有作什么事。所以我

会基督在拔摩海
:“末日近了;你

要

上

予

迎

我
把出版物印成多种文字,分 各 。三天使的信息， 以 种媒介和活的教 广
开。凡
是你 明白 代真理的人，都当 醒， 起尽力集 的 任，以 助一切明白真理的人去宣 真
理。我

出售出版物所收的 ，一部分仍

的眼睛得以
我

作 充印刷事 之用，以便出版更多的印刷品，使瞎子

开，人心的荒地得以开拓。 {T9 62.1}

有流入商

化的危 ，倘若我 全神 注于世俗的

，就不能使上帝的真理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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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洁与能力。
正。 在正是我

在人
商和 利之 ，愈演愈烈。我的弟兄啊，你
在灵性上真正悔改
最需要明白自己 任的 候。“
在街上仆倒，正直也不得 入。” 以

59:14 撒但已下到世 ，施展大能，尽一切不 的
在沉 的人心中活 。在
代中,凡能被震
的,都要震 ,“使那不被震 的常存。”主快要来了，我 正 于种种灾 的境地。撒但的 力虽是
看不

的，却正在

人类的生命。但是我

的生命如果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 就会得

他的

恩惠和拯救。基督将到地上来建立他的国度。 我 洁 我 的舌 ，用以荣耀上帝。 我 以前
所未有的努力去作工。 上 ：“无 得 不得 ， 要 心。” 提摩太后 4:2 我
竭力 法引人
注意真理， 并利用一切机会，吸引人 向基督。 {T9 62.2}
我

既作上帝的子民，就

出版物的工作上，我

重新悔改。我 的生活也

以 烈的心情,叙述救主的慈

一般没有悔改的人 述 个信息，那末他
理，已印在我 的
。 多人可以帮助

就必因我
售 些

将亡的生灵。然而撒但也在作工要迷惑 民，所以我
。我 要毫不 延地把 代真理的福音 到各城各
我

若真把基督的教 和生活作 自己学 的榜

成圣，才能宣 在基督里的真理。在散

。惟独上帝有权赦免人的罪。如果我

不向

的疏忽而 亡。 福的救人灵命的圣 真
。上帝呼召我 每个人都要去 法 救那些
今必 儆醒作工，使人 注意我 的
。我 真
起尽 啊！ {T9 63.1}

，那末生活中的每件事都能 我

人的 稿。救主从前在大街小巷中 道，就是
作的。每逢他开口
，听的人
展成一大批。今日的 道人要与基督同工。他 享有第一批门徒所承受的确切的

一篇

是由一小群
，就是：“天上

地下所有的权柄都
我了。所以,你 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 他 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 的，都教 他 遵守，我就常与你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福音28:18-20 {T9
63.2}

上帝的子民所要做的工，已在圣 上

明了。“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

道路。在

野有人声喊着 ，
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太福音1:2, 3 “看哪，我的仆人， 我所扶持，所
，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
他，他必将公理
外邦。……他不灰心，也不 胆，直到
他在地上

立公理，海

都等候他的

。” 以

42:1-4 {T9 64.1}

上帝邀 所有的人都要悉心研究他的律法。他的道是圣洁的，其意 是深 莫 的。真理的事
，定要一直向前推 ，如明灯 亮。人切心研究上帝的道，就能明白真理。罪 和 犯，必站立

不住；惟上帝的律法必得到
。“ 造 天，
穹 ，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 开， 气息 地上
的 人，又 灵性 行在其上之人的上帝耶和 ，他如此 : ‘我耶和 凭公 召你，必 扶你的
手，保守你，使你作 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
牢。”’ 以
人。 {T9 64.2}

写于加州

42:5-7 基督徒 从圣 中求得他

被囚的出牢 ，

的光，然后凭信心出去把 光分

坐黑暗的出

在黑暗里的

养院 1908年5月24日 {T9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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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行出版物
在1907年3月2日晚上，上帝把 多

代真理出版物的价 和教会中弟兄姊妹

行的事，指示了我。 {T9 65.1}

没有尽力去广

我屡受指示 ，我 的各印刷所 完全从事于印刷各种
光明与真理的 籍。 在是世上各教
会 于灵性黑暗的 代。人 都因 不明白神圣的事，所以不
上帝和他的真理。罪 的 力正
集在一起，撒但向他的同伙吹虚，

他要做一种征服全世界的工作。当教会的工作

，撒但和他的使者却在大肆活 。一些挂名的基督教会所以没能使世人

被私心和

傲所腐化；所以，在引 别人

受到上帝使人悔改的感化力。 {T9 65.2}

到一个更

一次激

正，是因

于半停

状

他

自己

到南

卡

洁更高尚的 准之前，他 自己必

首先感

人心的

三月二日下午，我同赫士格（S.N.Haskell） 牧

夫 商

奥克 的工作和他

要向

斯特（South lancaster）小住的 划。商 完了，我 得很疲乏，所以早早地睡了。当 我左身患
湿症，痛得不能安眠。我就在床上翻来复去，想减 痛苦。我的心 也痛，就 得 不是个好征
兆。后来，我
九

半，我想翻身，就翻了个身，便 得身上的痛苦全消失了。 在我翻身伸手

种非言
使的

于睡着了。 {T9 65.3}

能形容的舒服和安泰。我的房 里充 了美

抱中。 {T9 65.4}

种奇特的光，从前上帝特别 福于我 ，我曾

到一种无可言

如雪，其

此后就有声音

得有一

、柔和、蔚 色的光，我 得自己似乎在天

。但 次更加清晰，更加感受强烈，使我感

的安宁与和 。于是我坐了起来，看 自己周

深粉 色。我又听 空中充

，竟

有光明的云彩

了最柔和最甜蜜的音 ，我意

着，云彩洁白

到 是天使的歌声。

我 ：“不要惧怕；我是你的救主。圣善的天使都在你周 。” {T9 66.1}

我 ：“那末 是天国了。 在我可以安息了，不必再 什么信息,也不必再受什么 陷了。 一切
事情 在都可毫不 力，我可以享受和平与安宁了。啊, 我的心里充 了 不出的平安！ 里果真是
天国

？我果真是上帝小小的儿女中的一个

？我将永 享受

种平安

？” {T9 66.2}

那声音回答道：“你的工作 没有做完。” {T9 66.3}
此后我又睡着了。等到醒来，又听 音 ，我就想歌唱。

没有看

我房

有人走 我的房门，我不知道他有

里的亮光。 了一会，那光消逝了，然而平安的感 犹在。 {T9 66.4}

不多一会，我又睡着了。

次我好象在 事会中

的工作。赴会的有几位弟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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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赫士格牧

和夫人也在， 同其余的弟兄

商

行

籍、

和期刊的

。 {T9

66.5}

老赫士格牧

所作指示的

提出充足有力的理由，向大家

籍──

那些含有上帝凭
作的 籍呢？我
籍呢？

有 代必

了

之 籍，不将它广
什么不更努力去

付撒但欺

的罪 ，我

法开

人的眼睛，使人 可以看出我
警戒和

属世学

的危害

天国的福音而
亡。 种信息，写在我 已
近各 的人。 {T9 67.2}

上帝
代所要
工作中，常会作出
，就必

什么不

的

。他使我

代的形

和

十分明白，世人正

印成，或正将出版的

籍中，我

世人的真理之光，不是世上有学 者所要 授的；因
些人在他 的研究
的
，而且他 因 研 了 多作者的主 和理 ， 就迷恋于从撒但得来

。撒但披上了光明天使的外衣，把似乎十分有趣而充

些

道：“我 的教友

姊妹

行呢？ 什么不去 门研究 ，写那些警告人防 撒但工
行那昭示撒但破坏上帝工作的 划，揭穿他的阴 和欺 的

有个从天上来的使者站在我 当中，向我

因没听到
当将之分

的学

什么要更广泛地 行那些 有上帝

全世界的特殊信息之 籍。他

危机，而竭力信靠基督和他的 。” {T9 67.1}
当

述了

受

的学 ，且与迷惑人的灵

科学奥秘的事物 人研究。人研究了

合起来，倡

新奇的学

，引

人偏离真道。

常有一种危

，就是将

些

的思想

{T9 67.3}

本会的牧

在他

的言

、教 和

，

和出版物中，因他 以

殿》（Living Temple）一
以后我

必

世上的 籍，
，

些思想在原 上与真理之灵的教

，就是个例 。 其作者宣

，

中的教

相同。《活着的圣

是与

母的

常常 法抵制一班研究来自撒但的科学之人的影响，撒但就是要籍着

将上帝和基督看作是虚无的。 {T9 68.1}

圣父与圣子各有其位格。基督 ：“我与父原

他把皇袍和王冠

在一

一致的。

种影响使人

一。”然而到世上来成 人形的乃是上帝的儿子。

，以神性取了人性（原文

的

“以神性穿上人性”），使人性可以藉着他无

牲，“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 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 {T9 68.2}
基督曾在各方面受

探，正如人受

探一

，可是他从未向

探者“用

的

罪

他” 犹大

9。他每遇 探， 就用上帝的 来
。“ 上 着 ”是他立于不 之地的利器。我 作他的代表,
也必 用永生上帝的 ,去 付仇 的一切 攻。 我 决不可 自己随从那蛇的榜 ， 用他那种科
学的

我

先。我

。上帝的儿女若靠主的

的“策士”已将
不可忘

一点

撒但

盾牌，撒但必不能得

刻在我 心上：守上帝

。 {T9 68.3}

命的百姓必

在仍活着，要用假科学迷惑人。 {T9 69.1}

因真理成圣，真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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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原是天上的主宰，生命之君；然而，他却自卑屈身 人，

了每个
榜

受基督名字的人所必

的路程，且从

。 {T9 69.2}

我

基督的第一次降世和他的 道生活，

中出来，一罪未染。他在凡事上都是我

没有研究到 有的深度。基督

活；真理以其一切可 的品 ，都在基督的人生上
行，都是

从了上帝的每一条律法。他

着一种克己的生

了出来。他在世上的每一句良言，每一

了造福人类。 {T9 69.3}

的

善

刊工作的高
出

的工作是重大而有益的工作；可

工作的人，常把利己的私心

工作却没

在内。我

世人。今天从我 印刷所印出的出版物

立起来的信心的每一 目。 {T9 69.4}

以

有

到上帝

它原定的高

籍 一种利器，将

代真理的圣光迅速地

一种特性，即巩固由上帝的 和圣灵的

上帝末世的百姓，如在教会中遇有 假道的人， 就 依仗上帝所 他

多年来

受

我

人

藉着

仰是一套假把
以
前

攻而毫不

的真理，仍然必

格攻克己身的生活，向

，乃

常以主耶

示并 明他父之道的公 。 我
耀。 {T9 70.1}

榜

我
出版 籍和期刊的
个世界和挂名的教会。在推
耀

各位牧

，

是持有圣

每个人都立定心志，竭尽全力，

。那五十

的好行

的信

牲的生活，
能在世人面

中

划， 取得完全一致的意 ，使其中的真光可以迅速 遍各 ,照耀
籍的工作上，我 所当取得的成 同
相差甚 。 {T9 70.2}
:“兴起， 光！因

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

身上。万国要来就你的光，君王要来就你

的光

。” 以

的教会 能不兴起，将末世的警告

的
《基督比

我

一种克己

做

示所建

真理的人。决不可 人看我

。他虽是天上的王，却屈尊来

起教友力争真理的 利。 上

信徒成就奇异的事，我

的真理而不

是上帝百姓的倚靠和安慰。 {T9 69.5}

人 明我

在前

圣洁的地位；因

》（Christ’s Object Lessons，曾

却要

你的光已

来到,耶和

照耀你，他的荣耀要

60:1-3 相

和

遍世界呢？ {T9 70.3}

的荣

在你

的精神，足以

（注）

《天路》──

者按）是一本很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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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欠的 。更可幸的是：有

多人将从中

真

已决定把它所得的利

多人 了

受福气。 {T9 70.4}

》（Ministry of Healing）一

，划

助教育

之用。有

本 ，已从其真理的教

，也可象《基督比

》 助学校那

多学

中得了益

，

养院和

机关 予同 的 助。 本 含有那位“大医 ”的智慧。 我本人而言，我 得能 上帝的道撰
些 ，
无上的荣幸。将来我 当作妥善的 划，以不懈的努力来推广其 路。 {T9 71.1}

上帝要我 从 去的失 中学得教 。他不喜 他的教会机
。在 今 代，我 必 作踏
的工作，不要建造高楼大厦，以致重蹈故 ，在
中愈陷愈深。我
努力
目前所欠的
。各地教会如果愿意帮助，也可以在 方面尽一份力。那些享有上帝厚

余款存入教会，不取利息或取低息；他 也能用
他所借

他

的一部分

的教友，可以把他

意捐来帮助支持圣工。上帝叫他

的

喜喜地把

予他，藉此成 上帝恩惠的施与者。 {T9 71.2}

刊工作的另一意
我在三月二日

了异象之后，不久就去参加多

楚地

明

今

代的危

那

所

的

价很低,有 多 是特别减价的,所以

多

工作之刻不容

籍。有的人只 几本，有的人

。他

:“

牲,所以,我
推

没有去

我

些

一定含有

了

多。多数的人当

我 的信息。

行

些

。 在

到 近各

去广

基督很快就要

云降 了。” {T9 72.2}

些

期付清。 {T9 71.3}

, 些人（指本会）竟愿削价

事必 制止，否 我

的

要受影响。”

基督的生灵正在死亡。你

的, 在却 了,

去警告他

种工作要
，使他

知道

低的价
的人，真有些 不起我
作，会使我 一点利 也没有

些

朋友

有

多 作什么？”当 我
已 失去很多光阴，

售，使之如秋天的落叶散遍大地。

没有受什么 失。凡以廉价 了

出去。有 多人本来是不想

清清楚

出很多,而且 有 多不信本会道理的人来

但有几位同工仍 出很懊 的 子。有位竟哭着 ：“出
的
事 ；况且我 的工作全靠所得的利
持，如今

了。”那声音回答 ：“你

的牧

番 告，就前来

，也有人准

一位弟兄挟了一大捆 ，就上前 住他 ：“弟兄，你要
的“策士”的声音 ：“不要制止他 。 是当做的事。末日近了,你

不停地做下去，不受任何人的制止。不

把

付

要使我

教会，却有人表示不 意。有人 ：“

篷会。 在那里有我

。当 的弟兄姊妹听了

非但自己要 ,也要 些 朋友看。” {T9 72.1}

然而我

一位
就听

和 行

的大聚会和

籍的工人， 正是因
。” {T9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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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忠告

察

此后上帝又指示老赫士格牧
些

的价

：他因 急欲将

些

中的宝

致使自己承担了

在 于所付的价 ，并要激励大家去广 推
重的

，所以把他的

担。 {T9 73.1}

我 的“策士” ：“我
出 。” {T9 73.2}

真理供献于人，希望大家都能

得太便宜了，以

有一定的限价，即使作者得到稿酬，印刷所也有当得的收益，以便

我

当研究的比

基督 ：“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 他的葡萄园作工，和工人 定一天一
子，就打 他
葡萄园去。 在巳初出去，看 市上 有 站的人，就 他
：‘你 也 葡萄园去。所当

的，我必
“

你

。’ 他 也 去了。 {T9 73.3}

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

什么整天在

里 站呢？’ 他

上，园主 管事的 ：‘叫工人都来，
了，各人得了一
子。 {T9 73.4}

行。

：‘因
他

在酉初出去，看
没有人雇我

工

。’他

苦受

友，我不

，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

愿意的。我的

你，你与我

，你竟叫他

定的，不是一

西 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

子

和我 一

？因

的信心和 心，

，不在于工作

的

止。’

：‘你

在酉初雇的人来

。他 得了，就埋怨家主

？’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

我作好人，你就 了眼

上帝作工的人有福了，他

他

也 葡萄园去。’ 到了晚

？拿你的走吧！我 那后来的和

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因 被召的人多， 上的人少。”’
凡以

：‘你

，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

“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 以 必要多得； 知也是各得一

整天

有人站在那里，就

？

你一

：‘我

：‘朋

是我

,

，那在后的将要

太福音20:1-16 {T9 74.1}

必得恩

的

。我

上帝服

的价

个信息是

人的。

些

定。

把灯光

短，而是看我 作工的精神和 度如何。 {T9 74.2}

人之光
我深望我的

基督徒的
不

所含的光，能触及尽可能多的生灵；因

上含有宝

的教 。我不敢禁止 些

真光照在一些可能悔改信道的人身上。 我

放在灯台上，照亮全屋的人。 {T9 74.3}

上帝

在特定的

于 行

出

合廉价出售，唯恐阻止人

刊的工作不作限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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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利主

者的教

了上帝的殿，赶出殿里一切作
的人，推倒
：‘ 上 着 : ‘我的殿必称 祷告的殿,你 倒使它成

“耶
他

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

子在殿里喊着
‘是的, 上

跟前，他就治好了他

于大

: ‘和散那

的子

！’就甚

之人的桌子和
子之人的凳子；
了。”’ {T9 75.1}

。祭司 和文士看 耶

怒, 他

: “你从 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 美的

。”你

:‘

所行的奇事,又

些人所 的，你听

没有念

？”’

了

?’ 耶

小孩
:

太福音21:12-16 {T9

75.2}

写于加州

养院 1908年5月4日 {T9 75.3}

我

有一点是我

主作工的人 不可忘的，就是主耶

的学校可以藉此 清

姓若能同心

力地起来

基督乃是我

。凡因缺乏成功的信心，而弃

他在地上的圣工，主所

的 指

。他已定出

上帝 划的人，主必不

的一切美事，都必

划，叫

。主的百

他 成全。 {T9 75.4}

第八章更开 的眼光
教会的

人， 于国内和国外圣工的 行，必

力和物力。国外有 多地方的圣工,大半

，以帮助开辟一些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考

已奇迹般地广
我

由我

打开，需要男女同道去 入

的教育机关 更多地培育工人,以适

的工作。必
当教

他

授的

心研究如何用最好的方法装

他

，

与人

去

将会得着

了 划，使我 学校的

各地圣工之需。我

多人可以从推

。

精心

好献身的青年男女，使他

， 足以使他 知道如何

《基督比

籍。正是在

，以加强各

真 》等

的学生，

的人

有款

道之门

教育中心

起 基督救人的

任，

管理方面所教

省的 候，能

售 些

他

有

教育。他已

刊的

程中，

， 就一种机智得体的

，来

付将来在新地区作工

些 籍中，学会用温 的礼貌去接近人

》和《服

去几年里，

多学生都能学得在日后生活中取得成功的
所遇到的

代真理的各个方面。而且有的人 可以学会在
上有了些收
种
到他 被派作 道人 ，就会大有益 了。 {T9 76.3}

凡担任推

些区会，都

第三位天使信息。在

乏，凡事必 竭力

售一些 用于促 本会教育和医 工作的宝
多

持。

些地区，立即努力去作救人之工。 {T9 76.1}

所帮助。 {T9 76.2}
制

划，以便最有效地利用我

性的真理尚未 入的新地区。在

如何接近 人，如何用富有吸引力的方法去

上帝已

明智的

国内各区的教会

程，要在他 将来被派到遥 荒凉之地，面

他

制

。在做学生

之后, 仍保持

事先把所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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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遍。当他 熟悉了 中的宗旨，并努力

。
生把

两本 的内容，含有上帝指示我并要我
中的每章每句 加研究。要将 些真理教

行其中的教

世界的宝

有了

种

意念

种极有价

的

世界的真光。所以本会学校的教
学生, 法感
些青年，使他

生 慕之心。 {T9 77.1}

刊的

之后，就会在知 和灵力上同

，再加上与人日常接触

所得的

，都 勉励学
上帝已托付我

，就足以使参与此 工作的人接受一

。在上帝恩典之下， 些青年都可以 得一种在上帝葡萄园中作工的

格。 {T9

人， 于我 的青年都 有一

有

77.2}

各区教会的

特殊的工作。教会的

年愿意造就自己在上帝的圣工中作有用之材，而其父母却无力
以帮助和鼓励。他

去与 些青年并他

如果 有真

助他 上学， 他

就有

的青

任

的父母共同商 妥善的 法。有的青年人也

法予

最适合做

家庭布道的工作，在分 我 的印刷品，并向 朋 里
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工作方面，也可大有
作 。其他的青年， 鼓励他 参加推
籍的工作。 有些青年，或 有 格成 本会各机关中
的好助手。在

多情况下，我

售《基督比
青年人

入学，
下，
推

于一些有

》和《服 真 》等

售

他

把那宝 的真光

自己 上帝的事 作更大更广泛的工作。他
刊的工作；等到离开学校 ，他 已 受

在那

困苦的

境中

指 ，就可引

而得以自养求学。 {T9 77.3}

些 籍，就是在作 道人，因

急需的、具有自我 牲精神的工作。
息必

的青年，若能善加鼓励，妥

世人。同 他

他

因

也可以

在校 ，可以在
和同学的激励
的
，能适合从事一些 苦的、

种工作，在国外 多地方都必 有人去做；第三位天使的信

开来。 {T9 78.1}

种教育方式所取得的效果，与 学生 不

地工作的

而直接上大学，到

背上

的包袱，而且 自己在新的未
的地方作工 ，所要遇到的困 毫无意 的情况相比，真不知
好多少！ 若要他
付在国外开 圣工 所遇到的
，
就更大了。而且 要背着他 在
做学生

所欠的

的包袱，直到 清 止。 {T9 78.2}

另一方面，如果采用了自养的方法, 所能得到的益

乎完全不
工作

我

，会有

；学校的

不尽的好

是何等大啊！学生在

也可以格外 裕;而且学生在本国各地所得的

他

在国外

自己愿意，就可以藉着

，供

。 {T9 79.1}

当定下妥善的 划来帮助一些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只要他

自己求学的

用。凡在

种情形中求成其学 的人,必得到一种最宝

到

必 切心研究，以便可以

从

期内，我 在 世界上有一件极重大的工作要作，所以我

前更加明白，更加重 上帝把 两本宝 的 ──《基督比
中的用意，就是要我 用它来帮助 良的学生解决求学的
两个部门的
我

。 {T9 79.3}

若用明智的方法，去

上帝

我 促

代真理事

的

，

，有助其适

别的地方去开辟圣工。 {T9 79.2}
在短

和教

可以完全或者近

》和《服 真 》──交在我 手
，同 用以清理本会教育和医

的宝

籍，就必有很大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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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留。我

士。 同

如果照上帝的 划去努力，就可以培养出 多虔

，国内的各区教会也会有充足的

，可以源源不

的青年去

地接

方作一个

的

道

新开辟地区的圣工所需。 {T9

79.4}

写于加州

养院1908年4月17日 {T9 80.1}

上帝要本会的信徒都意 到 售《基督比

法。因
替它

我

忽略了 个

划，所以

在会

得

》，是上帝所指定用以清理本会学校

般拮据，没有

开展工作。各校如采用了上帝

的方法，那未在校 之中和上帝仆人的手中就能有充足的

力,以此解救别的部门工

作上的短缺。此外，更重要的是校中的 生都可由此学得做主的工作所不可少的
在与我

的

工，犹如杯水
》和《服

养院和学校相近的各城市中，我
》 两部 ，筹得大宗款

，作

，照上帝的 划去

。 {T9 80.2}

通

推 《基督比

养院和学校之用；使我 的教友可将捐款慷

慨帮助在新地区开 圣工。如果本会教友都能及
有比目前多得多的

教

可做很多 道工作。可惜目前我 所作的一点

薪。有些地方已有了很好的开端。但上帝的旨意是要我

真

的方

各尽本分去从事推

两本 的工作，我

行他的工作了。 {T9 80.3}

就能

第九章 篷大会与出版物
篷大会（camp-meeting）是美国各区会每年一度的大聚会。凡是教友，一般都会参加。聚会地

点，大都是在郊区林中或花园等美 空 之地。会

是 篷搭成的。赴会的人也大都住在

一种野外露宿的生活。会期大概是十日左右。每日所

工

篷里，

的，多半是本会的各种要道和各部门圣

行的方法。晚上 有布道会。 种 篷大会，在我国因

种种原因尚未

行。──

者附

{T9

81.1}

在

去的

篷大会中, 上帝的仆人已利用了不少宝

信息的救恩真理的切 方法教 我 的教友。有
道。

的机会，把在

里 朋之

第三位天使

多人已从中学会了如何在自己的地区作自养的

多人每年赴了大会回家后，比以前更有 情、更有智慧地作工了。 {T9 81.2}

如果我

的教友在 去的几年内，从

会的

以及弟兄姊妹

上已

得很清楚， 摘

道之工的切

方法。关于

都

篷大会中受到更多的

住，我 每年开

喜悦。各区

篷大会的宗旨之一，就是要使大家学到作个人

篷大会的情况在“致教会的

如下： {T9 81.3}

教 ，上帝就必更

言（Testimonies For The Church）”第六卷

“上帝已将极神圣的工作交在我 的手里，我 必 聚集 来接受培 ，使我 能有 格做
工
作。各人必 知道自己 于在地上建立上帝的事 ，
上帝的神圣律法，并 起救主──“上帝的羔
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灵的感

翰福音1:29 ──的工作中，当尽何等的

任。我

聚集一起，并

受圣

，以便明白自己在家中所当作的工。 父母的， 知道如何在自己家庭的圣所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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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子女，以便派他 出去作照亮世界的光。至于分工任命，以及各方面工作
也 明白。每个人都当知道自己所要做的一部分工作，使大家可以 心 力，在

都能配合默契。” 原文第32, 33

{T9 81.4}

篷大会，如能行之得当，就是一所学校，足以教 牧

“

也可以使教会的教友，无
教育，帮助他

、

男女老少，都有机会更加完 地学

“牧 所能 予教友的最大帮助，并不是 道，乃是 他
自教

工，灰心

老和

志的人就会忘

他的

教会的人

； 弱的人就会

主作成更完美的工；

安排工作；使每个人都能

到自己既 受了基督的恩惠，就有 任

教友如何作工；尤其是 一般新

事

上帝的道；并且使信徒能在此接受

更好地去帮助外人。……” {T9 82.1}

事；并且帮助他

如何 行， 我
划上、工作上

他作工。凡做教会

教

别人作些

袖的人，

他 与上帝同工。一旦大家

得 强；愚昧的人也会

明;无

起作

什么人

都可以
在耶 基督里的真理了。他 一定会 得那位永 立于不 之地的援助者，就是那位曾
要拯救一切到他面前来之人的耶 。” 原文第49, 50 {T9 82.2}
有些区会的

于教

人， 采用 种切合

的。然而每年 行

的

的教育方法， 有

篷大会 ，我

决不可

。有些人生来是善于

个机会教 教友在自己的周

道工作。有 最好指定一些人在 些大会中，分任各

学 怎 与人
和怎
并学会治 病人的方法。
几个工人，

有

授

多人，从来没学会怎
才能在推

教友的工作。 有些人可帮助教友

《基督比

去推

些宝

》和《服

真

》 两本

籍的工作上尽忠尽 。我

行他的旨意，在

区会的 践中，上帝已一次又一次地将行善的机会放在我
方面

因此原

必 高水准、高效率地

人手中，上帝就必因我 而得荣耀了。 {T9 83.1}

在南加利福尼

的方法。 {T9 82.3}

些促 教会工作的 籍。然而他 决不

的学校和医院；我 各人都 有重大的 任，即通 广泛推
种能改善
注），使 些机 可以 于
的地位。我 每一个人，如果都能有兴趣而
要救恩福音的

助学校和医院。那里的条件非常有利于开展

推

灵性和

然而

的

双方面失掉可

而得可 的

道

面前，要我

期推 《基督比

的效果。 {T9 83.2}

光一年年地 去，一些 通

。那里的区会，也决不可不

道 践而得丰富

自己，乃
我

的 籍（ 第七章附
极地将 些 送到需

和《服 真 》的工作。我 南加利福尼 区会的弟兄和姊妹， 于 个集
存日久生 之心。裴南多学校（Fernando School） 的学生和三所 养院的 士
些通

，作切合

行家庭聚会。其他一些人，可以
教友如何 行 生和 制的原 ，
有的人，可以在我 的 刊工作上出力。在 一 工作上，我
特别

门从事

切心研究怎

道而不善

竭力遵
》

的 划，决不可
， 决不可失去

提倡

的学生,却没人鼓励他

种工作，而在
去竭力推

本《基督比
》。各地的教友，虽然每天与 多外教人──旅客以及富裕或有影响力的男女人士
──相遇，却当面
了机会，没有去向他 推 《基督比
》和《服 真 》 两本 。 多
心地正直的人，本 因我

全心全意的服

而受感化的，却没有得着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真光。 {T9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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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了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圣名就必早已得了荣耀,我 在灵性工作

利。 主必 自以非同 常的方式，指

多富有
内外作切

象南加利福尼

力去

那 人口流 量极大的地方，

尽力把 些
》 本 。我
我听

多旅游者来
》

士，

两本 是特

售《服 真 》一

，已受了特别

在裴南多学校，教
近来重新引起了学生
告 研 了 本 以后，就同他 的教 到洛杉
比金 更宝

中的真理

最大的抱

。

上，

我要

的

。学生通

，不是筹集 金，而是救人。在

悟自己
真

极投入

尽全力教

工

度去感化他

学生如何引人明

得成功，那些被救的人也会用他 的才能去将真理

人 ：我 大家

出 果。 {T9 85.3}

尽力使各教育机 的教

明白：《基督比

是来自天上的礼物，凡尽心竭力利用此 的人，将要 受藏于其中的极大的福气！我
和学生 一起 切祷告并研 此 ，然后再 行 地推 我 要帮助从事教育的
此事的

》的大

当教

个目 上， 我

若能勤 地去救我 的同胞，上帝必使我 的一切努力都能

》 本
要鼓励教

村挨家探

的指定方法之一。凡

行 真思考。 {T9 85.2}

各区会的会 和各位

真

推 《基督比
》的兴趣。大 学生在 祷
去作工，并在那里得了切 的可靠的
。 种

种工作是上帝使青年人接受 道

白三天使的信息。我 如能在救人的工作上
别人。我

的。我

我 的教友和工作留下了很好印象。 {T9 85.1}

用机智得体的方式，去接近各界的男女，以便学会如何用温和有礼的

，使他

《服

旅游中心准

不懈地努

。当他 在附近的城市和

个机会的人，无异在他 的人生中失去了一段最有价

作，就能

，我 犹

的工作方面呈复兴景象，心中十分高兴。在

，天上的恩典大大地降在他 身上，以致 人

,他

求健康和治

一般有
也有兴趣
的人。一般欲求恢复身体健康的人更少不了《服
当抓住每一个有利的机会，去感化 一等人。 {T9 84.3}

上几个月中，南加利福尼 教会在改善

有些

人，

道中心,致使

。 {T9 84.2}

真理的亮光。《服 真 》和 《基督比

我

附近建立有力的医

的人,能够并愿意前来帮助主的工作。学生 也必能受到
，以致大大地提高他 在国
道之工的效率。教会也必得到属灵的福气而兴旺起来。 多人必 受真理，而且反

来增加教会的感化力和

林

我 在交通干

上也必早已得了

和学生

任。更要尽力恢复推 《基督比

》的工作，并制

。 {T9 86.1}

都尽心参与

工作

,便可得一种

，足以使他

划，掀起推

篷大会作极有价

的服

位──无 是会

、牧

。他 可以指 赴会的信徒，也可在会 附近， 售大量 籍。
，他 就可尽自己的 任，
感化需要三天使信息的 人。愿教 和学生 都慷慨地 起自己的一份 任，去指 我 的教友如
何把福音
当我

、教

戚、 舍、朋友。 {T9 86.2}

照上帝的 划而行

、学生，

,就成了“与上帝同工的人。”我

是教友──上帝都叫我

不 身居什么

利用一切机会去照亮一切需要 代真理的人。出版印刷

是上帝 我 用于 道的主要工具之一。在我 学校和 养院里，在当地的教会里，尤其是在每年
的 篷大会里，我 都 学会善用 种宝 的工具。特 的工人，要孜孜不倦地指 教友如何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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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去接近不信主的人；如何将那些把

代真理表明得很清楚很着力的

手里。 {T9 86.3}
有

我

的弟兄姊妹啊，我

肉体疲

不堪，他

行善不可懈怠。基督在世上的 候曾徒步旅行各

不拒 前来求治的人，

要教 他

刊，放到他

。他虽然

永生之道。他肉体虽然

常困乏,

常精疲力

尽，却不放松工作。因一个世界要他拯救。所以他不惜 牲一切，只求真理的光照耀大地。 {T9 87.1}
以色列的上帝，要我 同他建立起神圣的 系，

心。他希望我
的

作一 有

仗。 {T9 87.2}

格 他作工的工人。

写于加州
凡在
工作者都

于

立以

原

种工人，他

力，并能洁

心灵的活

力量，叫他

的信

他打光

养院 1908年7月10日 {T9 87.3}

末世福音信息的圣工中有份的
人，必 扶植和 惜广泛的 解和意 。凡
福音
是基督学校的 明学者， 是他 的特权。自命 基督徒者不可随心所欲；他必

成想基督所想并使人 会上帝的旨意和方法的人。

的基督徒才是基督工作方法的追随者。 {T9

87.4}

我
金来

的弟兄不 忘 ，上帝已 我 学校作了准 ，将 福 每一位参与
事 者。《基督比
》 本 将捐
教育工作，学校的学生和其他教
工可以
些 ，以便筹集更多的
学校的欠款。但 个 划没有按

，更没有大胆地推 以

助教育事

例向学校 明，

。 {T9 88.1}

很久以前，学校的 生 已 学会利用有利的机会推

出售 些 服 于上帝的事 。同 ，在
其重要的功 。教育工人、 助学校和引人
心

力、忠心尽力地

生 也没有接受

《基督比

本

的培

》以筹集 金。学生

将

宝 的真理 ，他 在基督徒
中要学会 些极
向基督是 在我 面前的任 ， 今所有的学校都

行 个 划。 {T9 88.2}

第三

城市的工作

第十章城市中的景况
正
腐

因

世人一意作 ，日甚一日,故有一种近乎普遍的罪 ，正迅速而确切地 到城里的居民。我

于一个“罪 瘟疫流行的 代”，凡是有思想并敬畏上帝的人，莫不 之心 。 今世上所流行的
堕落， 非笔墨所能形容。政治方面的争斗、
和欺 ，日 新奇了。暴力、不法、无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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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害命和凶惨如魔等事日日 生，惨不忍睹。

害命、自

增无减，日甚一日。 {T9 89.1}

今的城市，正快速地在

生正当的

等事，把人

成所多 和蛾摩拉。

，卷入它的漩 之中。种种刺激性的

多假日，狂
，如看

的情感刺激到了 点。 {T9 89.2}

青年人被世俗的潮流冲去了。凡一心

情地追求社交上的
和
能力。他
宗教原有的

而

博、酗酒，以及跳舞宴

探的洪流开放

门。他

尽

，常含 断商

之意）的成立和

了。 {T9 90.2}

工的事来

虚荣和奢侈浪 ，是一股强有力的潮流，使 大多数的人类不去思考人生的真
敞开了门 。有 多人，因 沉湎于追求世上的 富，所以 上帝的要求和同胞

的需要麻木不仁。他 把
、

富当作追求个人荣誉的工具。所建的房屋，左一宅、右一院；所

一 。他

扎。 {T9 90.3}

的家中堆

了奢侈品，却任凭周

人 用种种 迫勒索的手段，忙着 自己 蓄巨
耳中。大批群 都在
中 扎。由于迫于生 ，他
。他

病痛和灾

、

坏了。 {T9 90.1}

体所 成的机

看，城里的生活景况正不断地 得越来越

要的微薄工

、

浮放肆的 笑，无 地消耗精力，直至 尽了做一个有用之人的愿望与
忱已降到冰点，以致灵性的生命暗淡无光了。他 心灵上所有一点高尚

从工会和托拉斯（ 合多数商

，横一

取 的事吸引着千万人，逃避人

的人，无异是

的本能，就是使人与属灵世界相通的能力，全被摧

追求
、
，而 万般罪

，以及精神失常的事，有

累

的地

的人在困苦、罪 、疾病和死亡中

富；但同 行将 死之人的哀 已上 上帝
只得拼命 力，以期得一点 供生活最低需

度， 受剥削，又没有希望改善景况， 担

，其重担真是人力所无力承当的了。他

在

和

在沉重不堪。如果再加上

迫下，不知到何 去求得解脱！ {T9

90.4}

圣

提到了在基督复 之前世界所 的景况。使徒雅各曾描述世上所要出

：“唉！你

的工

，

工

福，好宴
各

些富足人哪,……你 在 末世只知

。工人 你

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 入了万

，当宰 的日子竟 养你

的心。你

的 婪和

收割庄稼，你

之主的耳了。你

定了 人的罪,把他

迫。他

欠他

在世上享美

害，他也不抵

你

。” 雅

5:1-6 {T9 91.1}
下面的一段

不得

入。

，也是今日情形的写照：“公平

那本

募捐款

少 ；离

站在

，用的是什么手段呢？采用的是开

些

；

在街上仆倒,正直也

59:14, 15 {T9 91.2}

做真理柱石和根基的教会，甚至也在那里鼓励一种 宴

致使敬拜上帝的
虔 礼拜的 念
。

的人反成掠物。” 以

而退后，公

市

、聚餐和游

的私心。

多教会，在

，甚至搞抽

中

等

教

筹

法，

所常受到 染，成了吃喝
和游 的 地。在青年人心目中，敬畏上帝圣殿和
得淡漠，自制的防 就削弱了。外界的 惑使他 养成自私、好吃喝和 招 的

，越放

就越根深蒂固了。 {T9 91.3}

代以来，上帝已 人 出了他工作的方式。遇有危急的 候，他就要出来干涉以制止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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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到那

家庭， 是

个人，他常

事

,他就要 明以色列中有一位上帝，自会

在洪水以前，世人想了 多方法，用了 多巧

权，因 上帝的吩咐与他
的神力的 候了。在 罪
人都

展到一个危急的地步， 使他的干涉非常

在蔑

自己的律法，保 自己的百姓。 {T9 91.4}

，要使耶和

的律法失效。他 不服从上帝的威

的意 相抵触。洪水以前是如此， 今同 到了上帝要 出他无所不能
盛行的 代，我 可以知道那最后的重大的危机已 到来。似乎全地的

上帝的律法，且上帝的子民正在受同胞的欺 和迫害之 ，上帝就必出来干涉。 {T9

92.1}

撒但没有睡 ；他是很清楚地想使先知确切的 言失效。仗着巧妙迷人的能耐，他要竭力 抗上
帝在自己的 中所声明的旨意。多年来，撒但一直在用
代替上帝的真理，来控制人的思想。在
危

的

的

代，凡是行

候，因人

正直，敬畏上帝的人，都可以引用大

了你的律法。”

篇119:126 {T9 92.2}

上帝的
1906年4月16日，我在加州
好象是站在一个高 ，看
上。

多游

恐和受

林

判

到我

， 上帝

多房屋都在震

，仿佛芦 迎

者的呼叫声。 {T9 92.3}

住任何

特殊的危

行

人类的天使正在作工。他

的房屋，就立刻化成瓦 。世上无 何
,然而我眼中所 的可怕景象, 在无

已到。 {T9 93.1}

是耶和

降

的城中

了我一个极其奇异的

、 院、旅 和富 的房屋， 都被震

上帝所差派的

的 来荣耀上帝 :“

示。在夜

的异象中，我

起伏一 。大大小小的房屋都倒在地

，塌倒在地。死亡的人不少，空中充

了

只一 手，人所建造得十分完美而自以

，没有一个安全之所。当 我并不

来形容。真好象上帝的 容已到了尽

得

得有什么

, 判之日

站在我旁 的天使就指示我 ：世上没有几个人能够
今世界所有的罪 ，尤其是各大城中的
罪 有个正确的概念。他 主已指定了日子，要以忿怒 到世 ,刑 一般屡教不改，一意蔑 他律
法的人。 {T9 93.2}
那

我身

我所看

的天使

的景象， 在可怕；而天使就此事所

我的教

，尤其深刻地印在我

我 ：上帝至高的 治权和他律法的神圣性，一定要向那些

万王之王的人 明。上帝必要本着慈怜的心，使一般 决不服从他的人受到
猛醒回 ， 悟自己的行径是何等罪大 极。 {T9 93.3}
第二天，我

中不住地回想所 的景象和天使教

去。当夜我又蒙指示，

十 的神圣和人类

王的至高无上的威权。 {T9 93.4}
我好象在一

上帝的

会 ，向 人宣 上帝的律法

海中。站在

固成性，不服从
，使他

或者也会

我的 。下午，我 到洛杉 附近的格
命所

位

德尔

尽的本分， 以及上帝超乎世上一切君

于人类的要求。我从圣 中

到：上帝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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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工作完
，在伊甸园 立安息日；如何在西乃山 布律法；又如何吩咐人守安息日 “永 的
”，作 他和他百姓中 永久的 号，使他 可以知道自己已被他 的 造主耶和 洁 了。 {T9
94.1}

我又

到上帝的权威超乎地上的一切君王。他的律法必是人

行

的 准。人不可因不自

而

坏自己的良知良能，或在思想上屈从撒但的 影响，致使自己的思 混乱; 因
么作，他就不可能
持守上帝的律法了。圣善的主，虽然 久容忍世人 叛逆，却不会受 ，也不会 此 默。他的尊
，他治理宇宙的威权，
有

多

必被人承

，他律法

人类的要求，也必被

到上帝的 久忍耐，以及必需 醒罪人警

着主的指示

人。 {T9 94.3}

明

他 在上帝眼中

公正。 {T9 94.2}

于

境的教

，我都照

4月18日，就是我看 房屋倒塌之异像后两天,我到洛杉 的喀尔街会堂去赴 。快到会堂 ，听
街上
的孩子喊着 ：“旧金山 于地震！”我
第一版在急忙中印就的可怕新
，心情是何

等的沉重啊！ {T9 94.4}
两星期后，我

多被

回家 路

旧金山，雇了一

不会倒塌的房屋都成了瓦

，用一个半小

。有几幢房屋竟有部分下陷，全城呈

示出以人类的智能建成的防火防震的建筑物是那
上帝用先知西番雅的口，宣布了他要加在作
：‘我必从地上除

“耶和

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

万类。我必除

是耶和

“到了我耶和 献祭的日子，必

门

、将强暴和

的不可靠。 {T9 94.5}

首

人和牲畜与空中的

了我。他
他

脚石和
一切跳

得来之物充 主人房屋的。……” {T9 95.3}

。’他 的 宝，必成

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他

掠物，他

的房屋，必

的大日 近， 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 日子的

的日子，是急
的日子，要攻

，海里的 ，以及

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到那日，我必

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T9 95.4}
“耶和

了极可怕的景象，

有

者身上的刑 是： {T9 95.1}

的。” {T9 95.2}

“那 ，我必用灯巡 耶路撒冷，我必

降福，也不降

察看了大城被 的残迹，

成荒

心里

：‘耶和

必不

；他 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

声。勇士必痛痛地哭号。那日,是忿怒

困苦的日子，是荒 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 黑的日子， 是吹角 喊
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
到人身上，使他 行走如同瞎眼的，因 得罪

的血必倒出如灰 ，他 的肉必抛弃如

。他的忿怒如火,必

全地，

土。当耶和

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

怒的日子，他

的金

不能救

。” 西番雅 1:2, 3, 8, 9-18

{T9 95.5}

上帝不能再忍耐了。他的

它各

了。 {T9 96.1}

世上将要

言

开。我

判（刑 ）已 开始

生一系列的事件， 明上帝是

到一些地方，再 不久，他的 怒就要

到其

的主宰。真理必用清晰、明白、无可曲解的声音和

既做上帝的 民，就必 在圣灵的

和指

下，

主的道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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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性，并将它 播开来。那生命之水的泉源必流得愈深愈广。 近各

人

精力的商

台上，有多人蒙召去接受有

，从

田

，从占据

人的培 。当他 学会有效的工作方法后，就有

能力去
真理。依靠上帝最奇妙的作 ，使困 的大山挪移并投入到大海。那 于地上居民有
么大关系的福音，必被人 听 并且明白。他 必知道何 真理。
工作必向前推 ， 而又
，直到全地都听到警告，于是末日就要到来。 {T9 96.2}

第十一章 今的工作
日子一天天

去，我 越来越可以看出上帝的

人，使他 知道他的降 就在眼前了。世界
地注 上帝治理天下的一 一 。上帝的刑

史的大危机已近，那 ，人 就无限 注且提心吊胆
必接二 三地 到世 ──火灾、水灾、地震，夹着

争和流血。 {T9 97.1}

但愿世人能知道 眷 他

的 候！

的灵所要竭力感化的。上帝施行
要恩待他 。他
了。 {T9 97.2}
上帝的慈

的刑

有 多人没有听 考
之 ，正是一般

了慈心，仍旧伸出手要拯救他

大的工啊！ {T9 97.3}

性的 代真理。 有

有机会

任,去把

他的

多人是上帝

真理之人的恩典

；而同 那得救的门

在他 久的忍耐中 示出来了。他一再延

息。但愿本会的人都更清楚地意 到自己的
等奇妙

判确已 到世界。他用火灾、水灾、地震警告

期。主

于不肯 去的人就已关

判，等着要每个人都听

最后的慈悲的信息

世人，他

警告的信

就做成何

看啊，世上的城市！它
福音是多么的需要！二十多年以来， 多城市
心工人的需要，常
放在我 心上。有 在 一般大城市心 重荷呢？有些人固然已 感到了 种 任， 可是 么一点
点的

任感和那么大的需求及那么多等着的机会相比， 明我

工作的重

在太不够了！

{T9 97.4}

在美国
我蒙指示

，

部的

末世的福音 重新有力地在

二位天使的信息 已在1844年的

中

部

多城里
城市中 开。在 部好些大城市中， 第一和第

了。但我

作 上帝的仆人，都

有

第三位天使信

息的 任， 信息可以 是 尾的信息，就是要
合用的百姓来 君王。我
尽一切努力，使
凡愿听的人都明白真理，因有 多人是愿意听的。在 多大城市中，都有着上帝所喜悦的正直人，
他

很想知道究竟何 真理。 {T9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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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待；上帝愿望一切有关他圣道的事都循序

得越广越好。凡是有碍

息。”

播福音的事，都不可

。他要他的使者，把他的警告和邀

入我 的

是主屡次 我 的。“叫我的百姓在早先已

地方，又是上帝的能力以明 的方式

划。“重述

个信息，重述

，尽力

个信

信息的地方，就是 多教会接受真理的

福音的地方，再次重述 个信息。” {T9 98.2}

本会的先 者 在 寒中忍受了多年的
困苦， 的是使 代真理的事 立于
地位。当
的
很 陋，他 却仍孜孜不倦地辛勤 力，他 的 卑努力得到了上帝的 福。后来 个信息
以感人的能力
日的

到 部,再

向西部, 直至它在多

建立了

道的据点。 代的工人也

，可是我 决不可因条件的改善而在工作上懈怠起来。

力宣

信息,并

而向

、南、西、北各方的城中推

不

,我

在上帝既吩咐我

必

筹划

和 部、南部的其他各城已开始

作，直到我

行一种 大而有系 的工作。我
看

以

了上帝的救恩。 {T9 99.1}

重新在

部大

和教 ， 不 到
立的 ？ {T9 98.3}

些居

同心 力地去 行他的吩咐

不
划差派信使往各 去并慷慨地供 他 一切所需 ？上帝的牧
民稠密的地方去高声警告民
？我 的区会不正是
行 种工作而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在 盛

不必忍受往

？

了；然而照着上帝的旨意，我

忍果敢的精神，毫不懈怠地从事于

一种工

在 因省的波特 ，在波士 及其周 的城 ，以及在
及其附近几个人口稠密的城市，在
城，在巴尔的摩及在 盛 等地，上帝都要我 大力宣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我 固然不能事必
躬

，但我

音。我
安置在

能

能干的人，敦促他 到大有工作机会的地方去，藉着圣灵的能力，

法把有才干的人，即能把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得有

些城市中。 我

不要把有能力做

服力，以致深深感

福

人心的人，

种工作的人都聚在一 ，做一般人能做的工。 {T9 99.2}

当 些人口中 真理，生活上 行真理，又 真理的 展祈祷 ，上帝就必感
人的心。当他
用上帝
他 的全副精力去作工，并 卑地全然信靠他 ，他 的努力决不会没有效果。他

使人明白

代真理的 定的努力必得到圣天使的帮助，致使多人得救。 {T9 100.1}

慷慨捐助

必

南部

省，都

得到 代的真理之光。不要

把所得的一切金

上的款子，所以
精神，要把旗号

：“我 的印刷所和会堂

持 有的工作而用。”

多 道机会的门路已被人接二

道工作

了怕

种

需要更多帮助，所以我

展的工作要花去本来可用在别种事

三地关 了。我的弟兄啊，你 需要更多的基督

得更高， 新悔改而接受真理的人能明白自己也有工作要做。

就可以不断增多。 {T9 100.2}
你

我

能等待那些城市的居民到我 面前来

如此做。”他

救、行将

：“如果你

于我 的真理知道什么呢？我

尽我

肯到我

，圣工的

里来 道，我

就愿意帮助

的 任去警告一切未听警告、未蒙拯

亡的人。主要我 将我 的亮光照在人前, 他的圣灵将真理

一切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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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T9 100.3}
我 做 工作的 候，就会
会 向真理，并要拿出他 的
富的
是日

源。在那里也有

他

。他

自有 源流入 中， 我 就能有
更广泛地 展工作。富人也
来推 上帝的工作。我蒙指示，知道在我 尚未开工的城中有丰

慕上帝真理的百姓。快到他

必定会接受的。心地

增加了。 {T9 100.4}

那里去；照基督的教

的人既悔改了，自然会把

献

愿我 象上帝那 看出 些城市的需要！在 今
的 光，我
快来；末日近了，而且非常迫近！不久以后,我 就不可能象 在
在眼前，所以我

必 抓

机做工。 {T9 101.1}

服
近来一次，我夜 睡

他在客西
我看

警醒，看 了基督

尼园的痛苦，他的被 和

基督在一大群人中

和凌辱堆在他

的

上。我看

主，我

他

；把真理

就会看到

机

十字架，都十分清楚地呈

景象，心中甚是

金

每个人都必
手作工。主就
自由地作工了。可怕的景象近

人类受苦的景象。他的 牲，他被交在

。他想要把自己的教

有人肯放弃高傲的念 ， 象小孩子那

去教

感

人手中，

在我面前。 {T9 101.2}

人，可是反被人

痛，求告上帝

：“要怎

弃拒 。
付

人都把

般人呢？

求上帝 ？没有人会在上帝面前痛心疾首地悔改

罪

道没

？”

{T9 101.3}

我看到基督在客西 尼园受苦的情形，那神秘的杯正在救 主的手中

若可行,求你叫 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天父
性沮

，有大血点从他
。 {T9 102.1}

上滴下来，落到地上。当

那黑暗的

。他求告

：“父啊,倘

太福音26:39 他

力都聚集在救主四

求告

，要使他的灵

基督站起来，就走到门徒那里,叫他 与他一同儆醒祈祷，免被 探所制。他要知道门徒是否明白

他的苦痛，希望从他 那里得到一点人类的同情。可是他 都睡着了。他
次，每次都看

他 在熟睡。 {T9 102.2}

救主三次祈求 :“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
定。假使他拒 喝那苦杯,人类就要永 地
量去接受

杯，喝尽那苦水。 {T9 102.3}

如今能有几个人意 到，

到他

那里去了三

杯离开我。”此
迷途世界的命 ，正在天秤里
不
了。但是有一位天使从天上下来，加添上帝儿子的力

一切都是救主 我

使我可以造就适合于永恒将来的品格。” {T9 102.4}

每个人忍受的呢！能有几个人 ：“

是

了我，

一切，都十分生 地映 在我眼前，我想：“我没有能力把 件事原原本本地 人 叙述出
来。” 在我所告 你 的，也不 是我所看 之真 情景的模糊的影子 了。 当我想到那杯子在基
督手中抖

的情景，当我明白他本来是可以拒 喝

杯，而

世界在罪中

亡 ，我就立誓要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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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精力都奉献出来，做救人 主的工作。 {T9 102.5}
基督到

地上来受苦受死， 我 能因信靠他，藉着他的功

是要凡跟从他的人在他升天作人类中保之后，

，成 上帝的同工。救主的旨意，

他所开始的工作。人既做了基督的代表，

能

福音之光 黑暗中之人的事不表示特殊的关心呢？ 在有些人，愿意到天 地极, 把真理之光
别人。然而上帝要凡明白真理的人,个个都去竭力使别人也 慕真理。如果我 不肯 拯救那将亡

的人而作出特别的 牲，将来怎配 上帝的天城呢？ {T9 103.1}
我

各人都有自己必 作的工作。我知道有

念，就是要把

代真理的信息 遍世界。他

人，在灵性上只得了一点很平常的
了。 {T9 103.2}

随

多人与基督有相当
准

，便自以

人服

足。他

。然而令我痛心的是，

省金

有

的生活表明，基督是白白地

如果你不以与基督一同受苦 荣；如果你 将亡之人的灵性不

牲，

密的关系， 些人唯一的意

得有什么

死

任；如果你不愿克己

去 行所要完成的圣工，那末上帝的国中也决不会有你的份。 我

与基督一同受苦，一同克己。我 需要有上帝的灵降在我 身上，引 我

他

多

人，步步都要

不断地作出自我

牲。

{T9 103.3}

作好准

的

基督 ：“看哪，我必快来。
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
他。” 示 22:12 主来的 候，要
人的一切才能，他要从他所交付我 的本 上索取利息。基督用自己所受的羞辱、痛苦和一生
苦，以及可耻的死

代价， 取一切承

他名并做他仆人之人的服

自己的才能竭力引人 向基督。“你 不是自己的人，因
活荣耀上帝，
的。所以，我
我

人脱离罪

， 向公

。

哥林多前

是重价

6:19, 20 我

要通 忠心的服 ，来 答上帝的宏恩。 {T9 104.1}

在已没有

把我

上帝的工作上。凡已接受真理的人都

受不起

种

来的，”所以

失！

能因

以服

的生

我

的知

来

衷于侍奉世俗，侍

把所有的才能都用在

竭力工作，使上帝的男女同工与日俱增。我

他 竭智尽力地侍奉上帝，并使他

用

是基督用自己生命的代价

的精力和才能消耗在世俗的事 上。我

奉自己，而失去永生和天上永 的福分呢？嗬，我
得着光明，教

你

。所以每个人都有

。 {T9 104.2}

使人的灵性

整个天庭， 于基督到世上来开 之工的 展，无不十分关切。 天上的使者在忙于开路，使真理
的光可以照射地上黑暗之 。天使等着要帮助凡愿从事 种已交托 我 多年的工作的人。我
不

表示高度的兴趣，

种工作，因
，你

法开 多种渠道，采用多种方法,去开辟城市的工作 ？因

没有凭信心前 ，我

就决不会

缺少工人，

已

了很多机会。主

缺少供 工人的

基督的再来近了，而且迫在眉睫。作工的

没有及

：“如果你 信服了我所

。” {T9 104.3}

去做

你

的

很短了，世上的男男女女却在天天 亡。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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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已 得享大光的人， 不
与那位曾差自己的儿子到世上来，使人类得享光明和救恩的
主合作 ？”那些已 接受“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 里一点,那里一点的真理知
能 那降到世

”的人，

基督的神性，只有
求。

个

使每位信靠他的人 承他神圣能力的救主，只表 一点点感戴之心

才能有效地拯救人类。我

划是在天上

定的。凡被

的“大祭司”，只有

才能在上帝宝座前替我

？

个重价 回的人，竟然不感戴 极大的救恩

代

？ {T9 105.1}

人若自命虔 ，自称相信基督快来，却不去把将要
的 判警告世人，他 是不能蒙上帝
的。非但如此，上帝 要
他 的疏忽。基督舍弃了宝 的生命， 要拯救一切将要死在罪中之
人。我

能不做上帝所派 我 的工作，不与上帝和天使合作呢？

有成千上万，他

没有与基督合而 一，没

救人的善行就是借着正

的工作。我
如不在得人
了那

的行 来

人的心灵都能喝足真理的泉水，使我
命与基督一同
的人 争，并
非我

就是上帝的儿子通

无

地消耗和荒 了。我

的生活大起

我 所做的事都必

找到他了。上帝已
他作工。他要你

，我

的

找的 候

的生

找他。

教外人士召集聚会，使人

可以学到

机会的人已

自己的能 性到教会里殷勤地

末次警告的真理。你

做的工作。 {T9 106.3}

，使你

那些未得真光之人作工！救主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

可以在

能担起你

从未做

向

旗号，高而又高。 当
必站在我 右 支持我

示出来了。 {T9 107.1}

愿上帝帮助我

，

瑟的空坟墓宣告

有一位活着的救主，有一位能走在我 前面与我 同工的救主。只要我 以自己
。我

多地

我了。……我就常与你

太福音28:18, 20 我 所需要的，就是活的信心, 种信心足以使我
多多祷告，减少疑

了解

的灯擦亮，

候将到， 但愿一切荒 光阴、
用理智，

住，除

,使我

主。把你

局近了。 {T9 106.2}

迎，那里的人要感 你 的帮助。愿上帝帮助你

，必

作工

到甘作自我 牲的精神境界。

于徒然。我 需要上帝的感化力保守我

你 理解的能力，他要你

上帝，上帝就必做工了。在我 中

地

在上帝面前自卑，以致各

的信息之重点是：作好准 ，作好准 迎

我的弟兄姊妹啊,要趁主可

同在。”

予人

化，叫世人确知 就是上帝的真理。我

真理之光照亮大街小巷。我 要警告全世界，万事的

我

牲所

种工作呢？ {T9 105.2}

要上帝悦 我 的工作，就必 在上帝面前

腐朽的世界。我向你

但又必

自己的

出来。

藏在上帝里面。我 只有象小孩子那
求上帝，不再与弟兄姊妹和忠心
法使自己的心与上帝和好,上帝才能用我 来荣耀他的名。 {T9 106.1}

心中有真理，否

方受到

度的人，确

既知道 一点，怎能仍旧漫不 心呢？我求我 的弟兄 要儆醒起来。属灵的才能，
向基督的工作上加以操 ，就要
弱，以至 死。基督曾舍弃自己的生命，成全

在世的日子已 不多了，不能将

如果我

种

大 牲在行 上和救人的善行上彰

示真理。然而

大的事工，人 有什么借口忽

我

基督的

今世上抱

当在 人面前高

媒介献
我

的

住，当我 向被 的人宣告 放，把生命的粮授
之人的 候，基督
。只要我 能把圣工的 急性和重要性放在心上，上帝的救恩就可以大大

穿上基督的全副 装，并在行

上

示 真的虔

, 示世上男女的灵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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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出一切去拯救的。我

化，使我

求重新悔改。我 需要上帝的圣灵与我 同在，使我

不致于在工作上 度生硬。我祈求圣灵充

的上帝的子女， 准 在随 随地 行他的
忱的人，都必要 ：“阿 ，阿 。” {T9 107.2}
“

我 的心。我 行事

划。上帝将因

的心得以

人要真象是

种百姓而得荣耀。凡看

我

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 美的衣服。……那

平安、

好信、

救恩的，

人的声音，他

安 : ‘你的上帝作王了！’

起声来，一同歌唱，因

耶和

求他指
工作

佳音、

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你守望之

回 安的

候，他

必

眼看

。 {T9 108.1}

“耶路撒冷的荒 啊，要 起 声，一同歌唱，因 耶和 安慰了他的百姓，救 了耶路撒冷。耶
和 在万国面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 我 上帝的救恩了。” 以
52:1-10 {T9 108.2}

第十二章工作的方法
在大城市里宣

福音，有

多种工作，可以叫具有不同才能的工人去做。有人可采用

有人可采用那种方法。上帝要具有各种才能的人

起来在城市作工。大家都要听耶

种方法，

的指

，而

不可依靠人的智慧，免得 入歧途。他 既与上帝同工，就当 法彼此配合默契。要 常开会，一
起
， 心 意地合作。然而，大家
从基督那里 求智慧，不可 靠人的指 。 {T9 109.1}
上帝已把才能

一些 道人，使他

今日的城市中，到 都是吸引人、供人
差派的

有能力吸引并保持 多听
的事，以致一般的宣

道人，必 作出特大的努力，才能吸引群

信息，就一定要 得富有特色，有 趣，
方法，使真理可以清清楚楚地 示出来。我
到震

，以致自然而然地想去 考圣

作需要机智和技巧。在

不足以引起人 的注意。奉上帝

的注意力。他 既招集了 多人，他

所

。 {T9 109.2}

情的 度去教

种兴趣，但同 却要十分小心，避免有 人听

民 。他 必

之嫌。在

个奢

努力引起听

作

，徒求外

表的世代，当人 以 凡事 有炫耀才可有所成功 ，上帝所 召的使者，却要 明 用
招 是
的。只要他 用端庄、 卑、朴 的 度去努力作工，并竭力避免一切近乎
法，他

的工作，就必

当然，

慎用

竟不全在于

我
的花

的

才可以激起听
所受警告的重 。他
用尽一切
把 代考 人的真理
得 明、肯定， 听 受

凡在城市做上帝工作的人，必 用 静、 定、

的兴趣，并保持

。

人 留下持久良好的印象。 {T9 109.3}

力徒求
化的作

布道大会作广告,以期

行踏

的工作，也是必需的。然而，每位工人的效力，

种外在的助力，乃在乎 心地依靠上帝，切心祷告以求他的帮助，并

上帝工作必 更多地祷告，更好地效法基督，更好地
，不能成全所要完成的工作。 {T9 110.1}

上帝的工作，必 大有能力地向前推

。我

从他的

服上帝的旨意。外表的炫耀和

。

排

都需受圣灵的洗。我 要知道，上帝必在他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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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加添有才干、有影响的人来壮大警告世人的
大

伍。世上的人，并非个个都是不法的，都是罪

极的。上帝有成千上万的百姓，没有向巴力屈膝。在 多

女。 如果不是

，上帝就不会叫我

要从那城出来。”

要我

警告

示 18:2-4 有 多心地

能以上帝之道所

大城

:“巴比

倒了的教会之中,也有敬畏上帝的男

倒了，

倒了！……我的民哪，你

的人，正在渴望从上天呼吸一口生命的气息。 只

明的 朴的美，将福音介

他 ，他

就会受到福音的吸引。 {T9 110.2}

挨家布道的需要
挨家布道的工作与特殊的公 布道,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大城市中，有些

会。我 就要去
作工，就会失去

找他
多宝

人接着去作个别工作。凡
，

了真理之后，就会

起人

喜研究真理的人, 有人去教

。在他 属灵

之道的宝

的 个关

是何等的重要啊！ {T9 111.2}

刻，派

灵性上的需要。
他

有素的

城市工作是一个培
一个

道士的

合作，我

种慕道的人,就必

有

班正在建立，

才可以使我

勤 上帝的 , 有人去帮助他
人 去帮助他 , 向他

子一 ，牢牢地

在

上帝

的工作均衡地、有效地 展。在布道大会

一般新悔改的人如何在生活上将真理改

的工作就能象

开

打好

班

行之 ， 安排一些
丰富，有高深属灵知 的人，来每日教 各
同工 合一致，将布道大会的精神
光大。等到有人悔改信道之后，
多用祷告， 指

集

，犹如牧人 找迷羊一般， 勤力 他 个别作工。如果我 忽略了个别
的机会，假使能好好地利用之，定能使圣工 步无疑。 {T9 111.1}

在每次大型布道集会上宣
的基

不能参加公

道士，并且全心全意地与
些城市工作的
人，就

人心的能力体 出来。如都能

之 。 {T9 111.3}

生改良的原
本会已受了上帝的托付，要做一种宣

福音工作之内，
制

在我
道。我
真理的

是大

了。圣 上

生改良的原

：“你

。有些人以

食

，没有必要列入

或吃或喝，都要 荣耀上帝而行。” 哥林多前

10:31

，在救恩的工作上， 在占有重要位置。 {T9 112.1}

工作的城市中，
有几 合宜的房 ，以便凡 慕真理的人可以聚集在一起聆听各种要
于 必要的工作，不可含糊，以致 人留下了不良的印象。我 所做的一切事，都

始者主基督作美好的

，并且恰如其份地

示第三位天使信息之真理的圣洁性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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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T9 112.2}
烹 学校，教人如何制作有益于身体的食物，使他 明白 什么必 抛弃有害于健康的
食物。可是我 决不可叫人 食挨 。我 可以不必要用茶、酒、咖啡和肉类等，而仍能吃到健康
养的食物。教

人 烹

养可口的食物， 是一椿极重要的工作。 {T9 112.3}

生改良的工作，是主用来减少人 痛苦， 并洁

作，成
引

上帝的助手，恢复人 身心两方面的健康。

其他宝

把

地

他教会的方法。我

的真理。凡情愿用心去做

生改良的工作放在前

心的情欲和放

人要与基督合

，并足以打开门路，

工作的人，都有作工的机会。 {T9 112.4}

， 是我受上帝的指示所要 的信息。要把

示出来，以致各 的人都能感到

果子。凡属

种工作具有天上的印

教

种工作的价

明明白白

种改革 生工作的必要。戒除一切有害的 食是真宗教

底悔改的人就必 除一切不良的
。 {T9 113.1}

和

食。藉着

底的戒除，他必

的

一切有害身

我蒙指示要
位宣
生改革
的人 :“往前走。” 世界需要有人来挽回 今 道德 亡的
狂 。你 在 种工作上，那怕只 生一丁点影响，也 可 。凡
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都
站

立

。“弟兄 ，我以上帝的慈悲 你

的，你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

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

上帝的善良，

全可喜悦的旨意。

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

化，叫你

12:1, 2 愿上帝用最清晰的真理信息， 武装

力的人。只要他的工人能 易地以 信、权威的

度去

察

何

他的道和教

些信息，主就必与他

同工。 {T9

113.2}

不要忽略富有
基督的仆人也当 我 在城中的富人，忠心作工，就象 一般

人也是容易受福音的感化和影响的。如果我
他

就会受上帝圣灵的感

仰，且会把上帝所交付他

用圣

， 用圣

，向他

， 福音的 展开辟门路。他
的金 用来

苦卑微的人作工一
解

基督的信仰和

上帝的道，必建立一种真

主的路，在 野

我

。有

多富

践，

确切的信

的上帝修直一条大道。 {T9 113.3}

多年来，我 面 的一个困 是：如何筹集足够的款 来支持上帝已 在我 前面需开 的 多
教会？我 一方面从圣 中明白地 到了 福音的使命，一方面国内外的教会又向我 提出他 的
需要。各方面的迹象和一切 明上帝旨意的事 ，都在催促我
帝希望有

的人悔改 来作他的助手，再去感化别人。他希望凡能帮助宗教改革和复兴的人都会看

真理的亮光，都会在品格上起 化，把上帝所交付他 的
他

的

世上

息。要

快去做那等待我 去做的工作。上
用在他的圣工上。要他

用来行善，来 福音开门路，使 近各地的人都能听 。 {T9 114.1}

明的人，也会

他

天国 ？是的，在天国他

求基督所极愿

他

必能 脱一切

将他所借

、野心和私心而得享安

的平安、幸福和快 。勉励他 去注意 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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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基督愿

──基督的

他 与上帝一 恒久的生命， 和“极重无比永

4:17 如果他 接受基督，就可得到最高的尊荣。
能

走的。他

会感到守上帝的 命，“便有大

的荣耀。” 哥林多后

种尊荣既不是 个世界所能

。”

篇19:11 {T9 114.2}

予,也不是

个世界

仁慈的教 主吩咐他的仆人去把 人和富人都 来坐席。你 要到大街小巷中去，以持久不懈的
努力，催逼他
来。 福音的牧 和教 ， 当拉住世上富人的手 他 来赴基督 他
的
真理筵席。

他

基督服

你

舍命的主 ：“

他

来，坐在我的桌上，我要伺候他 。” {T9 115.1}

的人哪，你 要与 一

的力量

他 。你

若能

的人

忠心尽力，

唱着 旋的 歌。那首先的， 又是末后的
示 3:4 {T9 115.2}
我

以前

你

要

响。他

。不要

：“他

果必得看

他

是没希望的，就越

在天国将有

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

世上有地位的人所做的工， 在太少了。他 中

所有的,都是上帝交付他 的宝

恩

, 些恩

法拯救富人。 他 把上帝所信托他

他

多男女戴着得
他

是配得

，有影

必增加,用来 他人 福。 {T9 115.3}

，借

工作

的冠冕,

的。”

多人有卓越的才能,有金

他 的

他。

，在

他各大城市中就可以建立有影响的机 ，把圣 中 洁的真理
民 。 要 富人把
的宝座前,
他， 使 道人可以出去广行善事，荣耀上帝。 {T9 115.4}

增强我

；要尽

力的

和其

宝放在上帝

划

的力量大部分取决于士兵的勇猛精干。所以凡是精明的将 ，必要吩咐他的 官，
部下
每个士兵服好 役。他必 法使他每一个部下的效率
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如果他 是依靠
中的官

，那末他决不能有所成就。他所依靠的

任，大半

在全 士兵的身上。 {T9 116.1}

和平之君以

内利的

，也未 不是如此。我

每一个人的忠 服 。在 善 两 最后交
入 斗。凡献身做他士兵的人都要有重大的
我

凡

察教会灵性生活的人，都 尽力

以前做得

做

是全 每个人的忠
无不 的元

的

,也要依靠凡来投在他旗

下的

之 ，他希望每一个人，无 教友， 道士，全都投
任感，忠心地做好每个 士的本 工作。 {T9 116.2}

法安排每个教友在上帝的工作上都有一份工作。在

在太少了。我 以前并没有制 什么

的工作。但就是

不懈地工作，所以

在，也 是没有几个人意

划并完全

到我 因

行，使各人的才能都

种疏忽已造成了多大的

方面

出来去

失。 {T9

116.3}

上帝圣工的

各人的

朋

人,都 作

明的将 , 全 制

行

方 。在

舍所能做的工。只有我 的男女教友人人都振

通力合作，上帝在 世上的工作才能
要拯救罪人，

得成功。 {T9 116.4}

作 真的个人之工。我

将生命之道

划 ，他

起来，与教会中的

他

特别注意教友

道士和

，而不是等他 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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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真不知 要用什么 来激起教友
力作工！我 的
不多了。我 已到了永生世界的
境了。我 没有
可以再浪 了。一寸光阴一寸金，若将如此宝 的
全化在自己的私事上，
真是太不

得了。 肯切心呼求上帝，从他那里求得能力和恩典，在 福音的事 上作他忠心的仆

人呢？ {T9 117.1}

展教会里的人才
人才，各教会都有，只要我 加以适当的琢磨，就可将他 培养

教会所需要的是
才。我

有完

明的工作者，他 要善于
的 划，派工作人

的种种方法，他 就是需要
会的弟兄姊妹 。 {T9 117.2}
世界一切的

别并造就教会中的人才──

需要精明的园

于差他

和教育。凡到各教会去的工作者都 将

到新地方

者, 可以把苗移植到各

容辞的 任。我
集具有真正 道

培养能

到大小的各教会去，教授教友如何建立教会和

，都不能使人深深地感 到周

情的方法，莫

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主所用的人

非信徒作工

道的切 方法，教

亡之人的需要。 最能激起人

黑暗中的人作工。要
并加以照料,使之成

在建立

工，派他

各教

牲精神和

到大街小巷去。我

。 开辟新地区的工作是上帝百姓

差派人 去开 荒地，去建立新的 道中心。只要能打开门路，我 就
忱的工人，派他 出去把真理知
遍 近各 。叫他 将 生改良的原

不

召

大多数不明此道的人。 {T9 117.3}
从事体力

正缺少

的人，我 也 鼓励他

工，所以有几个就要用几个。我

入主的工作。 {T9 118.1}

担任上帝的工作。他
非但不

快

在工作中可

阻凡愿来服侍主的人，

得宝 的

。我

激励更多人来投

的服

凡与上帝有交往的人，一定能找到很多能 上帝做的事。一个人只要具有主耶 的精神, 法用真

理感化世人,就决不会感到引人 主是平淡乏味的苦工。他
有作上帝“园丁”的 任，如能把自己
献上，
上帝服 ；那末，他 的才智能力也会一天天地增 起来。将圣 真理介
人，确是
一件快

的事。 {T9 118.2}

我
事适合

教 我 的青年男女，在自己 里 和其它各 作 道之工。我 每个人都 下定决心,从
代的工作， 做智慧的工人并培养自己的
，去做与自己最相宜的工作。 {T9 118.3}

凡在国内受 正 教育的 多青年，我 都当
划地工作，到 多新的地方去高 真理的 准。他
就能

受最好的

。他

他 去做主的工，并且鼓励他 以忠心而有
如果能与牧 和在城市工作有
的工人合作,

在上帝的指 之下，加以有 班老

的同工常

他 祈祷，就可做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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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来。当他 与老年同工 力合作，并尽量使出少年人的精力 ，天上的使者也必与他 作伴。
如此，他 既与上帝同工，就可 快地歌唱、祈祷，并自由自在、充 信心和勇气地去做工了。他
和他

的同工从天上使者得来的信心和把握，必定会 来歌

我

作出周

划，培

教友作工，不可

疑。要

、祈祷和

朴的真信仰。 {T9 119.1}

能完全献身，且明了工作的神圣性和重

要性的人，来担 大城市中的工作。凡没有 格任此重任的人切不可派出。我 所需要的就是能促
十字架 利的人；就是能在困苦失望中 斗到底的人；就是具有做 道工作所不可少的信心、决
心和 忱的人。至于不能 自参加教会工作的人，我要 他
：不要 阻凡愿意做工的人，而要
鼓励他

，支持他 。 {T9 119.2}

一切

工作，都 与求上帝 下圣灵的

切祈祷相 相成。

一点，

使每个愿意献身服

的人明白并 行。我 的行 受到世人的注意。我 的一 一 ，都会受到 察和
。所以我
必 勤于培养基督化的美德，使我 非但能口 承 真理，也能按着基督里的真理教 人, 更能以
身作 ，使仇 确
不出我 有什么
。上帝要我 更加虔 ，要我 的生活圣洁，行
正，与我 所宣 之高超神圣的原 相称。 基督作工之人的生活，
的人 了他 那种神圣的行 和 慎的言 ，就不由得心中羡慕有如此

到如此的地步，能使不信
效的真理。 {T9 119.3}

篷大会中的个人工作
我
篷大会的工作，不 照人的 划 行，乃 用基督的工作方法。引 教友
出去作工。
上帝的天使必指 我 在 近各 开辟新地区，使警告世界的工作能迅速完成。上帝要信徒 到新
的地方去，

僻壤之民工作，藉此取得

道的

。凡愿做

工作的，必得着工作的机会。

{T9 120.1}

开 一次 篷大会后，自必有 多慕道的人。他
机会。 派青年人与富有
的工人一同做工，好
献身作主工的 女，也 从事于挨家布道
有真 不起的就可酌量送 他 。 {T9 120.2}

必需要各方面的帮助， 就是
些老工人和他 一同祷告，耐心

的工作。

凡属真正悔改的人， 在圣 的知 上日日

有一些 工，也 派作

，以便

述光明的救恩之道。我 作 上帝的同工，就要努力
子。在 工作上，我 可以指望得到特殊的福气和明

旅游中心和商

于幽暗和罪

救世人逃脱撒但的
的效果。 {T9 121.1}

之中将要

网，使他

工人的好
他 。

的工作; 遇
亡的人，

成

光明之

中心

凡响 当今的呼召，而来投入主工作的人， 很好地效法主的工作方法。救主在世 道 ，常抓
住机会在多人往来的交通大道上作工。基督周游各
，常住在迦百 ，甚至后来迦百 便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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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位居大 色、耶路撒冷、埃及与地中海之 的大道之上，是客商行旅必

“他自己的城。”迦百

之地。耶 把 地作 他工作的中心确 很合适。来往的旅客要
此城或在城里耽 休息。耶
就在 里与各国各等人,不 富 、
， 繁接触。他的教 就能 到国内外的千家万 ，引起多
人 考 言的兴趣和 救主的注意。
，他的工作就延及世界万邦了。 {T9 121.2}
在 今交通便利的 代，我 与世上各男女及各等人士接触的机会和可能, 比从前以色列 代大
多了。来往交通的大道，比往 增加了千万倍。上帝用神奇的手段， 我 开了 福音的通道。印
刷机及其附属
可以在极短
住在大商

家中

在

施，都可由我 使用。我 手中有印成多种文字的圣 ，和
内送到世界各地。 {T9 121.3}

和旅游中心的基督徒，有特别好的

上帝作工。 {T9 122.1}

道机会。住在

成千上万 求

述 代真理的刊物，

些大城市中的信徒，都能在

与健康者的名 休养之地和旅游交通中心， 派出善于吸引

里

人注意的

道人和
作工。 些工人， 抓
机宣
的福音，遇有机会也可以开会 道。他
敏于抓住机遇向人
。借着圣灵大力的帮助，去向人 宣 施洗 翰
的信息：“天国近了，
你
当悔改！” 太福音3:2 我 要清楚有力地
上帝的道,使凡有耳朵的都可以听。
, 代
真理的福音,就可以叫一般不知道的人知道,被

多人接受,并由他 再

到世界各 自己的家里。 {T9

122.2}

要有百折不回的
我

既要向世人 述上帝最后的警告，我 自己

忱

研究圣 和

真光, 当有何等的 忱啊！愿

每个已受神光照耀的人，都去用它反照别人。我 的工人 挨家挨 地去向人 解圣 ，推 我
的出版物，
那曾使自己受惠的真光。不 在火 上，在街上, 是在 横海洋的 船上；或用手
，或用 寄，都要将我 的 刊普遍散 。 {T9 122.3}
我 有一件大事要做，凡已明白真理的人， 大大地求主帮助。他 自己心里必 充 基督的
。基督的灵
灌在他 身上,他 也
在 判之 站立得住。 当他 献身于上帝，努力将真

理

别人 , 就必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能力打 人心。我 决不可再在撒但的迷魂 中沉睡下去，必
振作精神，利用上帝所 的一切手段。 最后的警告，是要 “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宣 的。
主曾
我
: “我就常与你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示 10:11； 太福音28:20 {T9 123.1}
我蒙指示，要叫我 的 道人注意 未开工的 多城市，并勉励他 用种种方法去开辟
真理
的路。当初有几座城市虽已有人
救主复 的信息，然而我 不得不当它 是新地区，重新开
工。我
要疏漏
可 延。 {T9 123.2}

多少荒 之地和未开工的城市呢？福音的种子必

救主要他的仆人，具有敏于感 生命之可 ，善于察

尽的

立刻撒播到

多地方，不

任， 勤于 理主所托付之事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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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

、 心，不把世上任何利益看

比引人明白真理之工更

重要。 {T9 123.3}

位 道士啊，要 那能促使信徒 不
基督的人作个人之工的道理。勉励人尽可能多做个别
。 知 道士的 任不 是台上 道，也 到人家里去探望人,与他 一同祈祷，并向他 解

。凡能在 台外忠心做工的人，必比 以 台 工作范 的人多十倍的成效。我 的 道士
兢兢地担 他 的 任，
求上帝 下智慧和恩惠。 我 来以基督 我 的表率，仔 研
究他的 人, 以致我 在平日的行 上，可将主在世上作工的精神和原 体 出来。 {T9 124.1}
“凡 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 里来，我就使你 得安息。” 是足以治愈灵智体各方面病症的
妙方，也是基督 予凡真心 意 求他之人的恩 。基督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医生。他也 我

：“我心里柔和 卑，你 当 我的 ，学我的 式，
，你 心里就必得安息。因 我的 是
容易的，我的担子是 省的。 太福音11:28-30 我
基督的 ，学 他的柔和 卑，就能在信
与依靠中得着安息。我 会
基督的 确是容易的，他的担子确是 省的。 {T9 124.2}

第十三章告全体教友
每当有

的

道工人，在有本会教友的地方展开特别工作

，

些地

大的 任。他
尽力 主的工作开路；并 切祈祷，省察自己的内心，
与上帝、与弟兄合作的罪孽,以便 主 平道路。 {T9 125.1}

的教友身上，就

我

的教友，

没有十分

清 个 任。撒但常在他

有重

除一切足以阻碍他

心里煽起一种不良的精神，使他

不能

察工作的机会。信徒 常在正
完全献身于主以推 圣工之 ，反被撒但所用。在不知不 之
中，他 已 离了公 之路。他
着法利 人式的虔 和 傲，养成了 断人、吹毛求疵的
气，使上帝的圣灵担 离去，并大大阻碍了上帝使者的工作。 {T9 125.2}
他

种
曾多次多 被指出 。有 那些好
荣耀 他的圣名了。 {T9 125.3}

、好定人罪的人中有悔改

正的, 上帝就能使用

我 正 在世界 史的特殊 期。我 必 在极短 期内成就一番极重大的工作。 一大工，每
位信徒必 参加。上帝正在呼召凡肯献身作救人之工的人。当我 开始理解基督 拯救一个将亡的
世界，曾作 怎 地 牲 ，我 就会 力拼命去救人了。 嗬，惟愿我
体 到基督无限的 牲！ {T9 125.4}

所有的教会都能够

明并

改革
我在夜

异象中,看 上帝的百姓掀起了一 大改革

。

多人在

美上帝。患病的人被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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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有 多别的奇迹。 人都表露一种切心 求上帝的精神,正如五旬 之前的情形。千万信主的
人都在走 人家，向他 宣 上帝的真道。人的心一被圣灵感 ，就 出了一种真正悔改的精神。
各方面的门 都 宣 真理敞开了。全世界似乎受到了属天之影响的光照。上帝真
卑的百姓都
得了极大的福气。我听到感 和
然而，

的声音，普世似乎掀起了1844年那

有人不肯悔改。他 不愿走在上帝的道路上，当

有些人自私地

抓住他

世上的

。

行上帝的工作要他

意奉献

些 吝的人， 于与信主的人隔开了。 {T9 126.2}

趁着
上帝的

的大改革。 {T9 126.1}

容

，

期作工

已在世上了。我 必 在圣灵的鼓舞下，照着主的委托去宣

他的警告。我

必

要“命上加命,律上加律”地快快去 。 候将到，世人都不得不作出重大的决 。我 的 任是要
他 提供明白真理的机会， 帮助他 可以清醒明理地站到正确的一 来。在恩典 期 未 去的当
儿，主要他的百姓都来作工── 真地、机警地去作工。 {T9 126.3}

个人工作的

要

我 各地教会的教友， 多做挨家探
人
和分
的工作。每个人必 以宣 真理 光
荣的特权，并尽自己的 力支持上帝的圣工，惟有
，一个基督化的品格才能完美 整地形成。
我
我

必 在“各水 撒种”，趁着白日做工，并使自己的心灵住在上帝的 中。无 要我 做什么，我
要仗着主
我 的智力和
去做。凡可做的工，我 都要忠心地去做；凡要作出的 牲，
都要愉快地作出。当我 在“各水 撒种”

,就可以体

“多种的多收” （哥林多后

9:6） 的

。

{T9 127.1}

凡以基督子民自称的，必 效法基督的榜 。帮助别人解决生活上的困 ，
他 的感激就会
消除心理上的屏障，你 就可以感 他 的心了。你 要 真研究 件事。作 教会 体，你 已
有机会与上帝同工。如果你 遵从了上帝的 ，切 地 手做 种工作，你 就必得福，受鼓励，
并 得丰富的
了。你 必做上帝的使者，很 心地提倡一种救 、恢复和拯救人类的 划。
种 划，不是固定的， 乃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地向前推 。 {T9 127.2}
主向我指明了城市中必 成就的工作。 些城市中的信徒， 要在周
安静 卑地 主作工，无 走到哪里，都要 着天国的气氛。如果他

督，别人就会感

到他

有一种感化人的力量了。 {T9 128.1}

舍之
上帝作工。他
不突出自己，常高 基

照上帝的意思，播撒真理种子的工作，不 由牧 肩 其中主要 担。教会里的广大教友，都
按照自己的才能 主效 。一个 工如能完全 底地 上帝工作，他就可以得着
，以致在主的
工作上越做越有成效。那原来吸引他

向基督的感化力，就能帮助他吸引别人 向基督。尽管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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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公开演

，但他

上是上帝的使者。他的工作

也可以象男子一 把真理藏在暗 ，

它由内向外

明他是从上帝而生的。 {T9 128.2}
其能力。

此

急 期，她

也

投入 工作，主必使用她 成就一番工作。如果她 切 感到自己的 任，并在上帝圣灵的感化之
下作工, 她 就能有足以 付 代 机的 重 度。救主必将自己 上的荣光，照映在 些抱有自我
牲精神的 女身上， 必使她
得一种
男子的能力。在人 家中，她 能做一种男子不能
做的工作──一种深入内心世界的工作。她 能接近男子所不能接近之人的心灵。她
缺少的。 慎 卑的 女，能在人 家里 解真理等有益的工作。上帝的道 她
自会起到“

酵”的作用，影响所及，使全家人悔改。 {T9 128.3}

的工作是不可
明之后，

我的弟兄姊妹啊，要制定你 的工作 划；抓 每个机会与 朋 道或朗 印有 代真理的
刊，要 他 看出，你 心中的 等大事，就是他 ──基督曾 之作出如此 牲的人 ──的得救
。 {T9 129.1}

你

在拯救将亡之人的工作中，有天使与你

作伴。有千千万万无可 数的天使，都等着要与我

的教友合作，将上帝
慷慨
我 的亮光
出去， 上帝
合用的百姓迎接基督再
来。“ 在正是悦 的 候； 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每一家人都
切祈祷，求主帮助我
他工
作。 {T9 129.2}

不要只想做大事而忽 小事。在小事上，你 可能有美 的成效，而
大事，恐怕会 底失
，以致灰心 胆。只要有工作做，你 就 去做。不管你 是富是 ,地位是高是低，上帝都愿召

你 来 他尽力作工。正因 你 在当作的事上都尽力去作，你
各 工作的秉 和能力才会提
高。反之，如果
每日的机遇，你 就有成 不 果子和枯干的 的危 了。上帝的园地中，有
多不 果子的 ，原因就在于此！ {T9 129.3}
在自己家中，在 舍家里，在病人床 ，你 都能安 地 一段 文， 耶
。 或 那如此撒下的宝 的种子，日后会 芽生 ， 出果子。 {T9 129.4}

、 真理

几句

在 多似乎没希望的地方，也有 道的工作可做。我 的心灵，必 全被 道的 情所支配和鼓
舞，使我 到本来不想去的地方， 尚未列入我
划之内的各
人士作工。在播撒福音种子的
工作上，主有他自己的 划。我 只要照他的旨意去做，就可增加播种的数量，使上帝的 可以
到千万从未听

真理的人耳中。 {T9 130.1}

各方面都有

福音的机会。凡是上帝

上的眼 , 就能察 机会。上帝 在要召
必 看出并确
些道路。 {T9 130.2}

我 开的门，我 都
灵敏的

去。我

道士。在我 面前，将开拓不少道路，我

上帝使者所受的使命,就是要担任基督曾在世上做的工作。凡是基督所开

尽心去做。他 要 真
地将天上永不朽坏而
人 述天上平安与赦免的恩 ，并指向天城的门
那里，也能从门

城。”

的眼睛，如能擦上天

的各

工作，他

都

以 得的 宝告 人 。他
被圣灵充 ，向
：“凡遵行他 命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

示 22:14 定英 本 {T9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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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克己

牲的精神

凡是本会的教友，个个都 具有 牲精神。在各人家中，
施克己的教 。做父母的要教 儿
女学会
， 勉励他 把
省下来，捐助 道的工作。基督是我 的模范，他 我 成了
，
叫我 因他的
得以成 富足。他教 我
彼此
相 ， 合一致，象他那 作工，象他那
牲，作

上帝的儿女彼此相 。 {T9 130.4}

我的弟兄姊妹啊，你 必

真正悔改，以效法基督的克己精神。你 要穿得

朴而整洁。要竭力

省自身的化 。最好能在家里 置一只“克己盒”，把平日通 克己而 省的 放在里面。你 要一
天比一天更明白上帝的 。每遇
圣道机会，不可疏忽
。行善不要懈怠，因 上帝不断地将
他所要
世人的福气 倒在你 身上。要与主耶 合作，他就必将他 的无比宝 的教 教 你
。

促；在适当的

候，再 不久你

就必得着你 的

我蒙主吩咐，要 真心 上帝而有 的人 ：

了。 {T9 131.1}

在是你

助主的工作而投 的

正是你
当托起 道人的手，使他 可以本着克己的精神，尽力去拯救将亡之人的
来你 在天国里遇 那些因你 的帮助而蒙拯救之人的 候，你
不要得着荣耀的

候了。

在

候。等到将
？ {T9

131.2}

各人不要扣留自己的捐款。有 的人

所不肯投入主的圣工的

当 了能在天上存 一笔不会朽坏的

，都必 坏，不能在天国的 行里生利。 {T9 131.3}

而

喜。凡我

使徒保 在描写凡扣留上帝之
的人 ，
：“那些想要
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
和 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 坏和 亡中。
是万 之根。有人 恋
，就被引 离
了真道，用
圣

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提摩太前

：“要在各水 撒种。”

6:9, 10 {T9 132.1}

句 的用意极广，就是要我

不住地献上礼物，不住地奉献。上

帝必支配一切 利，使凡受委托作管家的忠仆，可以在凡事富足，多行各 的善事。“如 上所 :
‘他施舍
,周
,他的仁 存到永 。’那 种 撒种的, 粮 人吃的，必多多加 你 种地的
种子，又增添你 仁 的果子。” 哥林多后 9:9, 10 人以慷慨 意的心所撒的种，自有上帝照管。
那

种

撒种的，必使他的工人，能与自己合作。 {T9 132.2}

上帝

在呼召各 基督复

圣工。他要他

安息日会的教友献身

藉着慷慨的捐献来表

他

他所

他，并尽各人的力量，照自己的情况

的恩慈和福惠的 受和感激。 {T9 132.3}

助他的

我
的弟兄和姊妹啊，我 所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的。我 在奉主的名 你 同心 力，
成功地完成我 在上帝指 下所兴 的事 。我 不要扣留捐款， 致使各地在 念上帝所建立的工
作上遇到困 和
。不要因我
不肯合作，而使教会一些大小机 不能有效地工作，并使
力兴
些重要事 的人感到灰心。我 的教友都
起，各自尽力，叫人知道我 安息日会的人
是

有力的。 {T9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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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才是可嘉的工作

作 一个人，我
同上帝保持一种神圣的 密关系。我 需要天上的亮光照入我 的心坎，
映入我 的 海。如果我 将上帝的福音很有成效地 入各大城市，就可得到那唯独上帝才能 予

的智慧。愿我 各 的教会都 合起来。凡在受浸 立 ，表示愿 上帝工作,要 荣耀上帝而活的
人,不可收回他 的 。我
刻
到：我 有一个世界要拯救；我 必 作出更大的 牲，更
切地 迷路的人 力。 {T9 133.1}
当你 遵照上帝的道而行 ，你 的感化力 任何教会、任何机 都是有益的。你 要来帮助耶
和 ，要来帮助耶和 攻 勇士 士
5:23。一切无价 的事，一切嬉笑 浮的事，都是仇 的
引 ， 要剥 你 灵性的能力。你 要奉以色列上帝的名，振 起来，抵制 种
。如果你
能在上帝面前自卑，他就要
你 一道信息去
大街小巷和国外一切需要你 帮助的人。要把
你 的灯芯剔 ，一直点亮， 你 无 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在言 、行 上放出可 的亮光。 {T9
133.2}

只要我 肯把自己献 主使用，主就必指 我 的行 。只要我 肯与上帝建立 密的关系，他
就必与我 一同工作。愿我 不要
自己， 求自己的利益，以致忘了那些 在攀登基督徒属灵
的梯子并需要我 帮助的人。我
刻
，使出上帝 予的才能 主作工，无 得 不得
，都要

──

出帮助人、祝福人的

。 {T9 134.1}

我的弟兄姊妹啊，我 有没有想到我国 部

大城市的需要？我

不知道必 将基督快要再来

的信息告 他
？我 要作的工是极 重大的。我 有一个世界要去拯救；我
去
部各城
市，就是救主再来的信息最初宣 之地的民 工作。 愿献身去做
道的工作呢？ 在本会有
成百成千的人在推广福音的事上很少出力，甚至一点事也没做，他 都 出去做工。凡已有机会明
白真理，已有机会 受教
未听 末世福音的人，都

──“命上加命，令上加令，
有重大的 任。 {T9 134.2}

里一点，那里一点，”──的人，

于一般从

各地的教友，如能趁此良机，除去心中一切 犯，步步祈求上帝指 ，上帝必向他
，使他
在他里面有胆量，而且教友 如能忠心地尽本分，主也必引 他所
的工人， 固他 ，使他
有能力去做那重要的工作。我 要多祷告，
合一， 托起他 的手，并从天上的圣所 受明亮

的光

。 {T9 134.3}

末日近了，犹如黑夜的 ， 手 足，悄然无声地

近我 。愿上帝使我

不再象别人那

睡

,

却要儆醒
。很快，真理必将大大地得 ,凡愿 在与上帝同工的人,必与真理一同得 。
短
促；黑夜将到，那 就无人能作工了。凡
地 在 代真理光明之中的人, 急速起来将真理
别人。 主在 ：“我可以差遣 呢？”凡愿 真理 牲的人都 立刻回答 “我在 里， 差遣我。”
以

6:8 {T9 135.1}
圣工的人

明白塑造品格的乃是圣灵，管理圣工的乃是上帝。我

人作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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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意思去塑造他 ，乃要 基督去塑造。基督做事，不依人的模式，乃是照他的圣灵和他的思想
去做的。人的本分，不 是将基督所放在他心里的事 示 世人。靠着基督的恩惠，就可以脱离世
上从情欲来的 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
彼得后 1:4。人接受了基督，他的才智就得以增
强，

得更高尚，以便具

参加上帝圣工的

格。 {T9 135.2}

世上 多有学 的人，因 受了高等教育，就与普通群 脱 。他 的知 是高深莫 ，令人
止，却不能脚踏 地。 在最 明的人需要的，就是象耶 在世 所 予世人那种 明的真

理，就是耶 所 “就是灵, 就是生命”的真理。他的 就是生命 的叶子。 今世人所需要的就是从
基督的门徒身上反射出来的基督榜 的光 。在真理的宣 上最能起作用的才智,乃是由基督控制
的，并靠圣灵成圣，使之

洁， 使之高尚。 {T9 135.3}

基督交 门徒使命 ：“你 往普天下去。”
可福音16:15 世人都必 听 警告的信息。有最
重的
等待着一切 基督 跑的人。凡能 持跑到底的人，都可 得生命的冠冕，他是永不朽

坏的。 {T9 136.1}
你

要培养安

的精神。上帝是信 的造物主，凡是我 交托他的事，他都能保全。他不

不

住他，他能，也一定要 出他的大能。 {T9 136.2}

我

固然要制

用眼泪和怨声遮盖他
美上帝了。但是，你
要 上帝的平安 住你

。即使你 没有看 再多一个人悔改，你 所 到主前的人已足以使你
只要向前走，而不是一定照自己的意思支配万事，圣工必能 步前 的。
的心，要常常感 ，要 上帝留工作的余地。不要堵死他的道路。只要我

大的 划，但必 十分 慎，

使圣道各部的工作，完全和 融洽地配合起

来，形成完美的整体。 {T9 136.3}

第十四章
致

城中一位

我一想到
面： {T9 137.2}

喜我

道人的勉言

丰富的同工的一封信： {T9 137.1}

城的情形，心灵上就 得 有重大的

任。 在我把主在夜

指示我的事写在下

要有人去做工；城中没有教会的地方将会找到合适的地方，使真理有立足之地。我 有大量
的工作要做，就是向所有将死在 犯和罪愆之中的人
代的真理。受上帝差遣的人，将 出 人
的信息要警告 人，使他 儆醒起来。虽然有些人听了 警告反而会起反感，拒 真光和明 ，但
我

却可从此得知我 所

出乎

推

的确是那

人类的

常的信息将要 开。上帝的 判 已

，帮助

代真理。 {T9 137.3}

到大地。我 一方面

的人和医 布道工作者去向一定

的人

立城市布道所，来

道；另一方面也需要献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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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以确切有力的方式

警告，使听 的人都警

起来。 {T9 137.4}

“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 的民都 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 民会合，其中 能将此声明，
并将先前的事
我 听呢？他 可以 出
来，自
是,或者他 听 便 ， 是真的。耶和
：‘你 是我的
， 我所
的仆人。既是
，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
，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惟有我是耶和 ，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

曾拯救，我曾 明，并且在你 中 没有别神。’所以耶和
:‘你 是我的
,我也是上帝。自从
有日子以来，我就是上帝。 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 能阻止呢？”’ 以
43:8-13 {T9
137.5}

的道，

“‘我要引瞎子行不

他 走不知道的路；在他

面前使黑暗

光明，使弯曲

平

直。 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 。依靠雕刻的偶像，
造的偶像 ：‘你是我 的神’， 等人
要退后，全然蒙羞。你
耳 的听吧！你 眼瞎的看吧！使你 能看 。 比我的仆人眼瞎呢？
比我差遣的使者耳 呢？ 瞎眼象那与我和好的？ 瞎眼象耶和 的仆人呢？你看
多事却不
会，耳朵开通却不听
21 {T9 138.1}

。’耶和 因自己公 的

故，喜

使律法 大、

尊。” 以

42:16-

以上 文所概述的工作,正 在我 面前。“我的仆人”，“以色列人”，“耶和 的仆人”， 些称 ，
乃指上帝所
并差遣去做所指定的工作的人。虽然有些被 的人 上帝的旨意象尼布甲尼撒那
毫无所知，但上帝却要委派他 去

行他的旨意。 {T9 138.2}

凡肯服从圣灵指 的人，上帝就必 他 出力。主已

以自己的荣耀来保

弥

和他国的成

功。 “ 造 天，
穹 ，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 开， 气息 地上的 人，又 灵性 行在其上
之人的上帝耶和 ,他如此 : ‘我耶和 凭公 召你，必 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 民的中保,作外
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 被囚的出牢 , 坐黑暗的出 牢。”’ {T9 138.3}
“你 中

肯

耳听此, 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 以

上帝的百姓，享有真光和真知 ，却没有

42:5-7, 23 {T9 139.1}

行他高尚圣洁的旨意。他

没有

利地向前

推 ，去开辟新地，在城内和郊外 起真理的旗 。一些已从主那里大得光耀的人，却在灵性上
重地瞎了眼，未能从光明走向更大的光明。教友 也没有受到鼓励去操 他 灵性的肌肉和神 ，
促使圣工前 。我
使他 明白,教牧人 如果一直 守一 牧养他 ， 并不利于他 作成得救
的工夫。他

本

做 强的人，但 在反成了弱者。 {T9 139.2}

每个教会都

出青年男女来，叫他 担

任。

他 力求取得 格去帮助尚未明白真理的

人。上帝要的是 真、全心全意勤 做工的工人。凡是 虚痛悔的人，必从个人的
了基督之外，别无救主。 {T9 139.3}
圣

的真理是要

亮的明灯
帮助耶和

，也要 行。主所 的每一

中得知，除

光芒都要清晰而强烈地照射出去。真理

如

。成千上万上帝的仆人必 响
个号召，去担任各 的工作，做虔 救人的工人,来
,帮助耶和 攻 勇士 士
5:23。上帝要召 充 活力的人：就是充 圣灵的活 感

化力的人，他

定上帝是最高的主宰，并从他那里得到

多凭 ，

明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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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不冷不

，而是因基督的 而心中火

如果我

去二十年那

象

的人。 {T9 140.1}

开展培养教友的工作，那么，我

也会象 去一

仍不能使所有的教

友成 克己 牲、背 十架跟从基督的人。 多人吃灵粮已 吃得 量了，而同 在世上却有千万
人民，因缺乏生命之粮正在 亡呢！教会的教友必 工作。他
栽培自己，力求 到那 在他
前面的高 准。只要他 肯与上帝合作,上帝就必帮助他
到 个 准。如果他 能保守自己的灵
性常在真理的

中，就不会使牧 和

道士留守原地，而不到新地方

真理了。 {T9 140.2}

各地的教会受到上帝光照后,就 立即到各大城市去作工；可惜 多人尚未 别人的灵性担

任。撒但既
他 易受引 ，就乘机破坏了他 基督徒的
心革面，要恢复起初的 心，就是那 他 因 没有跟从自我

勇敢和

起

。上帝吩咐他的百姓要悔改，要洗
牲的救 主而 失的 心。 {T9 140.3}

朴的精神

机已到，我
在一些福音尚未 到的地方下切 的工夫。上帝的工作怎 才能做成呢？我
每开辟一个地方，就
恒久的工作打下 固的基 。我
遵循主的方法。表面 象无 多么不
利，我 都不可被它吓退。只 照着主的指示向前推 。只要 主的道，主就必用他的圣灵,使听
心受感 。圣
：“门徒出去，到 宣 福音。主和他 同工，用神迹随着，
所 的道。”
可福音16:20 {T9 141.1}
有 多同工， 尽其本分，做挨家布道的工作，到人家里去同他
意，藉以 示他 在恩德上有的
。
，他 就可得到丰富的

。他
服从基督的旨
。他 既抱着信心接受、相

信并 从基督的 ，圣灵的效能就会在他 一生的工作中 示出来。他 会表 出 真尽力的精
神。在他 里面，必有那生 仁 和洁 心灵的信心。圣灵的果子必在他 的生活中表 出来。 {T9
141.2}

基督是世上的光。凡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翰

耶

：“凡接待他

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 他 权柄，作上帝的儿女。”
翰福音1:12 要仰望基督，因
督，能使我 的心、 和品格都能符合上帝的旨意。 {T9 141.3}
我

的教会所能 的教 ，没有一点是用不着的。 你

仰望基

去既然靠圣灵的能力建立了当前的工

作， 在仍要靠圣灵的能力做下去。你 要通
解圣 、祈祷和信心的操
道上。在那磐石，就是基督耶 上，就会建立起一个教会。 {T9 141.4}

来教

人走在上帝的

圣工的 行必 保持真理的 朴。上帝 ：“我有鼓舞的 要 你 。”在我国的大城市中，
主有 多宝 的百姓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也有一些人是因无知而跪拜巴力的。真理的光，必 照
在 些人身上,使他 能
到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T9 142.1}
要存 卑的心去 行你 的工作。切不可采用基督福音的
之外的夸 手法。你 在救人的工
作上 得成功，不是靠外表的炫耀，乃是靠高 基督,就是那赦免世人罪孽的救 主。你 若存 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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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作工，他就必向你 彰 自己。 {T9 142.2}

藉用 表、象征或其他各种表号， 道人能把真理表 得格外清楚明了。 些是 助手段，也是
符合圣 教 的，但如果搞得太考究了，致使教会不能提供足够的
来 持 方面的工作， 就
不是按照上帝的 划 事了。大城市中的工作是要照基督的方法来成就的，不能靠演 的方法。使
上帝得荣耀的，不是

的表演，而是凭基督的

真理。 {T9 142.3}

布道会的序幕，切不可多用世俗之法而少按天国的方法来安排，以免剥

了真理的尊

和深刻。

使来听的人明白你
一次聚会的宗旨， 不是要用音 或其他的魅力来引人入 ，而是要
常
的真理，使他 有所警惕，要他 从放 私欲的沉睡中醒悟 来。赤裸裸的真理，乃是
的两刃的宝 ， 足以 醒死在 犯罪 之中的人。 {T9 142.4}

非
利

那位舍掉自己的性命，救拔人群脱离崇拜偶像和放 私欲之罪的救主已留下榜 ，使凡 承他的
工作将福音 开的人有所效法。上帝已将最
的真理交 他在当今的仆人去 。他 的行 、方
法和 划必 与他 所 警告的重要性相称。如果你 是用基督的方法
深受感 。他 心中自会 得你所 的确是永生上帝的 。 {T9 143.1}

他的道,听

必因你

的道

形式化的敬拜
在 人悔改 ,上帝的使者不可用世俗的方法。在聚会 ，不可靠世俗的歌唱家以
式的表演来
引起人的兴趣。一般世俗的歌唱家， 上帝的道既无兴趣，也从不存虔 求知的心去研究，他 怎
能用心灵和悟性歌唱呢？他 的心思怎能与圣歌中的字句有所共 呢？天上的圣
又怎能加入
种

有音

形式而无内涵的

呢？ {T9 143.2}

徒具形式的敬拜其害无 ；而真心虔

崇拜的福惠，

非人的

言所能形容得来。人若能以心灵

和悟性来
上帝，天上的
必奏
和，同唱感恩之歌。 那将一切恩 加 我 ，使我 能与
他同工的上帝，也希望他的仆人
自己的歌喉，使他 的歌声和
都能使 人听懂。唱好
歌，不在乎声音响亮，乃在乎音 清晰， 音准确和字句明白。我 大家都要 法
自己的歌
喉，好用清楚柔和的音
上帝而用。 {T9 143.3}

来

上帝，不致尖厉刺耳。唱 的才能本是上帝的恩 ，所以要

荣耀

在聚会 ，要 出一班人来唱 ，同 要有精于各
器的人 行伴奏。在我 的工作中，不
反 使用 器，但要 心指 ，因 也是
上帝的活 。 {T9 144.1}
歌不要一直

少数人唱，却 尽可能 全体合唱。 {T9 144.2}

多才多

的

一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8&start_paragraph=1003640749&finish_paragraph=1003642264&references=1

Page 59 of 121

Ellen G. White Writings

我

12/16/13, 11:08 AM

城市居民工作之 ，必 提供全 的服

的。上帝有多种多 的工作方法,也将各式各

有的人口才好；有的人文笔好，有人善作真

。在居民密集之

的才能
、

的圣工，不是一个人所能

不同的人。 {T9 144.3}

切的祈祷，有人擅 唱

持

， 有人有才能把上

帝的道解 清楚：各人的才能虽然不同，却都要 上帝效力，因 上帝是与他 合作工作的。上帝
将智慧
一个人，将学
那一个人，将信心
另一个人，然而大家都要在同一个首 之
下作工。 因才能不同造成了工作的不同；但是“上帝却是一位，在 人里面 行一切的事。” 哥林
多前

12:6 {T9 144.4}

上帝要他所

的仆人学

如何

一致，通力合作。或者有人以 自己的才能与别人的差异太

大，所以不能合作；但如果他 能想到世上各色各等人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方法，一个同工所不能感
的人，另一个同工用另一种方法去 化，就可能使他打开心门接受真理。
他 就会 意通力
合作了。他 的才能，虽然各不相同，却仍能在同一圣灵的引 之下
出来。他 的一言一行，
都会表 仁慈、博 的精神，而且各位工人既忠心尽
人也会知道我 是他的门徒了。 {T9 145.1}

，基督祈求使他

合的祈祷就会

，世

上帝的工人， 以彼此相 、彼此同情和彼此信任的精神
一致。凡在言 或行 上 有离
教友作用的人，就是背离上帝的旨意行事。在教会里争 口角，以及引起人 的猜疑和不信的事，
都是羞辱基督的。上帝要他的仆人彼此之 培养基督的感情。真正的宗教，不 使人的心与基督的
心相
之

，也使人与人之
，我 无 到何

心心相印。当我 体
种与基督的 合及弟兄姊妹 彼此合而
工作，都会感到一种馨香之气。 {T9 145.2}

一的真

在大城市中作工的人， 从事 多工种，尽力争取在工作上取得最好的效果。他
信心,并
且在行 上 行出来，使民 感 。 不可照自己狭隘的 解行事,而妨碍工作的 展。 去，本会的
人多次犯 种
，以致工作成效大受阻碍。我
住，主有多种多 的工作方法，也将各式各
的才能

各种不同的人，要他

有一点点

他作工。我

候， 能听到那怜 的声音；

明白主差遣某人到某地作工的用意。 {T9 145.3}

有一点点 候，那恩惠的邀

在

出：“人若

渴了, 可以到我 里来喝。”
翰福音7:37 上帝将他的警告 到各地城市中。凡他所差遣的使者,
都 同心 力，
人都能知道他 所听 的的确是耶 的道理。 {T9 146.1}

仿效基督的温柔
无 何人，都不可使别人隶属于自己，似乎自己有权管 别人，有权吩咐人做 ，有权禁止人做
那，呼
西， 然一副 官的架子。耶
代的祭司和官 就是
的，但 是不正确的。一旦
人心受了真理的感 ，并且接受了主的教 ，他 便 基督所有，不 任何人所有。所以，
将
他
他

看作是基督的
，而不是人的
。如果你要控制他 的思想，使他 隶属于你，你就是将
与那智慧和才能的源 割断了 系。他
完全依靠上帝，只有
，才能在恩德上有
。

{T9 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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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智力才学，无 多么高深，若不受圣灵的教 ，他 属灵的事就可算 非常愚昧。 种人
悟自己的危 和无能， 完全依附救主;惟有主才能保守一切。 凡 向他的人，他无不用自己的灵
充 他 ，使他
有彼此相 的精神，以便出去
上帝差遣自己儿子到世上来拯救罪人的大
事。凡真正悔改的人，必在基督里互相
。在上帝的教会中，不 有什么派别，不
身上施展无理的权威。凡我 所作所 和所
的，都 彰 基督的温柔。 {T9 146.3}

有人在同道

基督是每个真教会的根基，他曾确 地
我
，他必保 凡忠心照他的吩咐去行的人必与他
同在。 到末日，基督仍必 首。他是生命和力量之源，他是公 和圣洁之本。凡 他的 ，学
他的柔和 卑的人，他要将他的一切──生命、力量、公 、圣洁──全
他 。 {T9 147.1}
在人前高 基督，是我 一切工作的本分和喜 ，也就是一切真 工作的宗旨。我 要彰 基督,
把自己藏在他的背后。 种自我 牲才是有价 的，才是上帝所悦 的。“因 那至高至上、永
存、名 圣者的如此 : ‘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
醒，也使痛悔人的心 醒。”’ 以
57:15 {T9 147.2}

待反

卑的人同居；要使

卑人的灵

意

每当你 宣 真理，常有人起来反 ；如果你 用
来 付他 ,他 反 的
反而会加倍，
所以不可与他 争 。你 要 持 正面的真理。上帝的天使， 都在看着你 。你 既不与反 者
争 ，天使自会 法使他 受感 。你
于
的消极一面不必多 力去
，乃要 切祷告，
耐心研究，奉献内心，把握真理之道。你 要把你 的灯擦亮点着，使光
人看 你 的好行 ，就 荣耀 你 在天上的父。 {T9 147.3}

可以照射出去，以致世

基督在 野受 探 ，如果没 守正面的真理，他就必失去一切所要得的。我
付反 者最好
的方法, 莫如基督的方法。如果我 重提他 的反 意 ，反会加强他
据的 力。我 要始
守正面的真理，或 那反 你的人会把你的 存 在心， 悟起来， 而 附真理。 {T9 148.1}
我常 我 的弟兄 ：“你 的反 者，或 要造出虚假的 来 断你 的工作，你 不要重复提
他 的 ，只要 定不移地演 活 的真理；上帝的天使必在你 面前开路。我 在从事一件

，必 用合理的方法去 行才好。我 不要情 激 ，也不可心中起什么 念。基督就不是
的，他是我 一切事上的榜 。我
于上帝所托付的工作， 当多依靠天上圣洁 虚的智慧，少
靠自己的能力。我
地握住那神圣的权能。” {T9 148.2}

一些已 离弃真道的人，会来赴我 的聚会，
我 ，使我
离上帝要我 做的工作。你不
可 离真理去听他 的虚言。 不要放下工作去 法感化那
你工作的人；只要 出自己是受了耶
基督圣灵 灌的人，上帝的天使自会把 放在你嘴里，使你能感 一般反 你的人。他 若仍旧
一味地向你 逼，会 中稍有
的人，就会看出你的水准，确 更 高尚。你
，要使人
定你的 是基督藉着你 出来的。 {T9 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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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烈虔

地工作

我 的 道人如能 悟：世人在上帝 判台前按各人的行 受 的日子已何等 近，他 定将勤
力与上帝同工，去
代的真理，又要努力促 上帝的圣工，并且在言 和行 双方面宣布“万物
的

局近了”
迎

“

（彼得前 4:7） 的消息啊！ {T9 149.1}

你的上帝”, 就是我 所要到

宣

的信息。我

的号筒

吹出一定的声

，清清楚楚

地 出警告：“巴比 大城 倒了， 倒了！……我的民哪，你 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她一同有
罪，受她所受的灾殃。”
示 18:2-4
几 圣 的 必将
。再 不久，那最后的
就要
到世上一切的居民了。到那 ，人人都必 迅速地作出决断。凡已听 真理的宣 而相信的人,必

投身于以 内利君王血染的旗 之下。那 他 便明白──以前从未如此明白──自己曾失落了多次
机会，没有去做所 做的事。 那 他 才会 悟到自己没有尽自己的 任,没有尽心竭力地 找 救
失

的人免受火的

。 {T9 149.2}

上帝的仆人必 “殷勤，不可 惰，要心里火 ，常常服侍主。”虔 的人不是冷淡和低功效的。
我 若能意 到自己是在 上帝工作，我
个属灵之工的神圣性就会比以前任何 候更明了。
有了

种明了，我 就会使出一切的精力、才能，儆醒

“那清洁没有玷 的虔 ”是很

的。只有

把虔 的行 当作日常的本分，并且
工作。 {T9 150.2}
我

的工作是天父所分派的。我

地去尽我 一切的本分。 {T9 150.1}

真、全心 意地工作，才能作成救人的事。我

增 自己有用之

手持圣

，因 我

以永恒的

点看待我

的

，出去警告世人。我 要作上帝救人的助手──做一

条活的渠道，使他的 可以天天通 我 流 那些将亡的人。在圣工上有份的人，既意 到自己有
幸参加的工作是何等 大， 就足以提高他的人格，使他成 圣洁。于是他的全身就会充 那“使人
生 仁 ”，并能洁 心灵的信心。 服上帝旨意的人决不把任何圣工看 苦役。“ 上帝而做的”
一思想，足以 生神秘的推 力，使他愉快地去做上帝所交付他的一切工作。 {T9 150.3}
你

要根据

正宗教的原

来 行一切工作。你

地自

:“我当作什么才能得主人的

悦

呢?”你 要到需要鼓励和帮助的地方去。在每一步都
自己： 是主的道 ？我的心灵、言 、
行 是否完全符合主的旨意? ”你 若能 求上帝的荣耀， 他 力，你 的工作就会 有神圣的模
式， 你

也是在遵行主的旨意了。 {T9 150.4}

你 学 上帝的道，要透 表面字句，深入再深入地
探求上帝 示的深意。你 的工作要 示上帝的能力，

行研究。要抱着信心，仰 上帝的能力来
住：上帝是你 的后盾。你 的言 行

都要
主的 ， 那真理，就是那主道宝 、 正的真理，充沛地光照出去。要在上帝面前自
卑。基督必加添你 的 力。他已委派你 作他的家宰，要你 按 分粮。基督的仆人与基督慈
的心是很

近的。他极愿从完善他的工人着手，使他的全家成

基督是仁慈怜

完善。 {T9 151.1}

的救 主。仗着他的大能，世上的男女就能有力地抵御罪

。一个自知有罪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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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自己的罪，就 得它是非常可 的。他恨自己
完全制 自己的 犯；必 使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完全

什么不早些到基督面前来。他也会明白必
服上帝的旨意；必 完全脱离世上从情欲来

的 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他既悔悟了以前干犯上帝律法的罪，就 真尽力要
罪 。他
一心要 示基督恩典的能力，并与救主建立个人的
，常把基督放在面前。他因常祈求，常相
信，常接受自己所需要的福惠，就一步步地接近上帝所要他

到的 准了。 {T9 151.2}

当他舍弃自己， 起十字架，跟随基督的引 而行 ，他的品格就会 出新的德行。他全心全意
地 主耶 ， 基督就成了他的智慧，他的公 ，他的圣洁和他的救 。 {T9 151.3}
基督是我 的榜 ，是我 的灵感，是我 至大无比的
。“你 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
的房屋。” 哥林多前 3:9 上帝是建筑 ，而人也要承担一份工作。他 与上帝合作，正如林前三
章九

所 ：“我 是与上帝同工的。”切不可忘 “与上帝同工” 几个字。腓立比 二章十二、十三
：“当恐惧 兢，作成你 得救的工夫；因 你 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 心里 行， 要成
全他的美意。”基督恩典的神奇之功表 在 人 造一个新心, 使他 更高尚的生活并 生一股更神
圣的 情。上帝 ：“我也要
你一个新心。” 以西
36:26 重生 件事 不是最大的神迹
？凡因着信而依靠上帝能力的人， 有什么做不到的事呢？ {T9 152.1}

要 住：以基督 你个人的救主,与他一同工作,你的力量和 利全在于此。 是人人必
行
的。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 ：“离了我，你 就不能作什么。” 翰福音15:5 那悔改相信的
人即 声 :“我靠着那加 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比 4:13 凡能如此而行的人,主向他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 他

第四

权柄,作上帝的儿女。”

翰福音1:12 {T9 152.2}

生的工作

第十五章忠 地 行 生改良
（1909年5月31日在 盛
我蒙指示，要把关于 生改良的信息，
从前那 忠心遵守了。 {T9 153.2}

全球 会代表大会上的演
位弟兄：因

） {T9 153.1}

多人 于

生改良的原

，已不如

上帝的旨意是要他的儿女在基督里面 大成人， 有基督 成的身量。若要成全 个旨意，他
不可 用，却要善用每一份体力、灵力和 力。 {T9 153.3}
怎

保持健康是个最重要的

。我

若存敬畏上帝的心去研究

，就可知道，欲使肉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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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性双方同得其益，我
力，才能明智地

的 食莫如以

待 件事。我

主。我

自然定律，只宜

要耐心研究
从，不可

。我

背。 {T9 153.4}

有知

和判断

凡已 接受指 ，明白食用肉食，茶和咖啡，以及其它油 不 生食物 身体的危害，并立意
牲且与主立 的人，就不会明知故犯地再放 自己的食欲了。上帝肯定要我 在 食上洁 ， 不
良的食物

行自

。 上帝的百姓在 方面有一番工作要做，才能成

完全的百姓站立在他面前。 {T9

153.5}

个人的
上帝的余民，必 是真正悔改的百姓。我

任

福音，必要使人灵性悔改成圣。在

上，我

感 到上帝圣灵的能力。 个信息是奇妙而确切的; 接受的人，它是无价之宝，所以， 当大
声呼喊来
的。我
此信息要 信它必能 开，而且愈来愈 出其重要，直到末 。 {T9 154.1}
有一些自称

信徒的人，只接受《 言》的一部分

，就加以拒 。 种人既害了自己，也
的。凡自命 信从 生改良，却在平日的

上帝的

，至于其中

他 的嗜好有

的

教会不利。我 蒙主光照 ，就 行在光中， 是重要
上 反其原 的人， 在是在破坏自己的灵命，并在

其他信徒和非信徒心中留下不良的印象。 {T9 154.2}

因
人既明白了真理，便有庄

圣洁，并准 在
徒行 三章十九
面前来到。”我
正，

必

从而得力

的 任，使自己的一切行

符合自己的信仰，他

的生活必

文雅和

末世迅速地将福音 出去。他 没有多余的
和精力浪 在世俗的情欲上。使
： “所以你 当悔改 正，使你 的罪得以涂抹。
，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
把
最
的勉言。如今我 中 有 多灵力欠缺的人，若不 底悔改

亡无疑。你

冒得起 个

？ {T9 154.3}

傲自大和信心 弱，正使人失去 多上帝丰盛的福惠。有

多人，若不向上帝虚心跪祷，等到

有人喊叫“新郎来了” （ 太福音25:6） ，就必 慌失望。他 有真道的理 知 ，却没在器皿里
点灯的油。我 所 有的信仰，不能 是承 或相信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理 ；我
需有点灯
的油，就是基督的恩典，并使生命之光照耀出去， 黑暗中的人指明道路。 {T9 155.1}
我 若要在基督徒
上避免病弱无力的状 ，就当即刻恐惧 兢，作成我 得救的工夫。有
多人虽然受了浸礼却没有 出什么确 的 据，表明他 是履行他 受浸 所立的志愿。他 的

忱，已被形式主 、世俗的 傲自 及
自己的心所冲 ，以致温度降到冰点。 然有 也心受
感 ，可是他
没有掉在那磐石上而跌碎。 磐石就是耶 基督。
太福音21:44 他
不存
着一种痛悔 罪的 度到上帝面前来。凡真心悔改的人必能在生活和行 上 出圣灵的果子。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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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一切缺少属灵生命的人，能意 到惟有那些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 坏，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的
人，才能得着永生！ {T9 155.2}

凡欲与基督同得天上新生命的人，必

在心灵和思想方面

一番 化。

种 化，只有藉着基

督的能力才能 生。救主曾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 上帝的国。” 翰福音3:3 惟有从上帝而来的
信仰，才能引人 向上帝。我 若要正确地服侍上帝,就必 靠圣灵重生。它能使我 警醒，洁 我
的心灵，更新我 的思想， 我 新的能力，可以
上帝,敬 上帝，并且使我 甘心情愿地服
从上帝一切的

命和吩咐。 才是真正的崇拜。 {T9 156.1}

上帝要他的百姓

不断地向前 步。我

知道，放 食欲最能妨碍智力的上

和灵性的成

圣。可惜我 虽然自称明白一切 生改良之道，却仍有 多人在吃不 吃的食物。放 食欲是体力
和 力减退的最大原因，是令人衰弱和早死的根源。凡欲在灵性上求得 洁的人， 当 住： 制
食欲的能力来自基督。 {T9 156.2}

肉食
如果我 能因放 吃肉的嗜好而得益 ，我就不必
戒你 了；但我知道 是不可能的。肉
食 人体的健康是有害的，所以我 要学会不吃肉食。人若在可以得着蔬菜 食物的情况下仍随意
任性吃喝，就必
不 上帝关于其它 代真理的教
也必收 自己撒种的 果。 {T9 156.3}

， 以致失去明白真理的能力和眼光；

等人

我蒙指示：我 的学校不可将肉食或不 生的食物供 学生。凡足以
人吃刺激品的食物，都
不可放在桌上。我 老年、少年和中年人，你 都要弃 一切 你 有害的食物，要克己 牲侍奉
主。 {T9 157.1}
儿童
工作也当努力尽本份。我 是上帝家里的人；上帝要他的儿女，无 老少都
然地 制食欲，把金
下来，作建造会堂和供养 道士之用。 {T9 157.2}

毅然决

我蒙指示 凡作父母的人 ：在
上，你 当使心灵完全
上帝。我
永
着， 此
判 期，我 都要在宇宙之主面前受
。我
你 要放弃一切 自己有害的 食，口 的承
没有什么价 ；你
以克己的行 来 明自己一定要 从上帝向他特 的子民所提出 制的要

求。

将你

多人

克己省下的一部分金

得没有肉食不能下 ；然而

入

中，作上帝圣工之用。 {T9 157.3}

些人如能将身心完全献

上帝,矢志走在他指引的道路上,

他 就必象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一 得着力量和智慧。他 必
上帝会 他 正确的判断力。人因
克己的行 而能 上帝之道 省金 的数量，足使多人 奇。 因克己 牲所 省的少量金 ，用在
建 上帝的工作上，比不
牲而聚集的大量礼物，将有更大的 献。 {T9 157.4}
基督复 安息日会的人，正
极重要的真理。四十多年之前，上帝在 生改良的
上
我 特殊的亮光，而我
今是如何行走在 亮光之中呢？有多少人已拒 照上帝的指 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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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 既是上帝的子民，就 按我
受亮光的多少而有相 的
。我 有 任去明白并重
生改良的原 。在 制的
上，我
走在群 的前面，可是我 中 依旧有很明白道理的教
友,甚至有 道的牧 ，都随意吃喝，随意操作，毫不以上帝的 示 念。 {T9 158.1}
本会的教 和 袖 于
生改良之道，都
定地以圣
立足点，并直接地 一般相信我
是 在世界 史末期的人作切 的
。在侍奉上帝的人和侍奉自己的人中 必 划清一条界 。
{T9 158.2}

我蒙指示，知道我

些原 ， 与当初上帝

有些人
食
，从来不遵照上帝的指示而行。
的光芒，照射四方。 {T9 158.3}

我 末世信息的 候一

重 ，一

候到了, 将灯从斗底下移出来，使之

遵守。

出明亮

健康生活的原
我 个人和全体同道都有重大的关系。当
生改良的信息初 到我 ，我的
身体是很 弱无力的，常患
失 之症。当 我就祈求上帝的帮助，他便将
生改良的大
指示 我 ：凡遵守他 命的人，必 与上帝建立神圣的关系； 他 必 在 食方面有所 制，使
身心 于最佳状 以便 他服 。 一亮光使我得了极大的益 。我就打定主意作一个 生改良的
行者，并知道主必扶持我。我 在虽已老了，身体却比年 的 候康健得多呢。 {T9 158.4}
有些人 我并没有遵守我自己笔下所提倡的 生改良的原 ；但我敢 ，我是个忠
主 者。 是我自己家里的人和几个在我家里住 的人都知道的。 {T9 159.1}

“

的

生改良

荣耀上帝而行”

我
于 食并不制 死的
，只是落 在那些盛 瓜果、五谷和硬果核仁的地方，肉类 上
帝的子民，确 不能算是适宜的食物。我蒙指示：肉食有助
性的作用，且能削弱人与人之 的
仁 与同情,致使低 的情感 制人高尚的机能。即或肉食 去一度是无害的, 在它已不是安全可靠
的食物了。癌症、 瘤及肺部疾病等，大都是由食肉引起的。 {T9 159.2}
我

不可以戒食肉 考核信徒入教的条件，不

我

要考 到作

基督徒而用肉食

别人的影响

。作 上帝的使者，我
不
人 ：“你 或吃或喝，无 作什么，都要 荣耀上帝而
行” ？ 哥林多前 10:31 我
不 果断地做
，反 放
坏了的食欲的作法 ？你 作
福音的使者，身任宣 上帝所 予人类最
的真理之 ， 道自己要 立一个坏榜 ，回到
埃及的肉 旁 去 ？身受上帝圣 什一奉献供养的人，竟可放 食欲，毒害那循 在自己血管里
的生命之流而不 上帝所 的亮光和警告 ？人要在属灵的美德上有
，并得到平 的性格，必
重
和神

身体的康健。我 若不保养好自己的胃，我 就很 养成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我
,是与 胃互相关 的。乱吃乱喝会造成胡思乱想的行 。 {T9 159.3}

上帝如今正在

尽到本份，弃

人，要知道他 究竟属于何等人。我 都已受 浸礼

一切足以

坏我 人格，使我

失高尚品性的事，我

的

子

入基督，如果我

能

就必得着力量，在我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8&start_paragraph=1003640749&finish_paragraph=1003642264&references=1

永

Page 66 of 121

Ellen G. White Writings

12/16/13, 11:08 AM

活的首

基督里成 ,我

就必得 上帝的救恩。 {T9 160.1}

我

健康生活的原

有明理的了解，才能充分

悟不 吃的食物究竟有什么害

自己的
后，有勇气去改正自己的
，将会感 到 种改革的 程是不容易的，
和 忍不拔的努力，才能改正
。然而等到他 养成了正当
之后，就会明白，他
吃以 无害的食物，确 是 自己种下了消化不良和其它疾患的病根。 {T9 160.2}

。人看出了
一番斗争
吃 去所

作父母的要警醒祷告，要 防各种不 制的 气。 要将真正 生改良的原 教 儿女,使他 知
道 弃 什么， 才能保持身体的健康。上帝的仇怒已开始降在那些不 从的儿女身上了。何等的邪
，何等的罪孽，何等不良的作 ， 都在各方面 示出来了！我 作
地保守我 的子女，不使他
交道德 坏的朋友。 {T9 160.3}

教授

上帝的百姓，就

十分小心

生的原

我
更加努力地把改良 生的原 教
人。我 当
烹 学校，并挨家逐 地去教人烹作
有益健康的食物。无 老少，都 学 用更 易的方法烹煮食物。我 无 把福音 到什么地方,就
教 那里的人民怎 烹煮
而味美的食物。我
做 他 看，使他 知道不用肉类也可以做
出

养丰富的食物。 {T9 161.1}

要使

人知道，与其掌握治病之法，不如明白养生之道。我

人不可放

的医生要作智慧的指

私欲，也要使他 知道， 避上帝所禁止的食物，是避免

者，

警告

害身心的唯一良策。 {T9

161.2}

在 一些学校 生改良之道的人
富有 养的食物以代替他 以前的 食 ， 十分 慎小
心。信靠上帝的心、 定的意志和彼此相助的意愿，都是不可缺少的。我 的食物如果缺少适当的
养成分，会使

生改良的道理被人非 。我 都是血肉之躯，所以需有适当的 养食物。 {T9 161.3}

避免
有些人因存心要戒掉不适当的食物，就此

食极端
持身体所不可缺少的 养，也不注意了。 人

于

虽然我 得到警告， 奶油有 染疾病的危 ，小孩多吃 蛋也有害 。然而在适当条件下
的 所生的蛋，吃一吃也是可以的。蛋里面含有抵抗某种毒 的成分。 {T9 162.1}

养

生改良之道，若走极端，其所
的食物，就会淡而无味，吃不下去。
食物， 使之既富有
养而又美味可口。我 不可剥 身体各部所需要的 养。我 要用一点 ，因
无害于身体，
也确是血液所不可缺少的。蔬菜之中 当加点牛奶或奶油或类似的 西来增 它的滋味。 {T9 161.4}

有人因 拒用牛奶、 蛋和奶油，就不能使身体的各部分得到适当的 养,致使身体衰弱,工作无
力。 么一来， 生改良之道就背上了坏名声。我 所 法 固地建立起来的事 ，倒被非上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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吩咐的怪 之事所混淆,以致教会的能力,被削弱了。但上帝必从中干涉,防止 些 激意 所 生的
不良后果。福音是要 和 有罪的人类，是要召集
富 的人都来聚在基督脚下。 {T9 162.2}
将来有一个 候,我 或 要 除一部分
到
候；我 无需取 种 激的 度来

在所吃的食物，如牛奶、奶油和 蛋等。但 在 没有
自己。等到
要我 如此，主自会 我 开路的。

{T9 162.3}

凡欲在宣

生改良原 的工作上收

成功的人，必

把上帝的

当作他

的

和向

如此行，才能立于不 之地。我 不要因用无 养不可口的食物来代替我 所 除的有害之
而
生改良起到反宣 作用。无 如何，不要叫人吃刺激性的食物。只要吃
有 养的

。 只有

并要因

生改良的原

， 常感 上帝。你 要在凡事上真

食，
西，

正直，就必无往而不

。 {T9 162.4}

境是不同的。上帝已

住在世界各

各国不同的食性
我

固然要

法反

食醉酒，但也不得不考

人类所 的

地的人，作了不同的安排。凡愿与上帝同工的人， 先 慎地研究，才能确定什么 西可以吃，什
么不可以吃。我 要深入人民大 。如果我 宣 极端的 生改良的道理,群 就不会采 了。 所得
的 果，必将弊多利少。我
人 道的 候，上帝就要我叫他 吃最有 养的食物。我不能 他
：“你 不可吃 蛋、牛奶或奶油，不可用白脱来烹 食物。”福音是必
止食物的 候 没有到。 {T9 163.1}

向徘徊不定的人

人的，但

格限

一言

任意放 食欲的 道人，离开正当的 准太 了。上帝要他 作 生的改良者，要他
行他在
方面所 的亮光。 我看 一些 在 生改良的工作上 心的人，却没有 到正确的生活方式上

来，心里就感到 愁。我求上帝感 他 的心, 使他
悟到自己正遭受重大的
的每一家人都能走在 道上，我 就能 上帝作加倍的工作了。 {T9 163.2}

祈祷蒙

失。如果我

允的条件

基督复 安息日会的人，如果要得到并保持洁 ，就必 有圣灵在他 心里和家里。主告
： 今的以色列人若能在他面前存 卑的心，并 除心殿里的一切的
，他就必垂听他
的祷告,并在他 用他的方法来治病 ，他必 福。人若能凭着信心尽力,使用上帝所
的
与疾病抗争，上帝就会

教会

以福气。 {T9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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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上帝的百姓得了

多亮光，仍保持不良的

，放 自己不肯改正，他 就必承担

帝教 的一切后果。他 若不惜代价,一定要放 不良的食欲,上帝是决不会行个神迹来救他
食欲的后果的。他 “必 在悲惨之中。” 以
50:11 {T9 164.2}
那些放

食欲的人 ：“主已 医治了我，我不必 制我的

食；我可以随意吃喝。”，

背上

脱离放

些人在

肉体和心灵双方, 不久就再需要上帝恢复健康的能力了。因 主已大施怜 医治了你，你决不能以
你仍可沉湎在世俗的私欲中。基督医好了一个人，就 她 ：“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翰
福音8:11 你

照他的吩咐而行，决不可 食欲作你 的神。 {T9 164.3}

主 古 的以色列人 ：如果他 能
地服从他，遵行他一切命令，他就要保守他 脱离他所
加在埃及人身上的一切疾病。不 ，他 个
是有条件的，就是要以色列人服从他,才可以得 种
福气。当初以色列人若服从了主的吩咐，善用了他 所享的特权，他 就可以在健康和繁荣上做世
界的表率。可惜他 未能成全上帝的旨意，也就未能享受到他 本可享受的福 。然而在 瑟、但

以理、摩西和以利 ，以及其他 多人的身上，我 已 看到了 行正确生活方式的高尚典范。
在我 只要象他 一 忠 ，也未 不能收到同 的效果。 上 着 ：“你 是被
的族类，是
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 宣 那召你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
美德。”

彼得前 2:9 {T9 165.1}

献上自己──得安息
如今有多少人在身体的康健和灵性的恩 上，失落了上帝 他

多人竭力要得到特别的
的苦 。然而 些人 在

的最丰富的福分啊！

在有

利和恩 ，以求大有成就。 此，他
是 得必 流泪祷告，作拼命
祷告 考 圣 来明白上帝所 示的旨意，然后无保留地真心遵行上

帝的旨意，他 就必得安息。 是刻苦哀求，流泪 扎，都不足以使他 得着所希望的福气。他
必 完全抛弃自我，才能 受上帝所
凡凭信心 求者的丰盛恩惠，去做眼前所 做的工作。
{T9 165.2}

耶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9:23 我

当

学 救主的淳朴和克己的精神。我 当用言 和圣洁的生活来高 髑 地的救主。凡将自己献 上
帝的人，救主就与他 非常 近。 在正是我 最需要上帝的灵在我 心里和生活中作工的 候，
就 我 把握住 神圣的能力，以便有能力做一个圣洁而献身于上帝的人。 {T9 165.3}
我

我

当以上帝的
我 的教科 。耶和 是我
划而开路。 {T9 166.1}

的帮助者和我

的上帝。我 当仰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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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向医病 道工人的呼吁
（1909年6月1日在 盛
我

正

全球 会代表大会上的演

在末世 代中。万物的 点，行将

） {T9 167.1}

。基督 言的异兆都在很快

。

患暴乱的日

子已在眼前，但我 不可 一句不信或灰心的 。那明白
之需要的主自会安排一切，使各
福音的工人得益 ，以致可以更有效地引起世人的注意。主明白羊群中最 弱者的需要和缺少，他
就把自己的福音 到大街小巷。他以永 的
我 。我
住，我 是要把一种医治人的福
音
充 了罪 疾病的世界。但愿上帝加添我 的信心，使我 能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要我
都熟悉他的医治之能，常来就近施恩座。他希望他恩典的光芒从 多地方照射出去。 {T9 167.2}

医院

道的机关

在 多地方， 有人没有听
福音。所以我
抱着空前的
， 极 行医 布道的工
作。因 医 布道工作
一扇门,真理可以藉此 入 多大城市。 故此在 多地方，都
立 生
养院。 {T9 167.3}

生 养院的工作，是使我 与各界人士接触的一个最有效的媒介。我 的 生 养院，乃是福
音的右臂， 受苦的人类的打开思路，使他 得知在基督里可得医治的好消息。 在 些机 里,我
能教病人把所有的事都交 那位大医
健康，也恢复心灵的健康。 {T9 167.4}

基督，他必与他 的

着努力合作，使他 不但恢复肉体的

基督本人已不在 世上周游 村城市医治病人了；但他已委托我
承他所开 的医 布道事
。在
工作上，我
竭尽全力， 建治 病人的机 ，使那些身 病痛的男女老幼，得以在
敬畏上帝的医生和 士的看 之下，接受不用 物的治 。 {T9 168.1}
我已蒙指示，知道我
生改良所 做的工，不可再拖延了。藉着 种工作，我 能惠及大街
小巷中的民 。我蒙特别指示，将有多人从我 的 生 养院 受并服从 代的真理。我 要借着
些医 机 教
多男男女女，使之明白怎 保重自己的身体，并巩固 上帝的信仰；也要他
明白吃上帝儿子的肉，喝他的血，是什么意思。基督 ：“我 你 所 的 就是灵，就是生命。”
翰福音6:63 {T9 168.2}
我 的 生 养院，要成 一种学校，把医 布道的知
授与人。也要把生命 的叶子
身陷罪 病痛中的人，使之在基督里恢复和平、希望和信心。 {T9 168.3}

那些

我 当促 上帝的圣工,使医 布道和教育工作
并 。 我确知我 最缺少的是忠 、明智和
精明干 的工人。各大城市中，都当有真正医 布道工作机 。 多人 在
求 上帝：“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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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我作什么？”上帝的旨意，是要藉着我 的医 机 ，在各大城市中推广主的不用 物的治 方
法。凡是肯在可能的情形之下前 再前 的人,上帝就授以神圣的尊 。撒但必尽力阻
种工作，
然而神圣的能力必帮助一切真 的工人。惟愿我 随着天父的指 ，勇往直前，利用每一个机会
展上帝的工作。 {T9 168.4}
上帝

所有的医 布道士

：去！今天到我的葡萄园去作工救人。凡是

心

求上帝的人，上帝

必垂听他的祈求。他的能力,足够 付我 大家的需要。他使我 的心里充 了仁 、喜 、和平和
圣洁。我 的品格可以不断
。我 决不可将光阴用在与上帝的旨意相背的事上。 {T9 169.1}
有些医生，因

以前曾与本会的 生

养院有

，就在其附近的地方开

，以

凡事可

以 手一点；但是天下之大，地面之广，有 多地方， 没有人去开辟，他 却 而不 。他 若
能无私地到那里去作工，必能惠及多人。 道的医生能 生一种高尚、文雅及圣洁的影响。若不如
此，医生就是妄用了所有的才能，并作了上帝所弃

的事。 {T9 169.2}

工人
如果上帝真要藉着我的口

的同工， 都

什么 ,他就是要我告

你 ，教育部门、

道部门和医

布道等部门

一致，在上帝的指 之下，互相扶持，彼此代祷，求主 福。 {T9 169.3}

本会学校和 生 养院中的人，都
心地踊 从事。凡出于 上帝和 人类的心，在圣灵的指
下所成就的工作，必 有上帝的印 ，并在 多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T9 170.1}
上帝呼召我 的青年要 入本会的学校，快快
好自己 主服
学校，培 我 的青年去做福音工作和医 布道工作。 {T9 170.2}

。在

多

离城市的地方要开

我 必
上帝一个机会， 他能在人心里作工，使人明白自己的 任。任何人，都不可承 在
一定 期内受几个人的指 或在上帝工作的某部门工作，因 主必 自召 人 他作工，象从前召
那些卑微的 夫一 。他也必 自把工作的地点和当取的方 指教他 。他必 召 民和其他各
种
的人，叫他 去将 最后的警告
将亡的世人。 主作工的方法很多，那大教
作者的理解力，使他 能从他的 里 悟到奇妙的事。 {T9 170.3}

士做

必开

工

道士

基督是最大的医 布道士,是我 的模范。圣 上 :“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 人， 天国
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 的病症。” 太福音4:23 他一面医治病人，一面 福音。在他的工作上，治
病和教

人，两者是 密相 的。 在 两种工作也是不可分割的。 {T9 170.4}

在本会医院中

出来的

士，也 受到 道的培

，使 道和医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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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必 把我 的光，照在黑暗的道德之中。有 多 在 在暗中摸索的人，若 到世上之光的
反照，就会知道自己有得救的希望。你的光或 微小，但你要 住， 是上帝所
你的，同 他
要你把 光 射出去。或有人会从你的光上点燃他的
黑暗。 {T9 171.2}
在我
行

周

，开着 多要我 去服 的门。我

与

，他就必 助并与我 合作。 {T9 171.3}

基督在世

芯，然后他的光，可能另外去引
舍交往，

，每到一 作工，那里的居民就常留他住下，要他

别人出离

法引

他

来 基督。当我

在他

当中作工。但基督常告

他
， 有别的城邑没有听 他所 的真理，因此他必 去。基督把真理
一 的人民之
后，就 他 在已 听 的真理上去建
展，自己 再到别 去工作。如今凡受命
他工作的
人，也要采取 种方法。我 要到各 去
福音。既在一 宣 了真理，就要再到别 去警告
人。 {T9 171.4}
我

要以

士、 道士、牧 、

推

，造就有上帝形象的健全品格。我

以及

班等形式， 把人

起来且受到充分的培

在的宗旨, 是准 在天上的学校里受更高尚的教育。 {T9

171.5}

从上帝 常 我的教 中，我知道我
有一批周游各村各 作医 布道工作的人。做
人，会在社会各
引多人 主。
工作最好由忠 的
推
去开路。 {T9 172.1}
上帝必召

多人去挨家布道作工，与人

有

的牧

道

，也

学

工作的

，并与相信的人一同祈祷。 {T9 172.2}

易的治 法，做个懂行的医

在需要的是能 福音又能治病的工人。你

布道士。 {T9 172.3}

决不要耗 多年光阴 行

；因 再

不久，

在 真理敞开的门将永 关 了。 在就要把福音的信息 出去。不要等待，免得
人先占据
今向你 开放的 地。我
分成小 出去作基督曾派 门徒做的工作：要去
福音，分 本会
的出版物，向遇 的人
而用天然 法，并教 他

真理。我 要 病人祈祷， 他 服
如何恢复健康和 防疾病。 {T9 172.4}

第十七章
（1909年6月1日在 盛
1905年，我赴

盛

， 足他

的需要；不用

物，

林 医科 道大学
全球 会代表大会上的演

） {T9 173.1}

全球 会年会 ,收到柏登先生（J.A.Burden）的信，

起他在离勒得

（Redlands） 四哩 ， 找到了一份地 。 信使我想起那 地方，正是我在异象中所
的，我
便立刻拍
叫他火速把那地
下来。后来我 自去看，就 定那 地是 二年前我在异象中所
的地方之一。 了
地，我何等感 上帝啊！ {T9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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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Loma Linda）最可取的 点之一, 是周 有各种美 悦目的景色。那广大无 的山林
溪谷十分壮 。但比那壮 的 景、 美的房屋和 广的 地更重要的，是
养院靠近居民稠密
地区，所以 福音的机会很好，可使多人明白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我
不能 别上帝 我 开路，叫我 去照亮世界的美意。 {T9 173.3}

有清楚的属灵辨别力，否

既有了
地方，我 就 有重大的 任，要使之成 一个具有教育性 的机 。
林 非但
要成 一个 养院，也要成 教育中心。要在那里 个学校来培 医 布道士。 工作所涉及的面
甚广，所以必 有个良好的开端。 上帝在 个 域，有特别的工作要做。他指示我，要我去 赫士
格牧 夫 来帮助我 ，
一种与他 在阿芳代尔（Avondale）所作的同 的工作。有些富有
的同工，已答 与
林 的人合作来 展在那里所必 开 的学校。当他 凭信心前
，上
帝必在他

前面开路。 {T9 173.4}

关于那所学校，我要叫你 特别注重 士和医生的教育。在医 布道的学校里， 造就多人，使
之具有医生的才能，去作医 布道的工作。上帝指明的 种
，是符合真正更高等教育的原
的。我 常常听人 到更高等的教育。跟从基督的脚步，效法他在世 所立的榜 ， 就是最高等
的教育。我 不可能得着比 更高的教育了；因
种教育足以使人成 上帝的同工。 {T9 174.1}
要得着 更高等的教育，就必 与基督有活 的
。救主曾叫无知的 夫离开他 的 船和
网与自己 合，一同周游各 ，教 民 并解决他 的需要。他坐在磬石上或地
高之 ，聚集
了他的门徒，予以
。不久，就有成百的百姓来听他的言 。如今有 多男女，常自以 已明白
了一切 得明白的事，其 他
虚心地坐在耶 脚前，拜那舍身救
堕落世界之主
。我
都需要基督，就是那离开了天庭， 舍弃了王袍、王冕和天上的尊荣而取了人性的主。上帝的儿

子，降世成
孩, 的是体 人类的
，并知道如何 待他 。他也明白孩童的需要。他在世上
道 ，叫人不要禁止小孩子到他跟前来。他 门徒 ：“不要禁止他 ，因 在天国里的正是
的人。” {T9 174.2}
在 学的一切工作中， 以 朴 主。基于 朴的成功最有 服力。你 的医学院即或不能培养
一批与世上的医生比高低的医生，却能培养出一批医 布道士，你
是成功的。 使学生得着一
种 用的教育。你 越不依靠世俗的教育方法，就越能使学生得益 。 不用有害的物品，而用符
合上帝 示的治病之法，你
有特别的 授和教 。在医治疾病方面，不用有害的 品。学生
，不
牲 生改良的原 及 上帝和 公 的心。 {T9 175.1}

凡欲在宣 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医 布道事 上增 其效能的人， 于迎合世俗 准的教育 越少
注重越好。他 所受的教育， 以良心道德 立足点。当他
慎、忠心地照着正当的方法医治病
人

，

种方法

必被多人 定 比人

用的有副作用的治病的 方法更

越。 {T9 175.2}

我
今不 与世俗的医学院校 争。 倘若我
行，我 成功的机会就不大。我
能成功地 大的医学院。况且我 若随从世俗的行医方 ，并与世俗的医生一 索取高
就不符合基督要我
在我

的

病人服 的 划了。 {T9 175.3}

养院中， 有

明能干的男女照着基督服

在 不
，那

的方法去教 人。青年人在献身上帝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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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下，能够学得怎 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 坏，而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我受指示，

我 当有更多 女， 门
病人。 {T9 176.1}

治 科疾病，也当有更多女 士，不用 物的治

男性医生从事

科工作，不符合上帝在西奈山

所学校，由女医生

女，使之善于治

人接生的。
科医生。

是一 如此的。所以 女
是主的旨意。我
培养

以色列人的教

受相 的教育和
女掌握熟 的医
科病。在我

，而用

易方法照料

。圣 中提到 女生

是由

，以致 有熟 的技 作助 士和
,可以 治同性的疾病。 我 当
一
民中，医

的工作

是高

准的。

{T9 176.2}

在
林 ，我 有个很 越的中心可以 行各种 道事 。我 可以看出，本会之所以能得着
所 养院， 在是上帝的恩典。我
重
林 ，它是上帝 先知道了我 的需要而
我
的。 于
林 的学校和 养院，我 有 多极有价 的工作要做；只要我 能同心
一致地按上帝的旨意去行，
工作必有成功之日。 {T9 176.3}

力，目

有

教

并在
宣

多人可以在

林 接受教育，作 生和

制之道的 道人。我 要

各 工作

，

多 在 未做 工作的地方开 学校。我 的 道士要到尚未做 圣工的外省去开辟圣工。
生改良原 的工作必 完成。愿上帝帮助我 做他明智的百姓。 {T9 177.1}

我深深地 得，我
在
林 的医院和学校等机 的需要 很好地研究，并采取合宜的行
。在此地 行工作所需要的，是有才干和灵性高尚的人。在教育的工作上， 任用最好的，能
慎慎、完全信靠上帝的男女教 。如果医 部门的教 都是能敬畏上帝的，我 就能看到良好的

工作成果。有基督 我
最要

的，就是我

的教 ，我

就能够在真正的医 科学上 到一个极高的水平。 {T9 177.2}

当教 学生如何正确地遵行

生改良的原

。教

他

忠 地研究

门功

健康生活的原

。一

，以及其它教育方面的重要 程。耶 基督的恩典必使凡遵行上帝教育方 的人都得着智慧。 学
生 都
跟随那用自己生命的重价来 取人类之主的榜 。他
当向救主祈求，信 他 各
种病痛的唯一医治者。上帝要他的工人作出特别的努力，向一般有疾病痛苦的人指出那 造人身体
的大医
把

。 {T9 177.3}

基督的工人的学校

在我

生 养院附近是上策，

学生都能学

个教育机 栽培出来的人才，如能 出他 信道的 由，并有生 仁 和洁 心灵的信心
力，
种机 是极有价 的。我清楚地蒙指示：在可能地情况下，学校
在 养院附近，使双方能彼
此扶助, 两得其便。 造人类的主， 受痛苦的人自有 恤之意。他已指 我 建立 养院，并把学
校

在附近，使两者在

我

督是
圣灵

基督复

男女医 人 和

安息日会的医 工作者，

受苦人服 方面共同增 效益。 {T9 178.1}
得无所不能的耶和

上帝是治理宇宙万物的主宰。基

被罪咒 的世界自古以来最大的医 。上帝要他的百姓到他面前来求得治病的能力。他必用
他 施洗，使他 有 格从事 人造福的工作，就是使需要医治的人恢复身心健康。 {T9 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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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合一的精神

第十八章万国万民同 一道
（1885年9月24日在瑞士巴塞尔 行的欧洲

合大会上的演

稿） {T9 179.1}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 里来喝。”“人若喝我所 的水，就永 不渴。我所

源,直涌到永生。”
耶 已
我 肯到耶
必得着。我
很快 ，因

翰福音7:37; 4:14 {T9 179.2}

各人如能
次聚会

出 有的信心，在聚会
有几天才 束。 在的

泉

就可以大得圣灵，比 在所得的要丰富得多。我
是我 是否来就 泉源 水？真理的教 能否
成就大事。嗬，但愿在

聚会开始以来,我一直 得要多 信心与仁 的道理,因
道的人

成

将生命的水
我 ，我 若不去 受，以致灵性枯竭, 就是我 自己的
。只要
面前来，象小孩到父母面前那 真 地求他所
的，并且相信一定能得到，我 就

在 事上做榜 呢？只要我 能信靠主，他必 我
虚心痛悔！ {T9 179.3}
地区

的水要在他里

里的人都在上帝面前

你 需要此种 言。 有几个在

我 ：“你不明白法国人情形，也不知道德国人的性情。你必

待他

些不同
。” {T9

179.4}

但我要 ： 道上帝不了解他
？ 不是上帝叫他的仆人
确 需要什么；所以 信息既是由上帝通 他的仆人 直接

把信息
人的，

些人 ？上帝知道他
播所及，自必成就上帝

的旨意；也必使 人在基督里合而 一。虽然有的是地道的法国人，有的是地道的德国人，也有的
是地道的美国人，但他 都能做地道的基督徒。 {T9 180.1}

犹太人的圣殿是用山中 成的石 造的；每一 石 在未 到耶路撒冷之前，早已 好、磨好、
并配好位置。所以及至一切材料 到耶路撒冷后，圣殿的建造听不到槌子斧 的声音。 个
建筑代表上帝属灵的圣殿，其建造的材料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富高低、智愚
, 各等
人中搜集来的。它 不是需要用斧槌来雕
出来的。 大的 建筑 ，圣殿的主人，

的无生命的材料，而是活的石 ，是从世界上用真理采
在正在加以切磋琢磨，将他 安置在圣殿的适当部位。

及至属灵圣殿的造成，圣殿各部无不完善，天使和人都要羡慕
的。 {T9 180.2}
我

美；因

它是上帝所

所建造

当中切不要有人想自己不 受 打。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在思想和

面是十全十美的。我 必 互相学 。所以上帝要各国的人混在一起， 在目 和判断方面
来。
，才能表 在基督里的合一。 {T9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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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有些怕到 里来，因 我曾听 多人 ，欧洲各民族是很奇特的，非用特殊方法 待，不
足以和他 相交。然而上帝已
智慧 凡感 缺乏而向他求助的人。他能把人引到肯接受真理
的地步。当上帝在人心里作主， 主塑造人心，象陶匠的手雕塑泥土一 ；那么,互相 的差异就不
会存在了。弟兄 ，你 要仰望耶 ，效学他的 式和精神，你
困 了。我 并没有五六个榜 要效法，我 只有一个，就是耶

与各等人接触的 候，就不会有
基督。不 是意大利弟兄，法国

弟兄或是德国弟兄，只要都能竭力效法基督，他 的脚就都会立在同一个真理的根基上；各人的心
里都有同一位圣灵居住──基督在他 里面，成 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 啊，我警戒你 ，不要在
不同的民族 建造隔 。即使是已有的 ，也要竭力 法拆除。我 当努力使一切属基督的人
一致，

着同一个目 工作：拯救我

我的

的同胞。 {T9 181.1}

道的弟兄 啊,你 可愿 握住上帝丰富的

？你

肯把自己

开，

耶

？你

自己必 先死，然后上帝才能使用你 。我看到随 随地有自私的心冒出来， 在惶恐不安。我
奉拿撒勒人耶 的名告 你 ，你 自己的意志必 死去，而以上帝的意志 意志。他要将你 完
全深化，且从一切
之中
你 。你 的身上必
一番陶 ，然后才能充 上帝的能
力。 我

你 与他 近，你 就能在散会之前感到他丰盛的恩典。 {T9 181.2}

和警惕的亮光已照在此地一些人的身上。但每当我 受到

，仇

要在被

者的心中

引起一种希望得到人家同情的心理。所以我提醒你 ，你 当 慎，免得因求别人的同情而回
去的考 ，在建造自己的品德 再犯同 的
。主常一次又一次地引 他的子民
同一个考
，如果他 一直不听圣灵的
，不改正每一个
，到最后主只得任凭他 保留他 的缺点
了。 {T9 182.1}
弟兄

，我

你 到基督

里来，白白地喝救恩的活水。不要逞情行事。不要以 情感就是宗

教。你 要 脱一切人 的支撑扶助，只要切 地依靠基督。你
先
一番新的 造，才有
格做救人的工作。你 的言 和行 在别人身上所 生的影响，都要在 判大日作出交代。耶
:“看哪， 我在你面前 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示 3:8 光正从那门里照射出来，我
若愿意，就可接受。愿我 都把目光移注到那敞开的门，
光。 {T9 182.2}

接受基督所愿

我

的一切恩

每个人都要
一番搏斗，才能
自己心中的罪。有
确是十分
而足使我 灰心的工
作，因 我
看自己品格上的缺陷，我
仰望耶 ，且穿上他的 袍。 凡从珍珠门 入上帝之
城的人，都是 利者，而他最大的 利，就是
自我。 {T9 182.3}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
灵，叫你 心里的力量 强起来。使基督因你 的信，住在你 心里，叫你 的 心有根有基，能
以和 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 是何等
高深，并知道
充 的，充 了你 。” 以弗所 3:14-19 {T9 183.1}
你

弟兄和姊妹啊，你 既 上帝同工，就

就能在世上成 强大的 力。 {T9 183.2}

切

是

于人所能

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

地仰仗那大能者的膀臂。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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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在耶 基督里的
（1905年8月24日写于加州
向喀勒基

郁地方本会从事出版工作的弟兄的公

在赴1904年9月召开的全球 会委 会
未能 赴每一次聚会，但在晚上，上帝使我
多地方的人。 {T9 184.3}
我看到我

林 ） {T9 184.1}

： {T9 184.2}

， 我深 我 在工作中 有的
而担 。当 ，我
一幕幕的景象，我就 得我有一个信息要
我

既受了使我 才干能力得到最高

展的鼓励，却都

足于在基督的工作上做矮子，心

里就 得 痛。上帝的希望是要他的男女工人都在基督里茁壮成 。有生机就有生 ；生 是生机
的表 。基督徒的言 行 ，就是活的
，向世人 明：基督教在跟从基督的人身上起什么作
用。 {T9 184.4}
我 如能各尽本分，彼此之 不争 、不 断人，我 的工作就会 得坦率自由，
的荣光，使我 所在的机关和企 具有特殊的性 和影响。 {T9 184.5}

着能力和主

要 住：你 如果情
燥，并想改正每个同你 接近的人的
，你 决不能自居
地位。
你 若被 探所 ，去批 别人，指摘别人的
，去破坏别人在做的事，你 自己就决不可能很
好地尽自己的本分。 {T9 184.6}
今，每个 有 任的人和教会中的每个教友，都
使自己工作的各方面尽量符合圣 的教
。我 要不住地警醒， 切地祈祷，用基督化的言 和行 ，向世人 明上帝期望他的教会要成
什么

式。 {T9 185.1}

荣耀的王、天上的君，耶 基督从他的高位上看 了世人的状况。他哀怜人类的 弱和罪境，就
到世上来 示上帝同世人的关系。他离开了天庭，道成肉身， 自到 世上来， 我 造就了一个
完美的品格。他并不挑 地上的富 人家 住 ，却生于 苦卑 的家室之中，住在僻陋的拿撒勒
村。等他 大到能用工具的年
，他就分担了供养家庭的
。 {T9 185.2}
基督降卑自己，站在人前，来 受人类所必
受的
和 探。他必
手中所要 受的一切，才可以知道怎 来搭救遭受 探的人。 {T9 185.3}
同

，基督已成了 判我

的主。天父不是

判官。天使也不是。惟有那

体

一种无罪生活的耶 ，才是我 的 判者。惟有他能够 判我
住吧！做父母的人， 住吧！基督
人世， 的是做我 的

人类在那堕落的仇
自

人世,且

。弟兄 ， 住吧！ 道士 ，
判者。你 中 没有任何人被派

判别人。你 只要管好自己就不 了。所以我奉基督的名， 你 听从主的警戒，不要坐在
上。我耳中天天听
：“从 判台上下来，下来；存 卑的心。” {T9 185.4}
没有一个

代，比 在更需要我 克己,天天背起十字架。

着

判台

我 愿意克己到什么程度呢？ {T9

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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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惠和平的生活
彼得后

一章有 吩咐我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

；有了知

，

又要加上 制；有了 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 弟兄
的心;有了 弟兄的心,又要加上
人的心。” 彼得后 1:5-7 若能如此，上帝的恩 和平安就要多多
的加 我 了。 些美德都是无价之宝。他 “使人比精金 少（ ），使人比俄斐 金更少
（

）。” 以

13:12 {T9 186.2}

“你 若充充足足地有 几 ，就必使你 在

彼得后

我 的主耶

基督上不至于

不

果子了。”

1:8 {T9 186.3}

我
不 当努力尽我 的全部精力，利用今生剩余的一点光阴，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地 示我
有一种从天上来的能力之源 ？基督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
我了。” 太福音28:18 天上

地下所有的权柄， 什么都
他呢？ 就是 了我 。他要我
悟到他已作
上，要我 悟到那
他的无限的权柄，也是供我 取用的。 {T9 186.4}

我

的

兄回到天

凡能在生活上 行上帝藉使徒彼得 教会的教 之人， 必从天上 受能力。我 的生活要天天向
上，“ 当更加殷勤，使我 所蒙的恩召和
定不移。”我 的言行都要代表基督，以他的生活
生活。我 待人接物及同人的一切交往，都要符合那指引他的原 。 {T9 186.5}
我 如能牢牢地攀住基督，我 就必有一种能力，是没有人能 去的。何以 得呢? 因 我 既
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 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也就是与那位救主的性情有份。他降世 人，
得以站在人类的首位，陶冶成一种毫无 点、毫无罪

的人格。 {T9 187.1}

我
多人 何如此 弱无能呢？ 是因 我 只望着自己，
性，自己的特点，却不去研究基督和他的品格。 {T9 187.2}

研究自己的性情，突出自己的个

我 的弟兄，若能学 基督的榜 ，忘 自己是美国人或欧洲人、德国人、法国人、瑞典人、丹
麦人、或挪威人，本来是可以通力合作的。但他 好象担心自己一与异国的人融合，就要失去本国
的特点而沾染别国的 气似的。 {T9 187.3}

我的弟兄 啊，把 种
开吧。我 不
自己，逞自己的意气，求自己的 好，更不
保守自己的特别之 ，独 一 ，不与别人融洽。我 有一个品格要保守， 品格就是基督的品

格。既同有了基督的品格， 我 就能够一同 行上帝的工作。在我 心中的基督，可以接 弟兄心
中的基督，于是圣灵就能够使我 中 生出心思和行 的一致， 就足以在世人面前 明：我 是
上帝的子民。愿上帝帮助我 ，使我 向自我死去并得以重生，好 基督住在我 里面，切
的做我 的人生指南，也成 一种保持我 永久圣洁的能力。 {T9 187.4}
你

要努力地求

， 切地祈求，切 地去做。

能 你

生

健康的灵命,卓越的思想， 高超

的人格和属天的 念，并能助你 制 自私的心和邪 的猜度,使你 藉那位 你 ， 你 舍己的
主，得 有余。你 要把自己 在十字架上，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你 就能与基督合而 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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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天上的全宇宙面前，在地和地上的教会面前，你
帝也必因你

所立的榜

可以切切

而得荣耀。 {T9 188.1}

地

明,你

是上帝的儿女。上

我
在世人面前，行出奇事； 上帝百姓的心在基督徒的 里 成一起。使他 看 主的百姓
在基督里同坐于天的情景。你肯用你的行 做一个表 ， 明上帝的真理在一般 他和侍奉他的人
身上具有何等大的能力
你做什么。 {T9 188.2}

?上帝知道你能作什么。他知道,如果你与他的性情有份，他所 的恩典能

第二十章喀勒基 郁的出版工作
（1905年8月24日写于加州
我

成在喀勒基 郁地方

我

不能将

我

的德国、丹麦和瑞典的弟兄，你

去鼓励和加强

德文和斯堪的那

一 工作。 {T9 189.2}

工作的全副重担，都卸在我

林 ） {T9 189.1}

文的出版工作；也盼望我
外国弟兄肩上。我

能 一步筹划

各地的弟兄，也不要把

担子交 喀勒基 郁附近的各区会去承当。各区会的教友 当迈出步子, 尽他 的所能。我
都 来帮助他 ，因 末世的真理是要 到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 {T9 189.3}
没有什么不能在出版工作上与大家行

重的

大家也

一致吧。凡相信真

理的人， 当 住他 是上帝的小儿女，是在上帝的
之下。 当感激上帝的深恩厚惠，并 彼
此以仁 相待。他 只有一位上帝和一位救主；一位圣灵──基督的灵──要把他
成一体。 {T9
189.4}

基督复活之后就升上天去，如今正在把我 的需要呈述在天父面前。他

：“我将你

刻在我的掌

上。” 以
49:16 位，要知道基督将我
刻在他掌上，是 很大代价的。那代价，就是无可
言 的痛苦。如果我 都能在上帝面前虚己作仁厚、 恭、温柔、慈悲的人，世界上 向真理的
人，就要百倍于今了。如今我 虽然自 是 正的人，却仍在把一大堆私欲看 宝 ， 抱住不
放。 其 我
当趁 今的良机，把 包袱卸在基督脚前, 上基督的性情和品格。 救主正等着我
作呢。 {T9 189.5}

基督抛开他的王袍和王冠，放弃他的权柄，迈步下降，一直降到最屈辱的地步。他取了人性, 受
人类的一切
苦 ，在各方面都替我
了仇 。 {T9 190.1}
他
做，是 要使人类得着能力，可以作得 的人。他 ：“所有的权柄都
我了。” 太福
音28:18
的权柄，他也
凡跟从他的人，使他 可以指示世人：在基督的宗教里，确有一种
足以使人得 自我的力量。 {T9 190.2}
基督

：“学我的 式，……你 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太福音11:29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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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不生活在与救主 常的

之中，以致我

在人

关系上，

仁厚的 度呢？我
什么不 出温柔和彼此相 的心来荣耀上帝呢？如果我
符合天上的原 ，不信的人就必因同我 交往而被吸引 向基督了。 {T9 190.3}

基督

国籍关系的

行事，都能表

、行事，真能

度

基督不承 任何国籍、地位或宗派的差别。法利 人和文士要把一切天上的恩
一地一国所
有，而把世上上帝其余的家人拒之于门外。但基督降世是要拆 一切隔 。他来，要人看出他的慈
悲和仁

的恩

，正象空气、阳光和滋 大地的雨露一 ，是不受限制的。 {T9 190.4}

基督的生命
了一种不分
的宗教，使犹太人和异邦人、自主的和 奴的都能 合在一起，
同 兄弟，在上帝面前完全平等。他的一 一 不 权 所左右。他不管是 舍、是生客、是朋
友、是仇

，都一 同仁，只要是渴慕活水的人，他就向他

他从不弃

任何人 没有价 的，却

慈心。 {T9 191.1}

是 法在人身上施以治

之方。不

在那一等人中，他

能 出一种适合
与 境的教育。每当人
自己的同胞表示蔑 或侮辱 ，他就越
得他
需要他那神性加人性的怜 。他 法使最粗暴最无望的人心里生出希望, 使他 确信他 也能 成毫
无瑕疵的人，也可以得到一种足以使他 成 上帝儿女的品格。 {T9 191.2}

固的基
使徒彼得 :“所以弟兄 ， 当更加殷勤,使你 所蒙的恩召和
定不移。你 若行 几 ，
就永不失脚。
，必叫你 丰丰富富地得以 入我 主救主耶 基督永 的国。” 彼得后 1:10,
11 {T9 191.3}
多年以前，在相信基督快要复 的人 很少的 候， 因州托普散地方守安息日的人，都聚集在
豪 德•斯托克布里奇（Stockbridge Howland）弟兄家里的大厨房里做礼拜。 一天安息日早晨，豪
德弟兄不在那里。我 都 得很奇怪，因 他向来是非常守 的。 了一会，他 来了， 面
光，犹如上帝的荣耀。 他 ：“弟兄 啊，我 得了。我 得我
：‘你
不致跌倒。’ 在我要把 事告 你 。” {T9 191.4}

能做一椿事，关于

椿事，上帝

于是他告 我
，他注意到一位弟兄,是个
的 夫，他 得别人看不起他，也不尊重他。他
得豪 德和其他的弟兄也都自高自大。虽然 不是事 ，但他却以 如此。因此他已有几个安息
不来聚会了。所以，豪 德弟兄就到他家去跪在他面前 :“弟兄， 恕我吧。我作 什么 不起你的
事呢?”那个人就拉住他要他站起来。豪 德弟兄 ：“不，你跟我有什么 不去呢？”他 ：“我跟你
没什么 不去。”豪 德弟兄 ：“但你一定有事，因 从前我
能很好
， 在你却不理睬我
了。我要

得是什么原因。” {T9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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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 ：豪 德弟兄起来吧。”豪 德弟兄却 ：“不，我不起来。”他 ：“那末，我也要跪下
了。”他也就屈膝跪下，承 自己是怎 地孩子脾气,并如何 有 多 意的猜忌。他 ：“ 在我一
定要 除所有的偏 。” {T9 192.2}
在豪 德弟兄述
件事 ，他 上 出上帝的荣光。他的
了，我 就 行了一次极好的聚会。 {T9 192.3}

完，那

夫和家属也走

来

假如我 当中有人能仿照豪 德弟兄的行 ，在我 的弟兄 我
有 意 ，走到他 面前 :
“如果我做了什么 不起你的事,就 你 恕我。”那么我 就可打碎撒但的圈套，把我 的弟兄从
探里 放出来了。 你 和你 的弟兄中 ，断不可容什么隔 存在。你 若能作出什么 牲，使无
的猜疑消除，就要
去做。上帝要我 彼此相 ，象同胞一 。他要我 存心怜
。他要我 养成互相信任的心，相信弟兄 是 我 的，也相信耶 是 我 的。

生出

来。 {T9 192.4}

，彼此
， 就会

我 希望在天上会 我 的弟兄 ？倘若我 在 里能与他 平安和睦地相 ，当然在那里我
也能与他
同居。但假如我 在 里与他 相 ， 免不了常起 争和冲突，我 又怎能在天
上与他 同居呢？凡在行 上常与弟兄隔离而引起不和睦和争 的人，
行一番 底的改 。我
的心必
基督的 所融化， 基督的 所降服。我 必 有 心，就象基督在髑 地十字架上

我 受死 所表 的 心。我 要步步靠近救主，多多祷告, 刻操 信心。我
更加温柔，
更富怜 ，更加 恭。我
世界只此一次， 道不 努力在那些与我 交往之人心上留下一
个彰 基督品格的印象 ？ {T9 193.1}
我
硬的心必 打碎。我 必 完美无缺地 合起来，明白我 都是拿撒勒耶 基督用血所
来的。我 每个人都
：“他 我舍去性命，要我在
世界 ，把他 我舍命 所表 的
表

出来。”耶 在十字架上，以他自己的身体担当了我 的罪,使人知道上帝
。凡来 依基督的人，都可得生命，永 的生命。 {T9 193.2}

我渴望看

“荣美之王。”我极愿仰望他无比的

煌。 我愿你

，也称信耶

也来瞻仰他。基督将要引

的人

他所救

的人到生命水的河 ，并把世上一切使他 困惑的事,都解 清楚。神恩的奥妙，要 露在他 面
前。从前他 有限的意 只辨 出
和不得志，将来却要看出最完全最美妙的和 来。 {T9 193.3}
我 尽一切才能和智力来侍奉上帝。我 若利用我
有的智力，它就会不断增 。我 若在
日常的生活上， 行我 的信仰，我 属灵的
就必能增 。
在那直 天庭的 梯上，我
便能步步高升，及至攀到最
，便可一蹴而登地跨 上帝的天国了。愿我 在 世界上作真正的
基督徒，将来在荣耀的国里，我 就要得永
基督的门徒中，如有

的精神， 就是天父差了他儿子来救罪人的明

能。因 人类的性格品 各不相同，要使他
外，是没有什么能做到的。 {T9 194.2}
上帝的警告和

心里接受上帝的

的生命了。 {T9 194.1}

戒既确切又清晰。我

同心

圣

且

力地宣
悟到

呢？猜忌和不信任,都象坏的面酵。惟有

；同 也

明了他的权

和真理，除了上帝奇特的神能之

的益

才能

和 争的害 ，我

怎能不从

真理的权能。 {T9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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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德国和斯堪的那
（1905年9月1日写于加州
弟兄

的各区会

林 ） {T9 195.1}

： {T9 195.2}

有几位 道人曾写信 我， 我德国人和斯堪的那
人中的工作，要不要分
行。 事已有
人同我
几次。我在喀勒基 郁 ,上帝就要我 述一道坦率的 言， 此后又把 事指示我。 {T9
195.3}

有一次，我似乎在参加一个 事会，人 正在
类的事。有位权威人士站在 人中 ，向大
家 明了我 在上帝工作上所 取的方 。他 ，上帝的工作中如果存在 种国籍的区分，就不能
使福音在世界万国之中推 了；也不能在灵性上有最好的 展。所以如果我
在 置 种界限，
必造成一道不久就要
照上帝

除的隔 。 {T9 195.4}

的心，一致
旨意是要他

我的指示，分开的

不但不能使我

求上帝， 在
将德国和斯堪的那
象同胞兄弟一 合作。 {T9 195.5}

那些存心分裂上帝工作的人，如果

他 的

，反而会造成不和。我
的工作分别

的弟兄若能存

卑

的人，就能明白，上帝的

划，就 免有人要抬高自己，而做出不合理的事

来，使上帝的工作大受阻碍。所以若要使我 的工作收到最大的成效， 英国人和美国人都需将自己
的才能与其他各国人的才能并在一起，通力合作，一个国籍的人要 任何其它国籍的人 真效 。
因 我 只有一位上帝，一个信仰。基督
愿望。 {T9 195.6}
耶

上。我

他的门徒祈求：“使他 合而

一。”我

：“求你用真理使他 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 差我到世上，我也照

他

的

“我不但

故，自己分别 圣，叫他

些人祈求，也

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

那些因 他

也因真理成圣。” {T9 196.1}

的

信我的人祈求，使他

也在我 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努力

差他

他的

到世

都合而 一。正如你父在我
翰福音17:17-21 {T9 196.2}

我 当明白：若要 利完成上帝的工作，同工之 就少不了完美的合而 一。要保持和平，我
所有的人都必 向那位大教
求智慧。每当我 提出雄 大略的 划 ,就
慎，免得引起内部
。 {T9 196.3}

我

引,永

各人

彼此 服

彼得前 5:5。没有一人是完全的。我

作那大教 的学生。 {T9 196.4}

的心灵和意志要

从圣灵的指

研 使徒行 第二章。在早期教会中，凡能 合一致的人，上帝的灵就在他 身上大
在五旬 的那天，教友 都聚在一 ，心同意合。 {T9 196.5}
我

要向世人

明：在基督里,各国的人都是合而

一的。所以我

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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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 {T9 196.6}
的障碍，那末你 就是向世人表

一种人

的

划。

的。保
凡存 种概念的人 ：“你 仍是属肉体的，因 在你
属乎肉体 ?…… 波 算什么？保 算什么？无非是 事，照主所

种

划是上帝

不能

中 有嫉妒 争，
不是
他 各人的，引道你 相

信。我栽种了， 波
灌了，惟有上帝叫他生 。可 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灌的也算不得什
么，只在那叫他生 的上帝。栽种的和 灌的,都是一 。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
。因 我 是与上帝同工的；你 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哥林多前 3:3-9 {T9
197.1}

同胞之

的一个榜

从前我 的斯堪的那
弟兄在
上遇到困
，上帝告 我
，我 不能 我 的弟兄
在世人面前破 。如果如此，就是羞辱上帝了。于是我 的美国弟兄 ，就立即慷慨地来支援。
就

明国籍的不同，并不能使我 在上帝的工作上卸去互助的
都是弟兄。”在真理的
中，我 是一体的。 {T9 197.2}
我

在必

任。 太福音二十三章八

以勤 及努力自我 牲的精神，步步走在基督的

真理成圣。基督求天父
上，也要 践天上的原

里，走在圣灵

：“你

的路上，通

：“使他 合而 一。”我 要
个祈祷，决不可敷衍了事。我
。天上将有广大的聚集 合。 {T9 197.3}

虽在地

我 于上帝工作中建立隔 的事，不得不清楚地写明： 上帝指示我， 是人 明的
作法。上
帝决没有意思要他的子民因 言 、国籍的不同,而将自己分群
。 如果 持
做,他 的 解
就会狭窄，他 的感化力也就要大大地减少了。上帝要把我 的各种才干 合在一起使用。 {T9 197.4}
我把基督的 再 一遍，要你
刻在心。“我不但
些人祈求，也 那些因他 的 信我的人
祈求；使他 都合而 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 也在我 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
差了我来。你所
我的荣耀,我已
你在我里面，使他 完完全全的合而
。” {T9 198.1}

他 ，使他 合而 一，象我 合而 一。我在他 里面，
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 他 如同 我一

基督曾把他的百姓从世界上分别出来；但是人却要凭自己的私意，造出划分国界的隔
作，是主基督所 不
的。 {T9 198.2}
弟兄 ，
起来！ 我
地 接在一起！大家抛除一切人
典范耶 的脚踪，向前迈 。 {T9 198.3}

的 法，步步跟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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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在黑人中

第二十二章呼召黑人作工
我
切
法
黑人男女到美国南方各州去 道。本会的黑人学生，也当
自己将真理
到他 本族。凡以敬畏耶和
智慧的开端,并肯听从富有
之人意 的人， 都能把 代真理的光
本族之人， 黑人弟兄造福。每个同工若能存 卑的心与弟兄同心合作，就都能做一条 光的
甬道，把真光照在 多
黑人弟兄姊妹

在迷信和无知之黑暗中的人身上。 {T9 199.1}

不必琢磨自己能不能向白种人

道的事。他

有自己的人要救，何不先去把福音

本族的人呢？有色人种的范 很广，工作很多，尽可供所有已明真理的男女努力去做。在南方
各州就有 多要做的工作。在那里的 多大城里，更
有特别的建 。每个城中都有千万个黑人
弟兄没有听
末世救恩的警告。我 的黑人教友，尤其
真心抱着 道的精神去 那些未明真
理的同胞
我要

力。 {T9 199.2}

每个黑人弟兄和姊妹 ： 察一下 今的景况。你 当

一 自己：“在

种良好机会和

越的条件下，我所 欠上帝的有多少？我如何尽量地使上帝得荣耀， 我本族的人民 福利？如何
把上帝 于
我 的知 尽量使用出来？我 不 当打开圣 ，用真理教 我的同胞 ？我若能
献身 上帝， 他用我作 媒介，我 不可帮助千万个因缺少真理知 而将遭 亡的人 ？我 不
是能

那些被欺

南方各州，正

、灰心

志的弟兄做一种有益的工作 ？” {T9 200.1}

重缺乏工人。你 你同一肤色的人漠然不 呢，

是 恭殷勤地去救援那将亡之

人呢？你若能在上帝面前存 卑的心，你就有工可做。你若信靠他，就可得着安宁和康泰；但你若
随自己的意思而行，就必到 碰到荆棘蒺藜，且要失掉 得的
。 {T9 200.2}
短促,你所要做的事必 快快做成。

立志珍惜光阴。不可 求自己的快 。要振

起来！立

一个新的志愿，从事圣工。主必在你前面开路。你要尽心竭力地站在基督的
上作工；并 存温
柔 卑的心， 靠他的力量。只要你能 清他所交 你的工作，并全心信靠他，你就能恩上加恩，
力上加力地直向前 。你要趁着白日，勤
做工了。 {T9 200.3}
南方各州，极需作各

道的工作。我 必

法筹款来
那里的男女同工。因他
面不致受什么影响。 {T9 200.4}
我

不懈地去

立刻培

的身体已适

培养一些有 的青年男女作

你同族的人 力；因

教 ，并

黑夜将到，就无人能

工人到那里去工作。 我

的教友

都

当地的气候和条件，所以在当地作工，健康方
他

提供良好的条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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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和会堂,并聘用教 。 {T9 201.1}
曾在黑人中工作多年的人，可以在开
在城里的孩子有 多不能到城外去
；
学校。 {T9 201.2}

类学校的事宜上 予指 。 些学校最好 在城外。但
些孩子着想，我 非但要在城外，也
在城里开

到 些学校里来的儿童和青年，不但要 字，也要受到手工
手 的 施，使他 能自养。 {T9 201.3}

方面的教

。

当有

供学生学

我 各 的教会，不 在南方或在北方，都 尽他 的所能，帮助 持黑人儿童教育的工作。已
开 的学校， 有人忠心地主持。新学校的
，尤需供
外的款 。我 的弟兄和姊妹 要全
心全意地尽自己的本份，使 些学校的工作取得

异的成 。 {T9 201.4}

除了 种教育的工作之外，我 的黑人弟兄 有一种很好的工作可做，就是在自己的人民之中，
开 星期日学 班和安息日学 班（ 者按：前者系指在星期日开
班,使守星期日的人有机会来
听，以便乘此机会

末世真理。） 并且

一班心中充

人精神的教

，教

些青年人。 {T9

201.5}

在南方各州，
原因，必
白人

有 道的机会，有 多 明的黑人基督徒受蒙召参加此 工作。但是 了种种
袖（ 者按： 氏之作此言,是 指美国南方各州当 的情形而言；因 当

南方各州， 于人种区分的 念和成 太深，非教会之力所能打破。）我 原属一个肢体， 只能在
耶 基督里成 完全。他必将他的百姓,从人因罪而堕落的地位提拔起来，使他
到全天庭都承
他

上帝同工的地位。 {T9 202.1}

在 多条件困 的地方，也有工作要做，而且
多困 的地方，必造就灵敏的工人。我
作
适当的安排，
黑人 同族人作工。在黑人中，有 多是有才干和能力的，我 当去
些男
女人才，教

他

从事救人的工作。上帝必与他

同工，将他

引向 利。 {T9 202.2}

“与上帝同工的人”
上帝必垂听一切侍奉他之人的呼求。他曾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

戒你。”

篇32:8 我

要

存 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求他使我
清自己的 任。上帝教 他的使者，要他 做他的同工，也
就是要他 做基督在拿撒勒会堂站起来宣布他自己所要做的工作。他打开先知以
，高声
道：“主耶和 的灵在我身上，因 耶和 用膏膏我，叫我 好信息
人， 告被 的得 放，被囚的出 牢。” 以
61:1 {T9 202.3}
在

今世界上，真理已被

行一 之

的

卑的人，差遣我医好

心的

云所遮蔽。去感化那些人，甚至是最卑微的人，引

他
向基督。
的人就是在与神力合作去 救失 的人。我 去向罪人介 一位赦罪的救
主，就是向堕落之人伸出一只基督化的仁 和同情之手。同 ，我 也要凭着信心去握住基督的
手。

，我

就在救主和罪人中 ，成了

接的

。 {T9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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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近了，我 每个人都 步步留神， 卑温柔地与基督耶 同行。我 至宝的救主,就是世上一
切真理之光的 射者，不要我 去信靠那些不能帮助我 的君王或世上的任何一个 人，他要我
完全仰仗他。他 ：“离了我，你 就不能作什么。” 翰福音15:5我
刻仰望耶 ，才能把他
那 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 自己身上。我
在我 的同胞面前彰 基督了。 {T9 203.2}

若仰望上帝的羔羊，就是那除去世人罪孽的，我

就能

第二十三章在种族抗争的地方宣 真理
（ 者按：从1861年到1865年的四年
方得 ，解放了全国的黑奴。南方因

，美国南北双方 了黑奴的
起了一 大 。 果，北
，只得屈服；然而他
于黑人，反而起了一种更歧

、更
的心理，福音的宣 因之也很受影响。甚至礼拜堂内，若有一个黑人，就没有白人肯
去听道了。 氏写 篇 言，是要我 明白那些未信道的南方人的 点和背景，以便策略地 付，
避免福音的宣 受妨碍；因 在人心未受福音的改
精神。） {T9 204.1}
我

黑人中的圣工担心，非常地担心。福音必

之前，我

向

些遭人

法提高他 的地位 ， 十分小心。在 多地方，白人 所
种成 不予理会，却做不到。如果我 完全不考
种成
不能逃避

种

很 希望他

有基督徒

相

虐待的黑人宣 。然而我

的

在

“黑奴”的歧 和成 极深。我 虽想
，我 就无从把真光
白人了。我

，只得 机行事，用灵活的方法去 付。 {T9 204.2}

我 黑人担心已有多年。我看
种歧 黑人的成 一天深似一天；而本会的弟兄，也似乎看不
到我 有必要 黑人 行 急而 真的工作, 真使我痛心。光阴一年年地 去， 且一去不返。而我
眼前

我

些新近从奴役中 解放的黑人却没有做什么来帮助他

在参与

。 {T9 204.3}

工作上有一 困 ，就是 多住在黑人聚居地方的白人，不愿意有人作出特别努

力去提高黑人的地位。所以他 一看 我
黑人开 学校, 教他 自养之道和 生的方法，以及如
何建立安适的家庭，以脱离他
有的茅舍等等，他 就要生出仇恨的心；因 他 感到 他 的
自私之心不利：黑人一受教育，他 就不能再用低价来雇他 了。他
自己的利益受了 失，
权力受到了侵犯。 有些人仍一意孤行，好象奴隶制未曾 除一 。当上帝的灵正从地上收回之
， 种情 愈演愈烈了。有 多地方，我 竟没法象早几年那
黑人工作了。 {T9 204.4}

美国政府和一般基督教会如能在初解放黑奴 ，立即 他 以充分的援助， 在美国人民在帮助
黑人的工作上，当有相当可 的成 了。在他 极需帮助的 候,我 就 多
， 他 安排生
活, 行教育。可惜那 当局只尽了一点点努力，就任凭黑人在种种困 的重担之下独自 扎。当
倒有几个很有能力的教会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可惜范 太小，没有惠及多人。我 基督复 安息日
会也没有尽到本份。有几个 体和个人，固然努力 法提高黑人的生活与知 水平，并且也作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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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大

同情和帮助的工作，参加的人真是太少了啊！ {T9 205.1}

信徒中有一些人 黑人尽了不少力，做了

他 做的工作。但若是我

能 助他 ，他 工作的成 必定大大超 今日。可惜我 的
在困 地方 斗的人合作推 极 需要的工作。 {T9 205.2}
一天天

去，阻力一天天增强，

使我

道的

弟兄都

道人，大都没有尽到本分去与少数

悟到，勇敢倒不如 慎。我 若在黑人的工作

上有什么不明智的
， 不是因 我 没有受 警告。从太平洋 面的澳洲，早有忠告 来
在一切行 上必
慎，不可作政治演 ，也不可提倡黑人白人混和的平等社交。 {T9 205.3}

，

在1895年的 美 尔会 （ 澳洲 多利 省新金山附近的一 地方） ，有几位弟兄 我。我
也曾 起 事， 大家必
慎。我 ：危
期将到；关于 黑人
道事 的 当 能 的，
后来 了就可能有生命的危 。我更明白地 ：将来 黑人工作的方法， 与当年在国内某些地区
行的方法有所不同。 {T9 206.1}
到黑白界

（colour-line）的

，我

越少提起越好。

黑人多向自己的种族 道。 {T9

206.2}

至于黑人与白人同在一 礼拜的事，我 不能把

种作法

有益于双方的常 ，尤其是在南部

地区。最好 黑人另外
礼拜的地方， 他 自己聚会。特别是南方，
如此，才能使我 的工作在白人中不受重大的阻碍。 {T9 206.3}

是不能免的，因

只有

我 当 黑人
整洁适宜的地方做礼拜。要使他 明白
分开的 法，并不是因 他 的皮
肤黑而不要他 与白人一同礼拜，乃是 福音的 展着想。 使他 理解在主没有指示我 更好的
法以前，我 只得
行。 {T9 206.4}
要鼓励黑人中有才干有

的人，主持自己的聚会；在代表大会中，他

在黑人信徒中有 多能 本族出力 幸福的人；他

也

有 言权。 {T9 207.1}

也是受着上帝所 的亮光和智慧的工人。他

的才干并非低劣。 些人
不住地在各方面和以各种方式努力工作。他 能推 本会的 刊，
开 篷聚会，并在大礼堂内开会。有 ──在可能情形之下──白人的牧 也
帮助他 。我
特别 法加增黑人的工作人 。 全面地教育和
黑人弟兄，使他 与自己的同胞
，开 篷
聚会。黑人有才干的不少，都 受 作 种工作。 {T9 207.2}
我

黑人开

学校的事，也 大加注意。我

和学生，也要使他 明白 代真理。 {T9 207.3}
我
黑人
服 。 {T9 207.4}

学校和

生 养院，聘用最

切不可忽 那些本会人

黑人所 的大学里的教

秀的教 来教育和培 黑人青年，

将来

主

黑人 道士， 尽他 一切努力去帮助同胞明白 代的真理。越到后来，种族歧 的成 越深，
白人在 多地方似乎将无法 黑人做什么了。有 候那些不 成我 作法的白人， 甚至与黑人 合
起来反 我 ， 我 所 的道理是要离 基督教的各教会，并且就安息日
引起 争。白人和
黑人的牧 将有捏造假 的，在人
子里引起仇恨的意念，甚至准
人和破坏。 {T9 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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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的 力，正在不 余力地活 起来，要阻止 末世恩典的信息在黑人中
法使 道的牧 和教 很
黑白种族偏 置之不 。 {T9 208.1}

开。撒但正在

我
必 慎行事。凡足以引起无 的 抗，使福音的宣 受到阻碍的事，我 都不可做。若
俗 免，或 使福音的宣
得更大功效起 ，白人信徒和黑人信徒就 分开地方聚会。我

培养基督的 卑的品格。他是天上的君王，是上帝的独生子。但是“上帝
他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 亡，反得永生。” 翰福音3:16 {T9 208.2}
上帝

要拯救

将亡的世界，尚且不惜 牲自己的

不 情愿尽他 一切的努力，去救 那些沉溺于罪
不明白何 真理的人 ？基督道成肉身，以便
人

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子，使他来受惨痛可耻的死。上帝的

道人

深渊的人，把真光照射到那些困在黑暗中，
,救拔堕落的人类。 跟从他的人 不也
救

主的 故，情愿忍受 多冤屈痛苦的事，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生，免致 今 真理开着的门关 起来。 {T9 208.3}

黑人教友中有才干的人 与上帝同工, 本族的人民服 。也

？我 做工
将来什么

， 竭力避免成

候有机会使他

的

能在

篷大会及其他大型聚会中作
，
定能感
多多的人。当南方地区的工作开展起来，那“大
喊叫”的信息 开之后， 种机会就必到来。当圣灵沛降 ，博 的精神就必
偏 ， 拯救人类
的灵魂而生效。上帝将在人 心中作王，人 就会 有 心，如同基督 我
界
也将有大异于今日的改 。基督化的 心能把人的思想提高到一个
界！ {T9 209.1}

一 。 黑白人种的
洁、属天、无私的境

凡与基督有密切关系的人，不会有人种或
的偏 。他能凭着信心把握永恒的
神圣的真理之主。我 的心必 充 那生 仁 并洁 心灵的信心。那善良的撒 利
当效法的榜

。 {T9 209.2}

。必 高
人是我 所

我 不可挑起黑白界
的争 ，免致引起偏 ， 成危 的局面。必 把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的光芒
凡需要真光的人。我
信靠我 的 兄基督, 平心静气地抱着忠 的 度去做工。至于
白人与黑人之
万人民宣 。我

有的关系
，我 不可急于制 将来的具体方 。
的真理必 向南方的千
当竭力 真理开路， 除前 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使福音的信息
民 。白人

和黑人，当在各自分开的
上，共同努力；其它一切， 上帝作主就是了。我 也必
州的白种人宣 真理，然后 一步影响他 的家属，
就能使多人得救。 {T9 209.3}

“

般智慧

向南方各

明”

人在 法解决 黑白界 的
，光阴荏苒，以致坟墓里面又添了 多未 警告而不能得救的
人。 种情形不能再延 下去了。无 是男是女都
做工，照着上帝圣灵的感 而做工。我 在
圣工上，也需要黑人的才干，有多少需要多少。黑人
自己的同胞出力；必要 ，白人也 帮
助他

。因

，他 也

常需要建 和忠告。黑人信徒 有黑人的礼拜堂；白人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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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堂。两方面都
黑人

道。 {T9 210.1}

地 本族的人

道；如遇适当的机会，在适当的地方，白人也

真理既在一个地方 开，听 而肯相信的白人都接受真理，有
候，白人就有机会
布道会。不
要静悄悄地 行，不必招 。 种机会不可
。 {T9 210.2}

向

黑人开个

但我 不可无故引起偏 ，以致堵死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白人的路。白人也需要听到
息， 因 患 的 候已在眼前，是有国以来未曾有 的。 {T9 210.3}

信

十分 慎，不可在言行上惹起黑人 白人的 感。不可加 已有的困 。我 作工无 多么
机警，即使不提起黑白界
，也免不了受人的反 。我 来清 主的道路， 上帝有机会施出
他的手段。我 人不可阻 主的路。他必 划主持一切，
人所能作的。 我
住：首先要
做的大工，就是宣 上帝的道， 出圣 的警告。 {T9 211.1}
上帝召

端。我

人存着 卑的心担任他的工作。而

小心

慎，免得我 在有种族偏

和

道人并没有都因真理成圣。上帝要

人都放弃争

抗的困 地区失去 福音的最后机会。 {T9 211.2}

了 除偏 并感化人心起 ,我 必 做医 布道工作；不但只在一两 地方，也要在 多尚未
开真理的地方做此工作。我 作 医 布道的工人， 用救世的福音来医治患了 病症的生灵，
是破除偏

的最有效的工作。 {T9 211.3}

安息日
我

在

安息日的真理 ，必 十分小心和有智慧。想要打倒

安息日的偶像， 有上帝丰富的

恩惠和能力。要高 上帝的 旗，高而又高。把出埃及 二十章所 的律法指 人看： 十条 命的
前四条，概述了我
我 的 造主所 尽的 任：凡 上帝抱虚
度的人，决不能真 地 待
舍。 心 上帝的人，也必 人如己。
洁 人的心灵，排除 己的心。 {T9 211.4}
“当 念安息日，守 圣日。” 出埃及

傲的心

虚荣，使人把自己当作偶像。惟基督的福音

20:8 安息日是上帝造世界之后在伊甸园

立的。“天地万

物都造 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 完 ，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 福
第七日，定 圣日，因 在 日上帝歇了他一切 造的工，就安息了。” 世 2:1-3 {T9 212.1}

“耶和
摩西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你
要守我的安息日，因
是你我之 世世代
代的 据，使你 知道我耶和 是叫你 成 圣的。所以你 要守安息日，以 圣日。凡干犯 日
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 日作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作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
和

守

圣的；凡在安息日作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 永 的
。 是我和以色列人永 的 据，因 六日之内耶和 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 。”’ 出埃及
31:12-17 {T9 212.2}
写于1908年10月19日 {T9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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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黑白界 的
关于美国南部各州的黑人和我 同他 所 有的关系，我有 要
桎梏之下，所以 在我 很 解决如何 待他 的
。 {T9 213.1}

。 去他

多年

于奴隶制的

上帝的工人若能 圣灵 行在心中，救人的工作就能有很多成就。主是我 的帮助者。只要我
肯信靠他，他必在一切事上引 我 。有一件事是确 无疑的：我 必 信靠上帝──相信他必能安
排一切，使我 的工作成功地 行。凡信靠上帝的人，从来没有落空的。上帝决不会 信靠他的人
失望。 {T9 213.2}
我

避免

黑白界

行争 。如果

衷于

个

,就会造成困 局面。要收拾起来

就得多 宝 的
。我
不能提出一定的方 ：一切 得随机
， 各地的情形而取
通的 法。在南方，种族的偏 是如此之深，我
黑白界
若采用在北方某些地方所取之
同 的方 ，我 就不能 什么末世的真理了。在南方 道的白人， 取适当的方法 行工作，以
便也能向白人
要人

道。 {T9 213.3}

黑白界

，是撒但的

。我

若听信他的 惑，就会引起

什么地位，无人能清楚确定。人尽管提出 多理 ，但我肯定地告
是不行的。 所以我
黑白界
越少提起越好。 {T9 213.4}
我

工，宣
会，不可

到南方
正
易放

城去作工。

工作要有最好的人才，而且不可

明的末世真理。他
。 {T9 214.1}

必能找到机会接触到上

你

多分歧和混乱。黑人

，我

延。白人

社会。

种

从人的理

道士

白人作

上 人士作工的机

黑人 道士， 力求上 ，殷勤地 自己的同胞努力。我感 上帝，因 在黑人信徒中，确有
种人才能清楚地 述末世真理，且能很有效地 同族工作。我 的黑人牧 若善于
学校的教
和其他各部同工，就会有 多具有卓越才能的黑人悔改 向真理了。 {T9 214.2}
黑人，不必力求与白人 同等地位。白人与黑人的关系，是 以 理的事。我怕以后也将永久成
一个最
复 的
。一切足以在白人方面引起种族偏 的事,都 尽可能避免；否
福音的

门有关

的危

，以致我

的白人 道士不能在南方的一些地方工作了。 {T9 214.3}

我知道我 若想迎合某些黑人的意 和主 ，我 的 路就必完全被阻塞。宣
作，不可因 要 正黑人的地位而受阻碍。如果我 定要
做，就要碰到象山那
上帝所要做的工作。但我
都可因此 益。 {T9 214.4}

如能 妥而机智地行

， 照着上帝所指示我

的方

代真理的工
的障碍来阻止

去做，黑人和白人

我 把人的成 完全 若无有地去做工，
的 候 没有到。基督 ：“你 要灵巧象蛇, 良
象 子。” 太福音10:16 你 无 做什么事，如果
件事做了就会使上帝的工作受阻的，那末
即使是完全正当可做的事，你 也不要去做。凡会堵塞别人的心门,使真理不得 入的事,你 一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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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做。我 有一个世界要拯救,我 若把自己与所要救的人割开, 是于我
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 。” 哥林多前 6:12 {T9 215.1}
明的方

才是最好的方

。我 作

上帝的同工者， 采取能

的事 毫无益

他 求最大利益的方法去做

事。每个人都不要走到极端。我 需要从上面来的智慧；因 我 有个困 的
要解决。如果
在操之 急，将来就要 成大 。 此事，我
用 妥的方法，使真正悔改的黑人能情愿 基督
的

故持守真理，而不致因 黑人待遇的不

，而放弃遵循圣

上任何一条确切的教

。 {T9 215.2}

我 必 坐在基督的脚前，做他的学生，他就会把上帝的旨意教 我 ，使我 能知道如何 南
方的白人和黑人作工。我
随从主的圣灵指 而行,越少争 黑白界 的
越好。我 必 尽一
切努力来把 末世福音
中解决的。 {T9 215.3}

南方各等民 。我 接受圣灵的管

我
要各自 求上帝。凡 去,自身信心
肤浅的人，
要真正地悔改，使你 的罪得以涂抹。 {T9 216.1}
及至，我

好真

一个信徒，都 尽力
撒但的目的。他知道他

真地从事圣工 ，我

和指

更加

近主。悔改吧！悔改吧！你

就能比 在更合理地 付工作中的种种

必要做成的 道之工
道路。但千万不可争
若不警醒，主的日子必象夜 的 一
到他

不能服从邪灵，在心中不能 有偏 ，使之

自会在各人的思想

,

乱我

。使基督徒自相争
。
迫，我

的判断力，引我 离开基督。 {T9 216.2}

。每

，是
在决

要做成在黑人中所 做的工作，少不了金 和 忱不懈的努力。每个人， 在都 站在自己的
位上，承 并离弃自己的罪愆，与弟兄同心 力地作工。上帝的工人必 同心合意地祈求圣灵的感
，并相信上帝必成全他的 。 {T9 216.3}

从基督的工作上所得的一个教
有一次基督正在教 和医治病人的 候，周

我分开家

人已

。” 路加福音12:13 {T9 216.4}
眼

的人群中的一个人

：“夫子， 你吩咐我的兄

了基督神奇的行 。他看 基督有如此清楚的理解力，如此高超的判断力，

求他解决的疑 之事有如此公正的 解，心中很感 奇。他又听 基督那种 人的 戒和他
和法利 人 厉的申 。他以 如能得到 种能力来吩咐他的兄 ，他就不敢不把 分的家
他 吃了 的人。于是他求耶 帮助他 ：“ 你吩咐我的兄 和我分开家 。” {T9 216.5}

和

人

文士
分

圣灵当 正在感
人，要他承受那不能朽坏、不能玷 和不能衰 的基 。他已
基督的能
力。 在他有机会可以 那大教 表示他心灵深 的 望。可惜象那《天路 程》比 中的利徒一
,他的眼睛只 望着地上， 却没有看
的工具。 {T9 217.1}
那

上面的荣冠。又象那行邪

的西门一

，他把上帝的恩

救主在地上的使命快要 束了。再 几个月，他就能完成他到地上来建立他的恩惠之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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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人的 心 想叫他放下他的工作，来 及分家 的争端。然而基督决不受世事的
而
离他的使命。他回答那人道：“你 个人， 立我作你 断事的官， 你 分家 呢？” 路加福音
12:14 {T9 217.2}
基督清楚地使那人明白, 不是他的事。他是要努力救人，不可放下他的本份来担任世俗官

。 {T9 217.3}
今日

不也常有人要把 福音的工作所 不可容忍的事，硬放在教会的身上

的

！ {T9 217.4}

基督在世的 候，屡次有人要 他解决法律和政治上的
，但他 不肯
世俗的事。他知道
政界中有暴虐和不公正的事，然而他只用
圣 真理的 来
些事。他
着他的 人 明
上帝 命之 正圣洁的原 ，指出 从圣律的福气。他用从天而来的权力，申明公正和慈悲的重
要。但是他拒

介入个人的

之中。 {T9 218.1}

基督到世界上来，作 一个 大的属灵之国，就是公

之国的元首。他在世上，就是

首。他的教
明了他用以治理 大国的高尚圣洁的原 ，使我
配耶和 之国的 力。 {T9 218.2}

一个

的

知道公正、怜 和慈

大国的元

，乃是支

期

我 今日正 在旧 所 表的大 罪日 期。我 必 各人 自 求上帝，因
是个人的事。
我 要 近上帝，不可 任何事影响我 的行 ，使人
代真理有所 解。我 各人都要
罪，不是 弟兄的罪，而是 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我 一定要虚心，使我 里面充 圣灵，以
致在行 上 明我 是重生的人。 翰福音一章十二
他 权柄，作上帝的儿女。” {T9 218.3}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

基督的福音是要在信徒每日的生活上 行出来的。所以上帝的仆人
、温和、
的 度， 在上帝的工作上是极有价 的。你 要 法
互信任，彼此相 。若做不到 一点，各人 管好自己，将其余的事留

摒除一切冷淡和自私。真
上帝的工人，要使他 相
上帝去管。你 要 常祷

告，抱着信心作工。你 要
年青的基督徒，培养他 作上帝的工人──不是心硬如
是能与人融洽相 的工人。 {T9 218.4}

的工人，乃

我求上帝改 那些 愎之人的心,他 若不 受更多恩惠,就容易陷入 惑。我求上帝 服并 化
每个人的心。我
与上帝 近，以便彼此相 ，象基督 我 一 。惟有如此，世人才能知道我
是基督的门徒。我 切不可抬高自己。如果上帝的工人能在上帝面前 卑痛悔，福气就会来到。
他

必

作

得着新的思想和方法,而福音医

布道工作就必有神奇的复兴。 {T9 219.1}

基督徒，我 面前的重大工作就是要遵行那神圣的使命，尽快地 大基督之国的疆域。天国

的福音，必再接再励地
到永永
。” {T9 219.2}

开去。“天下 国的大权必

至高者的圣民手里,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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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上帝的仆人必

投入

一

争

所面

穿上基督的全副 装。我 不

，在他的

之下，仗着天上的

的争
是与人类的魔鬼争斗。上帝呼召每个基督徒都要

助和恩典来

取 利。 {T9 219.3}

我
仗着那全能者的力量前 ， 决不可 撒但的攻 所屈。我 既 基督的 士， 什么不
政者、掌权者和 黑暗世界的君王呢？上帝叫我 快步向前，将他所 我 的恩 用出来。撒

但必在我
基督的原

前面布置 惑的 网，企
上。 {T9 219.4}

用奸

我

。然而靠上帝的能力，我 必如磐石

立在

一

争 是没有一刻休息的。撒但的使者决不停止他 的破坏工作。所以凡 基督服 的人，
得
警戒放哨。我 的目 是要拯救将亡的人脱离
。 是一个无限重大的工作。人若不与
那圣者通力合作，是没有希望成功的。 {T9 220.1}
从太初 起，基督就作了人的救 者。帖撒 尼迦后 3:13 ：“你 行善不可 志。”哥林多前
15:58 :“你
要 固，不可
，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是从人犯罪以来，就 凡与救主

合，作他大工的人 的。 {T9 220.2}

基督徒在 行医 布道等福音工作 ， 要 出恒久不懈的耐心。他既在真
，就可以得到一种属灵的知 来培养和造就自己的品格。 {T9 220.3}

的信仰方面有了

真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孜孜不倦地服 的生活。“我 是与上帝同工的。” 上帝服 的人，每
天都有一份与他的能力相适 的工作等着他去完成。他既在大能者的指引之下，他的能力也就

地增强起来，足以完成他的本 工作。完成了一份工作，也就使我 充分地
好去担任另外一份
工作。凡 于自己的工作真有 地的人， 必使自己与上帝的其他同工 合起来，置身于上帝真道的
直接光照之下；他也必穿上全副 装，天天 主作 。他必 刻警醒、祈祷，抱着 忍的心志作
工，决不苟且从事，却尽力去救将亡的人，不至于到一生工作完

的 候，

没有

好自己。 {T9

220.4}

若是基督徒都能 力同心，存着一个目 ：要在一位大能者的指
全世界了。 {T9 221.1}

下前

。那末，他

就能推

我
上帝圣道的工人所 持的原 ,使徒保 已 明了。他 ：“我 是与上帝同工的。” 哥林多
前 3:9 “无 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象是 主作的，不是 人作的。” 歌 西 3:23 彼得也 勉
信徒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 彼此服侍,作上帝百般恩 的好管家。若有 道的，要按着上帝的圣言
：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上帝所 的力量服侍，叫上帝在凡事上因耶 基督得荣耀。” 彼得前
4:10, 11 {T9 221.2}
自然界有

多大定律，属灵的事，同

受定律支配。我 要在某件事上收到成果，就必

方法去做。上帝已照各人的才干分派了相 的工作。人要
教育和 践，才会有
以在人才的安排方面，尤需有 明的打算，使各人都可以在适当的位置上工作，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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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高自己去担

任。 {T9 221.3}

上帝要我 彼此帮助， 出同情和无私的 心。有人因
脾气和性情特别，可能 以相 ,但是
我 自己全无
？我 不可使 些人灰心。他 的
不得作
人的 柄。基督哀怜并帮助
那些判断上有
的人。 每一个人，他受了死的苦痛。故此，他 每个人 有真 深切的关 。
{T9 222.1}

一个人心里可能想要侍奉上帝；但从里面，从外面，都有 探攻 他。撒但和他的使者又一刻不
停地引 他犯罪。假如他陷入引 之中成了他 的 牲品，他的弟兄会如何待他呢？他 会 苛刻
厉的
使他离开救主更
？真是
的 ，基督和他的天使看
种景象会 得多么悲
啊！ {T9 222.2}
知我

一面在 斗，一面失 ，有

在言

和行

上都不表

基督；但我

跌倒了又爬起来,似

乎 望了却仍有希望。我 要当心，不可苛刻相待。因我 都是一 的，都容易受
督不朽之 的拯救 象。 {T9 222.3}
上帝

是把我

看 能

任的人。只要人

上帝一个工作的机会，并

他的灵在他已放在人 里的意念作工。上帝的意思是要每个人
一个人做别人的影子，以别人的思想 思想。 {T9 222.4}

惑，又都是基

他待人的方式，他必

用自己的思想和良心。他不愿意

第二十五章 黑人 道人着想
圣 的宗教并没有
或种族的 念；也不分地位、
和世俗尊荣的高低。在上帝眼中，人就
是人。在他看来，品格决定人的价 。所以基督的精神，无 由什么人表 出来，我 都
佩。
我 无 在什么地方与一个
的黑人握手
，都不必引以 耻。凡
人，就必从上帝那里得着教 ，照上帝的尺度衡量人。 {T9 223.1}

于基督所

的气氛之中的

我
以体恤的心 待黑人 道人。我 常常没能
做。我
鼓励 些人在真理方面求得完
整透 的知 ，使他 可以学会怎 在
真理的工作上收到良好的效果。并且他 若忠心作工，
就 得工价。 知他 也要吃 的。 {T9 223.2}
主要他在北方（美国北部）的百姓， 黑人弟兄和姊妹保持仁 的 度。我 不可 易地找他
的
。我 不能希望他 在各方面与那些享有更好条件的人相等，更 想到他 所 的 多不利

的 境,是与白人的 境完全不同的。北方的民 ， 比南方的黑人确曾 在更明确更 洁的道德气
氛之中。所以我 不能希望他 在各方面与我 有一
定、清楚的道德 念。如果基督今日在
世，他必用一种使我
奇的方法教 黑人。他要我
住：即使是 各方面都极 越的人， 若是
分注意他的
黑人中

失，或用缺乏同情心的 度去 戒，也 免不

如有什么不愉快的事 生，就

害他 。 {T9 223.3}

住：上帝要你 采取机智的行

，象一个忠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8&start_paragraph=1003640749&finish_paragraph=1003642264&references=1

的牧人
Page 94 of 121

Ellen G. White Writings

一般。

知仁

12/16/13, 11:08 AM

比

更有效。要使黑人弟兄和姊妹明白：他

到更高的 准，并愿意帮助他 。如果黑人在某些事上失 ，你
的工作。 {T9 224.1}

白人弟兄的宗旨，无非是要他

不可就此定他 的罪，而停止他

你
黑人， 持公正无私的 度。基督要他的仆人向受苦的人
情， 行 路的人加以容忍和体 。 {T9 224.2}
所
款

不可剥

多少

我
一

人捐献的权利。他 也可与富人一

，在

出仁

，

工作上有份。基督

不幸的人表示同
寡 的两个小

上

的教 ，使我 知道 人 意所捐的最小数目，只要本着 心献上，同富人所捐最大宗的
蒙主悦 。在天国的 目上， 人因 基督而献的礼物,不以数目的多少，乃以所存 心的

准。 {T9 224.3}

第二十六章一个 道区域的需要
多年以来，上帝常使他的百姓注意美国南方黑人中的工作需要。看到南方人民道德上的黑暗，尤

足感 人的慷慨捐助之心。 去，已有人尽力支持了我
有多人悔改 正。 {T9 225.1}

一部分的工作；因他 的

善好施，已

我 帮助黑人的工作虽 有 多尚需完成，但我 有了个很好的开端，
喜。最近的一期福
音宣 【 The Gospel Heraed （1907）】里，有篇 告 :“十五年之前,南方的黑人相信本会道理
者， 不 二十位； 在已有七百多人。十二年前黑人的基督复 安息日会教会只有一 ; 在已有
了五十 ,不包括非洲和西印度群 的教会。……去年，美国黑人献上的十分之一
十五年前 不 五十美元。” {T9 225.2}

美金五千元；而

的弟兄姊妹啊，我
感 上帝，鼓起勇气吧！上帝伸出他的膀臂，要在国内的布道区域
成就一番宏大的工作。他 在正 他的百姓不 常的机会，将福音在南方很快 开。在每年募集
供支援黑人工作的捐款 , 我 尤其 有慷慨的精神。上帝信任我 ，叫我 作他丰盛恩 的管家；
在又 我 指着困苦、
果我 善待他 ，他就必

乏、受 迫，以及灵性被迷信和
是做在他自己身上的好事。他

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太福音25:40 {T9 225.3}

捆住的人，切 地告 我
：如
： “ 些事你 既作在我 弟兄中一

假如我
在就能响 上帝的召 去帮助南方的黑人，就必有成千上万的黑人灵性得以提高，成
上帝的工具去帮助他 的同族。 在 地 有 多人感受着极度 乏无助，如有忠 的教 去向

他 打开圣 ，照着里面的 将 正的真理 授 他 ，必有明亮的光
上。有文化的人， 圣 中的真理必作深入明理的研究， 果必有多人

，照在 求真理的人身
上帝。从那大教 学得

真理，并欣然接受那足以提高人的灵性并使人成圣的真理。上帝道 的形象就必恢复在人的灵性
上，有 多人就必永 得救。 {T9 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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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弟兄和姊妹啊，基督 在正在 你
：“你 目向南方 看吧！因 那里需要工人──
撒种和收割的工人。那里也需要你 的
来 持 些工人。”基督的恩惠是无限量的，是上帝白白
人的。我
什么不使 些被忽 的人民，得到些希望，鼓励和信心呢？凡是肯接受基督的
人，他的心里必有阳光照耀。 {T9 226.2}
写于1907年9月 {T9 226.3}

第七

宗教自由的工作

第二十七章我 所面 的

期

大
的 期正在面前。我
在必
用所有的才能来推 上帝的工作。上帝 我 能力，是
要我 从事建造而不是拆 。无知受 的人，不可永 受 。主 他的使者 ：到他 那里去，把
我所

的

宣

向他

宣布，不管他 听与不听。 {T9 227.1}

真理之人受逼迫的 候已在眼前。照 今的大

来看，前途不容

；然而我

不可放弃拯

救将亡之人的努力，因 天上的君王 要救 他 ，曾付出自己宝 的生命。如果一种方法行不
通，就 另一种。我 的方法不可呆板僵化。我 活一天，就当 上帝做一天工。 代以来，凡受
上帝差派的人，都 真理受 辱 和逼迫。然而上帝的百姓，无 被逼到什么地步， 即使如从前主
的门徒一 被流放到荒
地，基督也知道他 的所在，自会 固他 ，祝福他 ，使他 内心
充

平安和喜

。 {T9 227.2}

困苦
不久将要充 全地。 在每个人都要 求
上帝。我 不可再 延了。我
以
烈的 度来宣 主的警告:“你 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
的也可以来。你 都来 了
吃，不用
，不用价 ，也来 酒和奶。” 以
55:1 “耶和 如此 ：‘你 当守公平、行公
，因我的救恩 近，我的公 将要
。 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手而不作 ；如此行，如
此持守的人便

有福。” 以

56:1, 2 {T9 228.1}

上帝 他教会的 是无限量的。他 他儿女的眷 是不止息的。他是决不会故意 教会遭受患
的，除非 患 是 了教会的成圣，以及 取得眼前和永久的益 所不可少的。他从前在世的 候
如何洁 圣殿， 在也要如此洁 他的教会。他使教会遭受
，无非是要使他的百姓
得格外
强，格外虔 ，以便将十字架的 利推向世界各地。他有一工作要我 大家去做。 种工作必
刻

展，

刻推广，从一城一 普及到各国各邦，不断地向前向上、

定、加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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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 中 ，充充

地有恩典，有真理。”然而耶 要来救的那些人却

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弥
，
法把他治死。 {T9 228.3}

翰福音1:14, 11 他 服从了撒但的指

弃

，就拒

撒但与他的 使者一心要把耶 的死弄得极度地耻辱。他 在犹太 袖和官 心里填 了仇恨救
主的情 。文士和祭司受了魔鬼的 布，唆使民 一起攻 上帝的儿子。除了彼拉多 耶 无罪之
外，竟没有一个人 他 一句公道的 。就是彼拉多虽明知耶 无罪,但也受了撒但的 布， 耶
受人侮辱。 {T9 229.1}

在不久的将来，也要 生同 的事。人必用强硬无理的手段来施行与上帝律法正相抵触的律法。
他 很 心地 行自己的律法，而不 “耶和 如此 ”的每句 。他 高 一个 造的休息日， 法
用强权迫使人蔑 上帝的律法──他的品性的表 。那 上帝的仆人，虽没有行什么 事，也要在撒
但的鼓 下而持偏 和嫉恨之人的手里受羞辱和迫害。 {T9 229.2}
多宗教 体虽自称 与天 盟，并有羔羊的性情，却要在行 上 出 的心，表明他 是受撒
但唆使和管束的。 候将到，上帝的百姓必要因守第七日 圣日受逼迫。撒但更改安息日，想要借
此 行他 乱上帝 划的目的。他要使上帝的 命在世上的威力小于人的律法。 那想改
期和律
法，并常迫害圣民的“沉 之子”,要制 种种律法,强迫人遵守每周的第一日。然而上帝的百姓 要
主站立得 。主也必 他 出力， 明他是 神之神。 {T9 229.3}
主曾 ：“你
要守我的安息日，因
是你我之 世世代代的 据。”出埃及 31:13 我 决不
可 逃避逼迫而干犯上帝的 命。但是耶 的 ，我 也当听的，他 ：“有人在 城里逼迫你 ，
就逃到那城里去。” 太福音10:23 只要我 有法可想，就不可投身在那些受反基督精神支配的人手
里。我 要尽可能使那些愿意 真理受苦的人免遇逼迫。 {T9 230.1}
基督是我

帝第四条
犯上帝的

的榜 。那反叛者在天上所

的叛逆，仍

影响不 从上帝的人。他

遵守上

命之人的嫉恨，必愈演愈烈。但上帝的百姓不可偃旗息鼓，决不可 了眼前的安逸，干
命，而与多数人一同作 。 {T9 230.2}

上帝鼓励真心 求他的人。他把他的圣灵
他 ， 就表明他的
与恩 。然而凡 救自己
性命而离弃他的人，必被他离弃。他 既放弃了真理来救自己的性命,就必 失永生。 {T9 230.3}
困苦

的黑夜必将 去。 撒但正使出全副气力

狂地活

，因 他知道自己的

候不多了。上

帝的刑 已降在世上，叫
真理的人去藏在那磐石里来瞻仰他的荣耀。真理 在决不可掩蔽，必
清楚明白地加以 述，直截了当地 行宣 。我
将小册和
象秋天的落叶四散各 。 {T9
230.4}

余民的教会必遭受大

和大痛苦。凡守上帝

命和耶 真道的人，将

到

和 的使者忿怒的

滋味。撒但将世上的人都称作他的臣民。他已控制着一切叛道的教会；而 里 有一小群人，在抵
制他的威权。只要能把 一群人从地上
，他就必全 。他在古 如何唆使 多拜偶像的国家来
以色列国，在不久的将来，他也必照 鼓 地上的
力来
上帝的百姓。一切的人都必被
逼去服从人定的法令，而 反上帝的律法。凡忠于上帝尽到本份的人，必遭恐吓、辱 和迫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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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被“父母、弟兄、 族、朋友”出

。 路加福音21:16 {T9 231.1}

“知道公 ，将我的
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 ，也不要因人的
惶。因
蛀虫必咬他 ，好象咬衣服；虫子必咬他 ，如同咬羊 。”“惟有我的救恩永
存，我的公 也

不

掉。” 以

51:7, 8, 6 {T9 231.2}

第二十八章星期日工作的
的弟兄：

在我要回答你的

，就是

，星期日的法令如果通 ，我

采取什么方

。

{T9 232.1}

早些 候我 也曾 到有出 此危机的可能。当 上帝 我的指示是：如果上
力强制人守星
期日，基督复 安息日的人就
机行事，不在星期日作平常的
，而去从事 道工作。 {T9 232.2}
宗教狂 之徒既要强制推行星期日的法令，你 的 抗只会加甚他 的逼迫。不要 他 藉口，
你 是犯法的人。若是 他 光是抓一般既不敬畏上帝又不怕人的人， 不久，他 就会 得抓
人并不是有趣的事，就会
强迫人守星期日既不方便，又不合理。你 只要手拿圣 去做你 的
道工作， 人就必
他采取强硬的手段，反坏了自己的事。一个人用 明的方法，采取和平的
手段，不做那要触犯人的工作，同 却做最 要的工作，那么，他决不会受 的印 。 {T9 232.3}

当我 把星期日的
用来 道 ，那些一心想侮辱本会教友的狂 之徒手中的鞭子就会放下。
他 既看 我 用星期日的
去拜 人，与他
道， 他 必
到制定星期日的法令来阻
止我 的工作是无效的了。 {T9 232.4}
我 可以用星期日的
行多 工作, 主成就很多事。 一天，我 可以 行露天布道和家庭
聚会，或者挨家拜 人。擅 写作的人，可利用星期日的
来写稿子。尽可能在星期日 行礼拜
聚会。 些聚会要安排得非常精彩吸引人。唱的 歌，要振 人心， 的道要具有救主仁 的能力
和
。凡属
的宗教
和 制的 目都能 。如此，你 在工作方法上可得 多益 ，并感
多人。 {T9 233.1}
我 学校的教 也当利用星期日做 道工作。我蒙指示，他
做就能打消仇 的
。做教
的要 学生 不明真理的人主 聚会。他
做，就比用其他方法收效更大。 {T9 233.2}
关于我 的工作，上帝已 我 清楚的指示。我
宣 主的安息日真道，藉以修 人在上帝律
法上所打开的破口。我 尤当尽我 一切的努力使一班愚昧无知的人得蒙光照；但我 切不可 求
金 的援助与世上的人 党 私。 {T9 233.3}
圣
以色列人 ：“
，我就使他 出埃及地， 他 到 野。将我的律例
典章指示他 。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又将我的安息日
他 ，好在我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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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 知道我耶和 是叫他 成 圣的。 以色列家却在 野悖逆我，不 从我的律例, 弃我的典章
（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 ：‘要在 野将我的忿怒 在他 身
上，
他 。我却 我名的 故没有
行，免得我的名在我 他 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
。并且我在 野向他 起誓，必不 他
入我所
他 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
耀的，因 他
弃我的典章，不 从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他 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虽
然如此，我眼仍

惜他

，不

他

，不在 野将他

尽。’ {T9 233.4}

我在 野 他 的儿女 ：‘不要遵行你 父 的律例，不要 守他 的
，也不要因他 的偶
像玷 自己。我是耶和 你 的上帝，你 要 从我的律例， 守遵行我的典章，且以我的安息日
圣。 日在我与你 中
据，使你 知道我是耶和 你 的上帝。”’以西
20:10-20 {T9
234.1}

安息日是上帝用来
人的日子，不 是君王、祭司或官 ，他 都有权置身于上帝和人的中
。凡想干涉他人之信仰的人，就是抬 自己高 上帝。那些受假道影响而遵守 安息日的人，必
安息日最确切的 据弃而不 ， 法强迫人 从他 自己定的法令，就是与上帝的律法相 背的
律法。 些 持 抗的人，上帝必降下怒气。他 若不改 ，是决不能逃避刑 的。 {T9 234.2}
命令人遵守每周第一日的法令，是背道的教会的 物。星期日（即太阳日）不 是
教的
物，被基督教界抬 超 了上帝的圣安息日。在任何情形之下，上帝的百姓是决不可遵守它的。但
我也希望他 明白：在上帝要他 避免 抗 他 却主
起反抗， 不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因
么一来，他 就会造成深刻的偏 ，使福音无法 开。所以你 不要在星期日有什么抗 法令的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
行而受了羞辱，别的地方也会
作。我 可以利用星期日来开展工
作，作

人

向基督的日子。我

尽力，存着极温柔

的

度行事。 {T9 235.1}

基督 先警告门徒关于他 在 道 所要遭遇的事。他知道他 所要受的苦和所要碰到的
与
。他并不将 些事 着他 ，以免他 思想没准 ，一受
，信心就会
。他 ：“ 在事
情 没有成就，我 先告 你 ，叫你 到事情成就的 候，就可以信。”
翰福音14:29 在
探来到 ,他 的信心非但不会 弱，反可更加 固。他 能彼此 ：“主早已告 我
事是必要来
的,也早已把 付的方法告

了我 。” {T9 235.2}

基督 门徒 ：“我差你 去，如同羊 入狼群，所以你 要灵巧象蛇, 良象 子。”“你 要 我
的名被 人恨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太福音10:16,22 恨 基督是没有理由的。 他
恨凡有基督
而 基督服 的人，又有什么希奇呢？他 被 人看作世上的渣滓。 {T9 235.3}
“有人在 城里逼迫你 ，就逃到那城里去。”上帝的旨意是不要你 无 地

你

，以色列的城邑你

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太福音10:23 {T9 236.1}

牲生命。“我

在告

我 必 把真理──正直确切的真理──
人。然而 真理是要以基督的精神来 的。我 要象
羊在狼群中。凡不肯 基督而听从他的 戒，不肯忍耐，不能自制的人，就必失去 主作工的良
机。主并没有叫他的百姓声嘶力竭地去
那些触犯他律法的人。在无 什么情形之下，我 决不
可粗暴地
别的教会。不要忘 上帝将神圣的真理托付我 ，我 也曾忽略并犯
重地不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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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 。我 的工作， 久限于几 中心地
理而仍拒 真理的人，是不易再使他 受感

，直至那里信徒因多听福音而听皮了。凡听了很多道
的…… {T9 236.2}

在 都成了我 的障碍。若是我 当初趁着人心 未硬的 候就努力去感化他 ，使他 悔
改，他 就能真正 示末世真理在人身上能有多大的作 ，我 的工作就能比 今 步快得多了！
只有少数地方享有良好的条件，而其余地方都被忽略， 是不 的。 {T9 236.3}
在我
星期日

澳洲
的

邦（Cooranbong）附近的阿奉 尔（Avond-ale）学校，有一次我 遇到要解决
。 当 的情形，似乎是四面的 境逼得我 不能再在星期日
了。我 的学校

在森林中心，离 村和 站很 。我 的周 没有什么居民。所以我 无 什么行 都不致使别人
受影响。虽然如此，仍有人
我 。政府的官 奉命来
我
地方。那一次如果他 真要逼
迫我 ，就有 多地方可与我
；然而他 似乎没注意那些
的人。因我 在附近一 工作
者的成 ，他 就十分信任并尊重本会的人, 甚至因此 得无 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信任我 的。
{T9 236.4}

有 多人承
，自从我 到了那里后，那一 的地方 底改 了。一位不守安息日的
:“你 迁到此地后， 了学校， 行了 多聚会, 一 地方有了巨大的改 。 要是我把
形告 你，恐怕你
以相信哩！” {T9 237.1}
及至弟兄

受到逼迫的恐吓，在疑 中不知所措

，我就 他

:“用星期日的

人 我
的情

上帝

道。你 做教 的， 要与学生同去作工， 他 到 林中去（在林中居民很少,每隔一两哩路有几家
人家），到人 家中拜 他 ， 使他 知道你 关心他 的灵性得救
。”他 照此去做了， 果
非但自己大得益 ，也帮助了别人。 他 勤 圣 ，研究用什么方法
福音才使人易于 受。
候，上帝就 福 他 。1903年8月20日 {T9 237.2}
一次管理阿奉

尔学校的几个人 我: “我

怎么

呢？ 法官已通令捉拿在星期日

的人

了。”我答道：“ 困 是很容易解决的。只要把星期日献 主作 道的日子。 学生到各 开布道会
或做医 布道的工作。 一天人 都在家，正是
真道的 好机会。用 方法度 星期日,是主所
喜悦的。 {T9 238.1}
多人反

我

的工作，反 圣 中有关安息日的真理，我

要尽力消除

些人 中的偏

。 {T9

238.2}

教育我
有

的教友，在与上帝的律法不相抵触的情况下，尽力遵守国家的一切法令。 {T9 238.3}

逼迫者的心也会被圣灵的影响所感化，如同悔改前的使徒保

一 。 {T9 238.4}

第二十九章警戒的
基督

他的门徒道：“我差你 去，如同羊 入狼群，所以你

要灵巧象蛇， 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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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10:16 愈近末期 ，撒但 宣 真理之人的攻 就必愈加猛烈，愈加 决。象基督在世的日
子，大祭司和官
怎 煽
人反 耶 ， 今的宗教 袖也必照 唆使民
末世的真理心存
念和偏 。撒但必使民 作出种种强暴和反抗的
。 种
若不是受了一班仇恨真理的假基
督徒影响，他 自己是想不出来的。 {T9 239.1}
在 种 境中，宣 真理的人 取什么 度呢？他 既有上帝永久不 的道，就 表示出来，
使人知道他 确有耶 的真理。他 的言 不可粗 尖刻。在
真理 ，他
出基督的温柔
和慈 。 真理本身去刺入人心；因 上帝的 象两刃的利 ，足以穿透人心。凡自知有真理的
人，就不 用尖
厉的 使撒但有机会叫人
解他 的 度。 {T9 239.2}
我

做上帝的百姓，

持有世界救

主的

定

度。基督

摩西的身体与撒但争

, 尚且不

敢用
的 来罪 撒但。撒但用种种方法刺激耶 ，却不能挑 他以 言相 ， 于失望了。撒
但等着要歪曲耶 的一 一 ；但救主一点机会也没有 他， 一点似乎可作口 的机会也没有。
他一步不离开真理的大道，去跨入撒但的旁门左道或曲径岔路。 {T9 239.3}
在先知撒迦利 的 言中，我
到撒但和他的使者站起来抗拒大祭司
决定帮助
的基督 ，“耶和 向撒但 : ‘撒但哪，耶和
你,就是

的祈求，并且抗拒
耶路撒冷的耶和

你; 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 撒迦利 3:2 基督 付 人的 度， 作我
世待人的榜
，教我 切不可
任何人；更不可用 厉苛刻的 ，来 待那些也 象我 自己一 急切 求
正路的人。 {T9 240.1}
凡在真理方面已受 理 和 例教育的人，
大大地体 那些 于圣 尚无相当
的人。他
所听 的不 是牧
和教友 的一点 解，有 竟把
和人造的虚言当作圣 的真理。如果

把真理 示 他 ，他 就要 奇；因
他 是新的 示。所以开始如果一下子把真理最突出
的一面
他 ，他 可能接受不了。 于他 ， 一切都是新奇的，与他 的牧
所 的完全
不同；他 也多半容易相信他 的牧 所 的 ──就是 ，基督复 安息日会的人是不信圣 、不
信基督的教派。我
根据耶 的精神
真理,命上加命，律上加律， 里一点，那里一点。 {T9
240.2}

凡在我 的刊物上撰著 文的人,不可用尖刻刺人的 气，因
的 一定会 害人，足以隔断
我 的 路， 妨碍我 作所当做的事，使我 不能把福音推广普及各等的人，包括天主教徒。我
的 任，是以 来 述真理，并不是要将我 自己心中不圣洁的成分 入真理， 出那种与我
人的精神相仿的 。要知道，我 所 一切尖 刺激的 ，到那些能害我 的人得 的 候，就必
加倍反回到我 身上。我屡次受上帝警告，叫我 不可宣 或出版一句 ，特别是攻 个人方面的
言 来挑
人的怒气，惹他
火来攻 我 ，除非是在宣 真理 不得不 的 。我 的工作
快要 止，那从来未曾有 的，我
以 想的患
期即将 到我 。 {T9 240.3}

主是大 道士，他要他的工人都能很好地代表他。 莽的作法 是有 无益的。基督徒生活上不
可少的礼貌，必 在基督的学校里天天学 。 章的流 是播及世界的，其上所 表的文字，是一
出不可收回的,凡在

或写作 粗心大意的人，就此正

明了自己不配受神圣的委托，去做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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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基督门徒的工作。凡好 尖酸刻簿之

的人，正在养成愈久愈强的

，必 及早悔

。 {T9

241.1}

我
仔
自己的作 和 度，看看自己是怎 作上帝交 我 有关他人灵性存亡的工作
的。有至大至重的 任担在我 身上。撒但正准 着，
地鼓 他的全班爪牙与世上的 人
力合作, 使真理的信徒遭受迅猛而 烈的痛苦。从我 的弟兄口中 出来的每一句不 明的 ，都
会被那黑暗之君珍藏起来

法利用。 {T9 241.2}

犹大 九 上 ，天使 米迦勒与魔鬼争 的 候，尚且不敢用
你吧！”我要 ，人怎敢以有限的智能随意冒失地
，以致激 地
呢？ {T9 242.1}
我

要完全避免困苦和患

，是不可能的。耶

在

的 罪 他，只 ：“主
的 力起来与上帝的圣徒

太福音十八章七

：“

世界有

将人 倒; 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 倒人的有 了！”因 有人要攻 我 ，所以我
心，不可用无知的 或刻薄的 度来促使那些不 真理之人暴露本性。 {T9 242.2}

了！因
必

宝 的真理， 用真理本身的能力去
。我 必 揭穿 在那些 行于世蒙混欺人的
但用尽方法，以狡 阴 的理 使人陷入 网，离弃真理，相信异端，好用强烈的 惑来欺
。然而当 些不幸受 的人从真理的路上走向岐途 ，我 不可 他
半句
的 。

当

。撒
他
当

法使 些可怜受 的人看出自己的危 ，明白他 的行 使耶 基督何等地 痛。然而 一切都要
我 存着温柔怜恤的心去做。只要用适当的方法作工，或
能拯救一部分陷入撒但 网的人。然
而不可
他 ，或定他 的罪。嘲笑和 刺， 身
之中的人，不足以开他 瞎着的眼睛，
更不足以引他
向真理。 {T9 242.3}
人不仰望基督

付撒但。
和公道的

榜 ，不学着他的方法施行教

，他

种武器既属撒但，他自己当然很会把它掉
。 {T9 243.1}

便会

来反

自 ，而用撒但自己的武器去

使用之人的。耶 只

正的真理

上帝的教会最需要虚己 心地在他面前行走，他的教会是他在 世界中
的百姓。我 都 痛
恨自己
的
；恨自己没有
到自己的特权和机会。我 没什么 得夸耀的。我 以粗暴的
度和 害人的 ，偏离基督的 准，使主耶 基督担 。我 需要在主里面成 完全。 {T9 243.2}
主固然吩咐我
：“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 起声来，好象吹角，向我百姓 明他 的
犯，向雅各家 明他 的罪 。” 以
58:1 个信息我 是必
的。然而我 仍得小心，不
可用言 冒犯、催逼、
那些不象我 一 享有主光照的人。我 不
门想方 法去攻 天主
教徒。天主教徒中有 多人是最
的基督徒，他 凭着所明白的道理去行，上帝也必 他 作
工。只是有些人已享有特殊的机会和权利，而未能增 自己的体力、智力和道德。他 活着, 求自
己享受，却不肯尽自己的 任。他 在上帝面前比一般在信仰上虽有
，但愿
他人利益而生
活的人， 于更危 、更有罪的地位。所以我 不可
别人；不可定他 的罪。 {T9 243.3}
如果我
自私的意念、虚假的理 和似是而非的
，把自己弄到心志 坏的地步，以致我
不能 清上帝的旨意和道路， 我 的罪就要比一般公开作 的罪人重得多了。所以我
得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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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以免去定那些在上帝眼中罪孽比我

的人的罪。 {T9 243.4}

我 每个人都
住，我 无 如何不可去招惹逼迫。我 不可 尖 刺人的 。不 是在我
所写的文章上或所演 的 句上，都要把 些
除。刺激人和
人的工作，要 主的道去做。
我 智能有限的人要 藏起来， 在基督耶 里面。要 基督的灵
出来。大家都
慎自己
的言 ，免致因言 的冲撞，惹起一般不信真理的人向我 大肆攻 ，并且 撒但有机会利用我
莽的言 来阻碍我 的道路。 {T9 244.1}
不久将有
的 期，是从有国以来所没有的。我 的工作，是要 法 除一切含有
衅，以及人身攻 或 其它教会不利的 ：因
不是基督的方法和手段。 {T9 244.2}

复性的挑

已 明白上帝真理的百姓，却没有照着上帝教 所指示的去尽他 的 任。 一事 ，使我 不
得不格外小心，以免我 在 没有使不信之人听到有关安息日和星期日的道理之前，先得罪了他
。 {T9 244.3}

第八

及

的

告

第三十章怎 做忠心尽 的管家
（1907年1月在加州圣

瑟 行的州代表大会上的

基督已用自己的血救 了我 。他已付了我
的恩 。 {T9 245.2}

的身价，只要我

言稿） {T9 245.1}
保持 个

宝，那就是上帝

我

“你欠我主人多少？” 路加福音16:5
数目是 不清的。我 一切所有都是由上帝而来。他按
手在我 的
上 ：“我是天地宇宙的主； 一切都是我的。你 当将十分之一和各种捐 奉献
我。你 如能把 些指定的 物交来，藉以表示你 的忠 和 我王权的服从，我必 福与你 ，
增加你

的

，使你

富足有余。” {T9 245.3}

上帝是在
每一个自称相信他的人。我 大家都有上帝所托付的才干。主已把 本交 人，叫
他 去
。他使人做他的管家，把金 、房屋和地 交在他 手里。所有 一切都
上帝的
，用以开展他的工作，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我 用主的 本
，就 向他求智慧，免得我
用他的 物来求自己的尊荣， 足自私的欲望。主所托付我 的有多有少， 但受得少的人不可
因所得甚少,就不能用来作什么了。 {T9 245.4}

每个基督徒都受了上帝的委托，做他的管家。要牢

哥林多前

四章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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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他有忠心。”我

必

慎，不可 毫攫取上帝之物，因

个

有重大的关系。 {T9 246.1}

人也 不尊重上帝的主权，但天地 的一切都属于他。主很慷慨地向人施恩 福，而人可能就把
主的恩惠 用于 足自己的私欲，不 他 将来 是要把管家的 目交代清楚的。 {T9 246.2}
做管家的人，要 主人的利益 自己的利益。他既担当了管家的 任，就必
在主人的地位，
照主人的意思 主人 事。主人的利害便是他的利害。管家的 位是尊 的 位，因 他的主人相
信他。无 在哪一方面, 他若有了自私的行 ，把主人投 所得的
主人 他的信任。 {T9 246.3}

福音的

利 作自己的利益，他便辜

了

持

主已使福音的宣 ，有 于他所有子民的勤 工作和 意的捐款。凡 向堕落的世人宣 恩慈信
息的人 有另一种工作，就是使群 明白他 在
上有支持圣工的 任。他 的 款，有一部分
是属于上帝的，必 分别 圣，拿出来 主的工作而用。 个道理，他必 教 他 。非但要用言
教 ， 必 以身作 ，自己 行，免得言行不符，而削弱教 的 服力。 {T9 246.4}
凡照圣

的

分别出来而属于上帝的

，要

作福音的

，不再是我

的了。 人若把上帝的

拿来,不
自己，或 别人用在世俗的事上， 便与
圣物无异。有些人已 做 ，把 献
上帝的祭物移作非圣工的用途。我 大家 于 件事
有正确的
。决不可因偶然手 拮
据，把献 教会的款子挪移借用，而以将来 法
的 来安慰自己的良心。更好的 法是 省开
支，量入 出，比挪用上帝的 好多了。 {T9 246.5}

十分之一的使用
关于十分之一的用法，上帝已有特别的指示 我 。他并不希望他的工作因缺乏
而停 。
免去工作上的任意性和
，他已把我 在 方面的 任 得十分明白。上帝所保留的一部分金
，除了他所指定的用途外，不可作 他用。无 何人，切莫以 可以随便扣留十分之一，照自己
的判断而用。也不可用来解决自己的急需，或用在自己
工作，也断乎不可。 {T9 247.1}

正当的事上；即使他

那是上帝的

道人
在言 和行 上教 百姓把十分之一
神圣。决不可因自己是 道人,就可以把它留
下而随自己的意思使用。 并不是他自己的。他也不得从中抽取自己以 是 得的 ；更不得
同任何将献 上帝的十分之一和捐款 离其正当用途的 划。 十分之一必 存入上帝的 里，由他
支配，

他的圣工而分别

圣。 {T9 247.2}

上帝要他所有的管家都不偏不倚地服从神圣的安排。任何 候，任何情形之下，他 都不可随己
意──人的意思──用什一款 作些慈善的事或 放一些礼品，或作捐助，因而抵消上帝的 划，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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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怎么看 合理，都一概不行。人想改革上帝的 划，不依照他的命令，随着自己心血来潮作权
宜之 ， 是卑劣的策略。上帝要我 大家都 从他的安排。他已 明了他的 划，凡愿与他合作
的人都必

行他的 划，不可擅胆作半点更改。 {T9 248.1}

主 以色列人吩咐摩西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 点灯 成的清橄 油拿来 你，使灯常常
点着。” 出埃及 27:20
油是要百姓随 捐助的,使上帝殿中 用的必需品不致缺乏。 今上帝
的百姓
住：礼拜堂是上帝的
，必 一 不苟地照管好。但是礼拜堂的 用，不可从十分之
一中支取。 {T9 248.2}
我 的教友，上帝已有一个十分清楚明确的信息告 我。我奉命告 他
，就是把十分之一用在虽有益，却不是上帝所指定 用的事上了。凡
便是背离了上帝的安排。上帝必 判 些事。 {T9 248.3}
有人想，十分之一可以用在教育的事 上；也有些人以
十分之一的正当用途，究竟是什么呢？是供养 道人的。离了
道人的地方，

有一百位合格老

，他 正犯了一个
用十分之一的人，

的工人！ {T9 248.4}

从十分之一上得着供养。 然而
个用途，便是大 ！ 今只有一位

神圣的
十分之一是神圣的，是上帝 自己保留的，必

道。

去很

一段

存入上帝的

中,用以供养 福音的工人出去

，主被人 取了，因那些人不明白十分之一是上帝

自己所保留的款

。 {T9

249.1}

有些人心中不 地 ：“我不再付十分之一了，因 我不信任教会 袖安排工作的作法。”然而因
你
工作安排得不妥当，就可以 取上帝 ？你可以坦率而公开地以正当 度向当事人提出你的
意 。你
什么 更正，什么地方 理 ，可以呈交你的意
出上帝的工作， 明自己不忠心。 {T9 249.2}

；可是不要因别人做的不

就退

拉基 三章，看看上帝 十分之一是怎
的。如果我 各 的教会能以上帝的
立
足点，忠心地把十分之一送入他的
， 就可以鼓励更多人去担任 道的工作。若不是
空
虚，就会有更多人来投身于 道工作。主的
有充足的供 。若不是那些自私之徒的心和手
扣留了十分之一，或把它挪用去 持别的工作，主的

也必供

充足。 {T9 249.3}

上帝所保留的款子，不可以胡乱地使用。十分之一是上帝的， 凡干 上帝所指定用途的人，他
若不悔改就必 失天上的 宝。我 不要再使圣工因十分之一 作别 用途，没有用在上帝所指定
的工作上而使圣工受阻！当然，别 工作也要 持的，也要占一笔 用的，但不可从十分之一中抽
取！上帝没有改 ，十分之一仍 用以供养 道人！开辟新的地点， 有比 在更大的 道
，
所以

中必

有充分的

凡出去担任

。 {T9 249.4}

道工作的人，身上 有极重大的

任，而 个

任又是人

常忽略的。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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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却不替教会做个人的
工作。 今的教会中，关于人 上帝 尽的
和 任,尤其是关于
忠心 付十分之一的
， 大大地需要 行指 。 道人如果不能按 得到薪水，就要
。
然而他 可曾想到，上帝的
里必 有粮才可以供养作工的人。若是他 不完全尽 地教 教
友，忠 地把上帝的
上帝， 中就要缺少
来 行主的工作了。 {T9 250.1}
管理上帝羊群的人，必 忠心尽 。如果一个人因 得 个 任 尽，而取敷愆的 度， 别人
去做，那他就不是忠心的工人。他
拉基 中上帝
他的百姓在十分之一的事上 取上
帝 物的 。大能的上帝 ：“咒 就 到你 身上。”
拉基 3:9
主真理的人， 要是眼 百
姓走着一条会使他 受咒 的路，他能疏忽他的 任不去教 他 ；警告他
？ 每一位教友都
当受教，
忠心地付十分之一。 {T9 250.2}
拉基
粮，以此

三章十
道：“万 之耶和
我是否 你 敞开天上的窗

：‘你 要将当 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
，使我家有
， 福与你 ，甚至无 可容。”’ {T9 251.1}

我求上帝，使我的弟兄
到，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我 有莫大的意 和关系：守真安息日是辨
别侍奉上帝和不侍奉上帝之人的 号。冷漠 睡的人，
醒 来！我 蒙召做圣洁的百姓，当然
小心,不可 人不良的印象， 使他 以 我
于我 信仰上的特点,守不守都没有 关系。反

之， 我
在的身上 有不可推卸的 任，要比 去更 定地站在真理和公 的立 上。那遵守上
帝 命的人与不遵守的人之 的界 ，必 清清楚楚毫无差 地划出来。我 必 凭着正直
的
心尊敬上帝，殷勤努力地想各种方法保持与他立 的关系，以便得到他的恩典，就是必 受 格
的百姓所不可少的恩典。我 若使人 得我 的信仰和宗教并不是支配我 生活的强大 力，
便要大大地羞辱上帝，也就是偏离了上帝的 命──我 的生命，否 他是我 的上帝，我 是他的
百姓。 {T9 251.2}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 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信 的上帝，向 他、守他 命的人守 ， 施慈
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
他 ，将他
。凡恨他的人，必
他 ，决不 延。” 申
命 7:9,10 {T9 251.3}
上段所

的千代 未 去之前，我 将在哪里呢？──我

的命

将已永久地注定。我

若不是被

主称 配得 的百姓，住 上帝永 的国里，便是受了永死的判决。凡忠心真 地守住上帝的 ，
因 念髑 地的救主而 定地站在真理一面， 刻努力荣耀上帝的人,必听到主的称
:“好！你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但是那些三心二意侍奉上帝，一生随从世俗支配的人,必听那悲哀的
:“你
离开我去吧！我不
你 。” {T9 252.1}

第三十一章 善行
“你要以 物和一切初熟的土 尊荣耶和 。

，你的

房必充 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8&start_paragraph=1003640749&finish_paragraph=1003642264&references=1

Page 106 of 121

Ellen G. White Writings

12/16/13, 11:08 AM

溢。” 箴言3:9, 10 {T9 253.1}
“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 度的，反致
。” 箴言11:24, 25 {T9 253.2}

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 人的，必得滋

“高明人却 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 以
即“慷慨”的意思） {T9 253.3}
上帝凭他的智慧在救恩的

福。凡周

人的人是

32:8 （ 者注：“高明”原文作liberal，

划上已定下作用与反作用的定例，使一切善行在各方面都得双倍的

别人造福，然而自己所得到的福气却是更大。 {T9 253.4}

福音的光荣
了使人能收

行善的好

果, 我 的救主 了个

划，把人列

自己的同工。上帝不需要人的

帮助，也可以 到拯救罪人的目的；但他知道若不使人在 件大工上有份，人就没有喜 。上帝凭
借一 串足以激
心的机遇， 人培育慈善心愿的最好手段， 他不断地施舍来帮助 人并推
他的圣工。 个 坏了的世界，因其种种需要，正在吸引我 付出金 和感化力，将真理
奄奄
一息急需救恩的男男女女。当我 响
些呼求，努力去行善 ， 我 就必
被那 我 成
之主所同化。我 施舍，使别人得福，同 我 自己就此 累了真正的 富。 {T9 253.5}
福音的原 ，是要
表 慈善的品格，藉以在堕落人类身上恢复上帝的形象； 乃是福音的光
荣。 个工作是在天庭开始的。在天上，上帝先 人一个无可置疑的 据，使人知道他是多么 他
。在 翰福音三章十六
：“上帝 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他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
亡，反得永生。”基督作
，表 了天父的心； 明天父既着手于人类的救 ， 了完成
工
作，他就会不惜任何代价，不 多么 重都甘愿付出。 {T9 254.1}
慷慨
的精神，是属乎天的。髑 地的十字架彰 了基督舍身之 。 要使人得救，主献出一
切所有，最后 舍了生命。基督的十字架，足以感化每一个跟从救主之人的心，使之 出慈善的意
念。十字架所 明的原 就是施舍，再施舍。 个原 若在一切慈善工作上切 地行出来，那就是
基督化人生的真果 。世俗的原 就是占有，再占有，以
是 幸福的路径。但是 个原 若在
各方面 行起来, 其 果只能是悲苦和死亡。 {T9 254.2}
从基督的十字架上射出的福音之光，斥 了人 的私心，鼓励人 慷慨施舍的善心。要我 捐助
的事增多，不 使我 兴 。上帝的旨意，是叫他的百姓跳出狭小的生活圈子，去从事更 大的事
。当此道德的黑暗 罩大地之 ，他要求我 作无限的努力。上帝的百姓， 有 多将有被世俗的
虚 和 恋的 网罩住的危 。他
明白，要他 捐 的事增加，是主的恩典；因 主若不把行
善的机会放在他 面前，他 就无从仿效主耶 的品格。 {T9 254.3}

管家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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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吩咐他的门徒“到普天下去， 福音 万民听，”便是把
他恩惠的工作分派 人。有些人
出去 道,但另些人，主就要他 拿出捐款来支持他在地上的圣工。主已把
交在我 手里，并派
我 去做救人的工作，就是要使他的神圣恩 能通 我 而流布于世。 是上帝提高人格的方法之
一， 也正是人所需要的工作；因 它最能激起人深切的同情心，并最能
人的思 能力。 {T9
255.1}

世上每一良好事物，都出于上帝全能的手，要表

他

人类的

。 人属于他，圣道的事

也属

于他。金子是他的， 子也是他的；只要他愿意, 他也能使金子和 子象雨点从天上落下来。然而他
要人做他的管家。他把
托付他 ，不是要他
聚起来，乃是要他 用以使别人得益 。
，他以人 媒介，把他的恩 分散各 。上帝定下 善行的 划，目的是使人效法他的 造主的
模 ，使人具有慈善无私的品格，而最 能与基督一同享有永久荣耀的
。 {T9 255.2}

十字架下的聚集
在髑 地所表 的 ，
复兴、巩固并散播在我 的各教会之中。我
不 尽我 所能来
大基督 世界所 立之原 的影响 ？我
不 努力 立 今所急需的慈善事 ，并加增其活
的效力 ?如果你站在十字架前, 眼看 天上的王 你舍命,你能
心门 :“不!我没有什么可以
人”

？ {T9 256.1}

基督的信徒， 要永久不断地流露他的 。
是要吸引他 一同来到十字架下，除去他
自私的 念，要他 与上帝合一，也要彼此相 合一。 {T9 256.2}

一切

你 要存克己 牲的精神， 聚在十字架前。你 若各尽自己的力，上帝就必 福 你 。当你
来到恩惠的宝座前，当你
自己是靠一根从天上放下来救人脱离罪 的金 与 宝座 在一

起

，你

那些不

上帝, 在世上无望的同胞，就必 出

心了。 {T9 256.3}

第三十二章不受 束的精神
（1909年5月30日在 盛

召开的全球代表大会上的演

稿） {T9 257.1}

在离开澳洲之前，以及到了此地之后，我蒙指示 ，在美国有一番重大的工作要做。那些在开始
作工的老前 ，大半都故世了；只有几位 在，因此以前 多具有丰富
的人所 的重担就一

一地卸在青年人的肩上了。 {T9 257.2}
当我

将

任移交 一般

有限的人 ，有些危

是不得不防的。

世界上充斥着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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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象；脱离同工和分裂教会的思潮，已弥漫着我 的四周。有些人以 一切建立秩序的努力都
有危 性，都是限制个人自由的，所以 当把它看作象教皇式的 制手段一 可怕。 些在心灵方
面受了撒但欺 的人， 常夸耀自己思想的解放和行 的自由, 以
是一种美德。他 宣称自己不
听任何人的吩咐，不受任何人的制 。我蒙指示：撒但的特别 划是要使人以 上帝 喜他 任意
而行，不听弟兄的 戒。 {T9 257.3}
就是阻碍我 工作兴旺的一个 重危 。我 必
慎而切合
地行事，听取敬畏上帝的
的判断；只有
,我 才能得着平安和力量。否 ，上帝就不能在我 身旁， 我 与我 一同
作工了。 {T9 257.4}
巩固教会的
，才能 生最巨大的力量，足以除
。要是撒但真能
他的 划来混在我 中 ，于

的
的

一切
的煽 ， 并 斥非上帝所允 的主
最 急最需
合作之 ，瓦解我 教会

，那他将如何的雀 啊！我 要平 地保持我 的
系 和秩序，不致被破坏。不可 那些企 支配我

，使那
今工作的

周密考 而辛勤建 起来
乱分子得逞。 {T9 257.5}

有些人以 ，当我 就近末 ，每一个上帝儿女尽可 独行 ，不受任何宗教 体的管束。然而
主指示我 ，在他的工作上，没有 独行 的 回事。天上的 星都是受定律管束的，并且互相
，共同遵行上帝的旨意，一致服从那管理它 行 的自然之律。照 ，上帝的工作若要健康 固
地

行，他的百姓也必

起来。 {T9 258.1}

那些行
卒， 止无常，自称 基督徒的人，可比作一群强壮而未受
的 ；一只向前拉，
一只向后拖，有主人 令，一只就 勇向前，一只却伫立不 ，拉它也不走。人若不在
大雄壮
的工作上取得和 一致的行 ，就必 生混乱。人若不与弟兄合作,要 独行事, 不是个好 象。我
各位同工，都 信任凡肯直爽地指出每件脱离正 之事的人。人若 着基督的 ,他 就不会各走
各的路,而会与基督一同向前 。 {T9 258.2}

有些同工用尽了上帝 他 的力气，但他
没学会自己不
独行 ， 却 与他 的同工共同
努力。若不如此，他 的努力不是方法不
就是不得其 ，以致常与上帝的旨意相背。 果力气
白 ， 不如不做。 {T9 258.3}

意

不同之人的

从另一方面 ，有 某种特殊的工作, 是很少人能做的，上帝就引 几个人去做。在此情形之
下，教会的 袖必
防 斥他人。身任 袖之 的人， 于不是
符合自己主 的行 ，不可
急于指摘，更不可以一切 划都必 反映他 的个性。他 不必怕别人做不好，而不信任之。因
他 若不肯信任一位存 卑服 的 忱，而依着上帝的引 在做一种特殊工作的同工弟兄，他
无异是在阻 上帝圣工的 展。 {T9 259.1}
上帝能够并且愿意重用一些未在人 的学校中受

全面教育的人。我 如

疑上帝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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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明 的不相信他；也就是我 以自己的 解限制那位无所不能之主的无上权力。我 不可有
种不必要的多 的 小慎微！因
种 度会使教会的 多人才荒 不用;
就堵塞了我 的路,使
圣灵无从起用人;也使一般极愿在基督的
上帝敏捷工人的信徒灰心失望。 {T9 259.2}

上效力的人空

无事;并且使 多若有良好机会就能成

在先知以西 看来，那 中套 和与它 相关的活物的外貌似乎复
懂。 然而全智者的手 在
之 ，其工作的 果便是完美的条理与和 。每个 子在上帝手中是与其他 子行 完全一致
的。我蒙指示，作 上帝媒介的人往往 于抓权，
自己管理主的工作。他 因 多采用自己的
方法和 划，而离开了我 全能的主上帝；在工作 展方面，不能
都信靠他。 是
的,因
无 是 ,一刻也不能妄想自己有力量治理属于那位大主宰耶和 的事。上帝凭自己的旨意，正在
一条道路，只有
才能使他的工作由人来做成。所以每个人， 站在自己的 位上，尽他 有
的 任，并且 定上帝 他的指 。 {T9 259.3}

全球

会

我常受上帝的指示 ，无 是 的 解，都不一定要屈从于别人的 解之下。我 也不可把一个
人，或少数几个人的思想当作智慧和能力来管理我 的工作，确定 行的方 。但是在全球 会
上，从各地来聚会的弟兄的意 一 采
行，个人的 解和 念便 服从大局，不可固 己 。
每个同工都不可把反 大

的 案、

愎自用

可嘉之 。 {T9 260.1}

有 会有少数担
管之 的人，借用全球 会的名行使不智的 划并使上帝的工作受阻。我曾
， 我不再把 几个人所代表的全球 会的主 看 上帝的声音。然而， 并不是 ，我 不必
尊重的 世界各 ，正式派出代表出席的全球 会的决 。上帝已命定，从世界各地教会派来出席
全球 会的代表是有权柄的。不 普通人最易犯的毛病，便是把上帝所交于
他工作前途 展而
召集的全球 会的判断和 言权，交 一个人，或少数人，以致上帝所
力，反落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手中。 {T9 260.2}

他教会的全部威权和

上帝所交 教会的 种权柄，如果完全落在一个人的手中，且他一人的思想裁判了 人的思想，
那么圣
定的秩序就此被改 了。撒但在
一个人的思想上所做的工作, 必是最奸巧，有 几乎
能完全主宰他。因 魔鬼要打算借着他一人的思想影响其他 多人的思想。所以我 要把最高
权交

整个教会，而不是某一个人或一小群人。 {T9 261.1}

第三十三章 任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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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5月30日在 盛 召开的全球

会代表大会上演

稿） {T9 262.1}

上帝要他的百姓作一个通情 理的人。照他的安排， 出代表出席我 的会 。被 的人必
践 明是忠 可靠的。
大会代表是一件重要的事。 些代表要 定工作 行的 划和方
；所以他 必 精明善断，并富有
思 。 {T9 262.2}
“第二天，摩西坐着 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 他向百姓所作的
一切事,就 : ‘你向百姓作的是什么事呢？你 什么独自坐着， 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
呢？’摩西 岳父 ：‘ 是因百姓到我 里来求 上帝。他 有事的 候就到我 里来，我便在两造
之 施行 判。我又叫他 知道上帝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 ：‘你 作的不好。你和 些百姓
必都疲 ，因
事太重，你独自一人 理不了。 在你要听我的 ，我 你出个主意，愿上帝与
你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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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指示他 当行的
道、当作的事； 并要从百姓中
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
无妄、恨不 之 的人，派他
作千夫 、百夫 、五十夫 、十夫 、管理百姓。叫他 随
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
里，小事他 自己可以 判。
,你就 省些,他 也可以同当此任。 {T9 262.3}
“‘你若

行，上帝也

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

百姓也都平平安安 回他

的住

。’ {T9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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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有才能的人，立他
百姓的首 ，作千夫 、百夫 、五十夫 、十夫 。他 随
判百姓，有 断的案件，就呈
到摩西那里，但各 小事他 自己 判。” 出埃及 18:13-26 {T9 263.2}
关于
教会的
人 , 使徒行 第一章也教 我 。自从犹大叛离了基督，十二使徒之中就
有了一个空位，所以必 另 一人代替犹大。 到 个
，彼得 ： {T9 263.3}
“所以主耶 在我 中 始 出入的 候，就是从 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 被接上升的日子
止，必 从那常与我 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 同作耶 复活的
。于是
两个人，就是那叫
作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 瑟和 提 。 人就祷告 ：‘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 两个
人中，指明你所
是 人 他

的是
， 出

，叫他得 使徒的位分。 位分犹大已
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
提 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 使徒行 1:21-26 {T9 263.4}

从以上的几 圣 ，我 知道上帝指派某些人去担任某种
。上帝也教 他的百姓行
慎，
明地
不辜 圣 的人。基督 代的信徒，在
担 圣 之人的事上，既需上帝的 察，我
代的人更
慎重行事。我 必 把一切事放在上帝面前， 切祈祷，求他 我
。 {T9
264.1}

天上的主耶和 已
了有
的人，
他的工作。 些人必有特殊的影响。但我 若要每个
人都有 种影响， 是不可能的。凡被
在上帝的工作上
的人,不可 莽从事，不可 于自
信，尤不可存私心。他 的榜 和影响，决不可助 罪 的声 。上帝不准 人 立足以使他的工

作
平凡而消 其 有之神圣性的思想。上帝的工作, 于他的百姓来 ，
日臻圣洁。在各方
面，我 都要 美真理的崇高本 。凡被立 本会各机关中
上帝工作的人，必
刻 法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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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意志和道路
度。 {T9 264.2}

尊 大。圣工的健全与否，全在乎各教会中被指定 行上帝旨意之人的忠

程

圣工的人必 具有丰富的
──不在自我的事上，乃在上帝的事上── 基督的品格有深切
。他 越深知基督，就越能忠心地把基督介 于世人。他
听他的声音， 从他的 。 {T9

的
265.1}

一个警告
“耶 在 城中行了 多异能，那些城的人 不悔改，就在那 候
他
：‘哥拉汛哪，你有
了！伯塞大啊，你有 了！因 在你 中 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 、西 ,他 早已披麻蒙灰悔改

了。但我告

你

，当

判的日子，推 、西 所受的比你

容易受呢！’ {T9 265.2}

“‘迦百 啊，你已 升到天上，将来必 落阴 ，因 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
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 我 ：当 判的日子,所多 所受的比你 容易受呢！’ {T9 265.3}

，它

“那 ，耶
：‘父啊，天地的主，我感 你！因 你将 些事向 明通 人就藏起来，向 孩
就 出来。父啊，是的，因 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
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T9 265.4}

“‘凡 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 里来，我就使你 得安息。我心里柔和 卑，你 当 我的
，学我的 式,
， 你 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 我的 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 省的。”’ 太
福音11:20-30 {T9 265.5}
卑温柔而以慈仁

的人， 是 当的。然而同

我

于基督的教

,却要

如

石地遵行。

他的每一句 ,我 都要
地重 ， 一个字也不可忘却。真理必定永久存留。我 决不可相信什
么 言或虚 的事。凡是相信的人， 果就必 失永生。我
在要修直我 脚前的道路，免得跛
足的人 入歧途。跛足的人如果偏离了安全的路途，除了那 他 走 路的人以外， 有
呢？主的 ，就是永生；但是他 把他的 戒罔 ,反去信从那
之父的欺 。 {T9 266.1}
我有几句

要

凡以 到伯特克勒去受教育是没有危 的人

(注)

听；主已摧 了我

在那里

的两个最大的机关，并屡次警告我 ，正如基督从前警告伯塞大和迦百 一 。我 必
切注意
上帝口中所出的每一句 ，因 我 背离主的吩咐，就是有罪了。救主催促行 的人悔改。凡虚心
悔罪的人必蒙赦免。主必不 念他 的 犯。但人若以 承 罪孽就是示弱，反而倔强到底的，就
不会得蒙 赦，不会看基督 他的救主；却必在 犯中越陷越深，以至罪上加罪， 上加 。到那
案卷都展开，并各人都照着案卷的
受 判的日子，
的人将怎么 呢？ {T9 266.2}
我 要 心地研究 示 第五章的 。 一章 于在末世上帝的工作上有份的人，是极关重要
的。有的人已受欺哄，他 不 得将有什么事要 到世界。凡 自己的思想被蒙蔽而不知道什么叫
作罪的人，是受了可怕的欺 。若不决心改 ，到上帝宣告 判万民之 ,他 就要 出 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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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犯了律法，背了永 ，就要照他 所行的受

。 {T9 267.1}

“揭开第六印的 候，我又看 地大震 ，日
黑象毛布， 月
地，如同无花果 被大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 。天就挪移,好象

象血，天上的星辰 落于
卷被卷起来；山岭海 都被

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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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吧！把我 藏起来， 避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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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 6:12-17 {T9 267.2}

“此后，我 看，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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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大声喊着 : ‘愿救恩 与坐在宝座上我 的上帝，也 与羔
羊。’…… 些人是从大患 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 了。所以，他 在上帝宝座前，
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 幕覆庇他 。’‘他 不再 、不再渴、日 和炎 也必不 害
他 ，因 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 ， 他 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 一切的眼泪。”’
示 7:9-17 {T9 267.3}
他
有

从以上

文可看出两等人：一等人是

自己受

，与

抗上帝的人 伍。他

解了上帝所

的信息，穿上了自称
的袍子。罪在他 眼中并不算罪。他 将假道作 真理来宣
多人跟着他
入迷途。 {T9 268.1}

，以致

我
在要 慎自己。上帝的警告已
了我 。 道 不能看出基督在路加廿一章上所 的
言正在
？我 有多少人是在研究基督的 呢？有多少人是在欺 自己， 失了凡相信而 从
的人所得的福气呢？恩典的 容 期 没 去， 在我
享有特权，可以抓住福音中的希望。
我

悔改重生， 弃一切罪 ,好 主来涂抹我 的 犯。“天地要 去，我的 却不能 去。你 要
慎，恐有因 食、醉酒，并今生的思 累住你 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 忽然 到你 ，因 那
日子要
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你 要
警醒，常常祈求,使你 能逃避 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站在人子面前。” 路加福音21:33-36 {T9 268.2}
我

基督的警告， 道要当作耳旁

殷切努力痛心悔改 ？ {T9 269.1}

？乘

在

可以听

恩主的仁慈的声音，我

不

当

“所以，你 要警醒，因 不知道你 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是忠心有
的仆人， 主人所
派，管理家里的人，按 分粮 他 呢?主人来到，看 他
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 在告 你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 仆心里 ：‘我的主人必来得 ，’就 手打他的同伴，又
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 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 治他，定他
和假冒

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

了。”

太福音24:42-51 {T9 269.2}

第三十四章 卑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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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8月15-31日在加州洛杉

行的

篷大会上的演 稿） {T9 270.1}

上帝已 我特别的 令，要我 告他的百姓，因危
期已
到我 。在世界上, 乱和暴力的
事日 增加。教会里，人的权 一天天膨 ；一些被 任 的人，都以 自己享有特权可以管 别
人。 {T9 270.2}
凡受上帝的

召，在他工作上担任重要

的人，

养成一种

卑依靠上帝的心，不可一味地

权；因 上帝并没有召他 做什么 治的工作，乃要他 在凡事上与同工的弟兄 商量而行。无
哪一位同工，一律都 服从上帝的命令和教 。 {T9 270.3}

明的
因 南加利福尼 工作的重要性，以及 今那里所有的种种困 和
，我 至少
五位
有智慧有
的人，来与区会和 合会的会 共同 商各 工作 行的 划与方 。有些人想要管
理比他 更有
的人， 种 度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他 既有
的 度和行 ，就是 明他
没有 格担任他 所占的重要 位。无 什么人若是想 大自己的 力去管别人，就此 明，将教
会的 任委托他是危 的事。 {T9 270.4}
不要以 手中没有
，就一定不能投 置 。 象我 所 的斐喃多（Fernando）学校的地
和 谷（Paradise Valley），格 德尔（Glendale）和
林 等
养院的地 ，都是得利的。
但在那 候我 若抱了无 不能投 的 念，就必失去 些良机。 {T9 270.5}

往前走
等手中有了 才可以投 去做我
划中的工作， 并不是最 明的主 。在建立圣工方面，主
并不一定 他的仆人 平道路， 他 看明全程。有 他故意
他 ，要他 凭着信心前 。他
常常把他 引到窘迫困 之 ，在他 的脚似乎将要踏
海的海水之中 ，竟吩咐他 往前走。
正当
，他的仆人以真 的信心 求他 ，他就必 他 开条出路， 他 到广 之地。 {T9 271.1}
主耶和 要他的百姓在 些日子里相信他必 他 行大事，好象从前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的路
上主 他 所行的一 。我 必 养成
信靠主的信心，以致在最困 的境遇中也能毫不犹疑地
服从他的吩咐。“往前走！” 就是上帝 他百姓的命令。 {T9 271.2}
要 行主的旨意， 有信心和 意 从的精神。当主指出必 在圣工能
影响的地方展开工作
，我 就
凭着信心走，凭着信心工作。 藉着我 敬虔的 人、 卑的 度、我 的祈祷和

忱的服 精神，我 就能尽力使 人
上帝在他 中 所
养院成 本会的
，而且他是在象河水泛 般的重重困

建的善工。主本有旨意要使
之下成全 件事的。 {T9 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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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事
个人的利益，是一回事。在 方面，人可以按自己的判断行事。但在地上 行上
帝的工作， 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若指定某 地皮 当 下来 展他的事 ， 行他的工作，不
是

医院或学校， 是其他各种事 ，只要有
的同工能有信心并确信上帝的旨意，毫不 疑地
取他所指出的 施，那么上帝必 自成就此事。我 并不想攫取人家的
，不 遇有机会 ，
我
立 抓住它,以 工作的 展。
做了之后，我 就当尽我 一切的努力，求得上帝百姓的
慷慨捐助，以 持 些新的 施。 {T9 272.1}
上帝常看

他的工人犹疑不决,不知怎

行才好。

，如果他 能信靠他，他必将他的旨意指

示他 。上帝的工作正在迅速推 。他的百姓若肯响 他的呼召，他必使有
的人 意捐款，使
他的工作能在地上完成。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 底，是未 之事的确据。” 希伯来 11:1 上帝的百姓
只要信靠上帝的 ，就会得着所需的
， 他 能在等着听福音的大城市中作工。 {T9 272.2}
有些同工
福音抱着一种冷淡、拘泥和犹疑的 度，因此大大地得罪了上帝的圣灵。使徒保
：“凡所行的，都不要 怨言，起争 ，使你 无可指摘，
无 ，在 弯曲悖 的世代作上帝

无瑕疵的儿女。你
在 世代中，好象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
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 。我以你 的信心 供献的祭物，我若被 奠在其上,也是喜 ,并且与你
人一同喜 。” 腓立比 2:14-17 {T9 273.1}

我 要在各人心中激起活的信心，基督使每一位信徒都能具
种信心。上帝既开拓了道路，我
就要推 他的工作。当上帝把他的百姓 到困 窘迫的境地 ， 就是他 的好机会,要聚集在一

起祈祷 求， 刻不忘一切事物都从上帝而来。凡没在 末世的工作上有分而受
的人，很快
就必
那足以考 他
上帝的信心之困 的境遇。在前有 海，后有追兵，无路可走的 候，
上帝偏吩咐他的百姓“往前走！” 就是他在
他 的信心。所以当你 遭遇 些危
，要信靠基
督往前走，一步一步地走在他所指定的道路上。 探是要来的，但你 要前 。
你 就能得到
一种
来增强你
上帝的信心，使你 有 格担任至 至忠的服 。 {T9 273.2}

基督的榜
上帝的百姓，在属灵的事上 有更深

更丰富的

。基督是我

的榜

。我 如能以活

的信

心和圣洁的 从来 待上帝的 ，以此 示出基督的慈 和美德，又能在工作上 示我
上帝的
指 有正确的概念，我 便能
一种取信于人的能力。地位的提高，并不增加我 在上帝眼中的
价 。上帝 人的 价,是根据人遵行他旨意的虔 和忠心的程度而定的。上帝的余民在他面前行事
人，若能虚心 恭地信靠他，他必使用他
他永久的旨意，使他 能同心 力地将基督所
明的真理
世人。他必任用一切人──男女老少──使真光向世人 出，并呼召出一班忠心守他
命的百姓。由于他的百姓

他所 出的信心，上帝要使世人知道他是真神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

{T9 274.1}

使徒保

我

：“只要你 行事 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

你 ，或不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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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听 你 的景况，知道你 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 ， 所信的福音 心努力。凡事不怕 人
的 吓， 是 明他 沉 ,你 得救,都是出于上帝。因 你 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 他
受苦。” {T9 274.2}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 勉， 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 ，你 就
要意念相同， 心相同，有一 的心思，有一 的意念，使我的喜 可以 足。 凡事不可 党，不
可
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 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T9 274.3}
“各人不要
自己的事，也要 别人的事。你 当以基督耶 的心 心。他本有上帝的形像，不
以自己与上帝同等 强 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 人的 式。既有人的 子，就自己
卑微，存心 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 至高，又
他超乎万名之上的
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 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 基督 主，使荣耀
与父上帝。
看来，我
的弟兄，你 既是常 服的，不但我在你 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
你 那里,更是 服的，就当恐惧 兢，作成你 得救的工夫；因 你 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
心里 行， 要成就他的美意。” 腓立比 1:27-30; 2:1-13 {T9 275.1}
上帝吩咐我，将 些 告 南加利福尼 的本会信徒。无 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教会成立，我
都需要 种教 ；因 我 的 伍里已在出 一种反常的
。 {T9 275.2}
在人 正需要在上帝面前存着 卑的心，学 照他的意思行事的 候。那些企 控制同伴的
人， 于自己 种 度， 加考 ，要知道自己究竟是出于什么精神。他
禁食祈祷，虚心
卑地呼求主。 {T9 275.3}
基督在世
我
人留下了一个可效法的榜 。 他 恤他的羊群，他不想同任何权 来限制他
他服 的自由。他从未叫人来做他子民的 治者。真正出于圣 的信仰，是使人控制自己，不
是去控制别人。作 上帝的百姓，我 需要被圣灵充 ,使我 毫不自傲地去
上帝所交托我 的
正信息。 {T9 275.4}
弟兄

，把

的 留 自己吧！你

要教

上帝的羊群仰望基督,不要看有 失的人。凡成

真

理之教 的人,必 在自己的生活上 出圣洁的果子。他 若仰望基督,并跟着他走，就可以使他 所
引 的人于无形中 到一个活 的、学而不 的基督徒的形象。所以要 上帝教 你 他的方法，
要天天求 他以明白他的旨意。凡真心求告他的人, 他必 他 确切无 的指 。你 “行事 人就
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以弗所 4:1 在日常的生活和祈祷中，都要
上帝。你 若能
表 生命
之道，就能激励别人来做基督的门徒了。 {T9 276.1}

第三十五章告南加利福尼 的同工
今早我深感不安，心里 南加利福尼

的境况担

。上帝已把工作分配

每个人，但有些人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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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

任 念。 {T9 277.1}

一个同工虽被推 担任某种
，但
本身并不能 予他前所未有的才能。 是高的地位并
不能叫人在品格上生出基督徒的美德。人若自以 凭个人的 力就足以筹划一切，支配各方面的事
， 就足以 明他 重地缺少智慧。因 在地广人 、事 繁 的区会里，其中的 任决非任何
一个人的智力所能担当的。 {T9 277.2}
然而主向我指出一种更大的危 ，就是我 的同工中都在滋 一种 念，以 我 的各 道士和
其他
，
依靠几位 首的人来指明他 当作的事。一个人的思 和判断不足以管理并主持全
区会的事 。教会或个人，都各有各的 任。上帝已将智慧能力
每一个人,要他去使用而求增
。 人若 用他的天才，就能增加工作的能力。上帝已
每个人以判断能力，要他去使用、增
。一个区会的会 ，决不 以他个人的 解凌 于别人的 解之上。 {T9 277.3}
无 在哪一个区会里，一切未 弟兄 从各方面加以周 考
的提 ，决不可草草通 。有
，因 某
划是会 提的,大家就以 可以不必求上帝的同意;因此有些 教友灵性无益的提 竟
被通 了。其 果乃与当初所 料的大相 殊。 种 法不是上帝所定的。 有 多事情要 投票
后裁决，但所 生的影响却 出乎所 料之外。因 要是投 成票的人在表决之前若把
从各
方面考 一下,他 是决不会 成的。 {T9 278.1}
在 今 代中，我
上帝的工作，决不可 忽怠慢。我 必 天天 切地 求主，方可 将
到我 的事作相当的准 。我 的心里必
除一切 越感而 真理的原 在心中生根。不 是青
年，中年， 是老年人，都
从 在起表 基督品格上的美德，天天追求灵性上的 步，以便在
主的工作中作 重的器皿。 {T9 278.2}
“耶 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

他

：‘求主教

我 祷告，象

徒。”’ 路加福音11:1 耶
门徒的要求所教他 的祷告，不是用夸
出灵性的需要。 虽只有几句，然而都关及日常的需要。 {T9 278.3}

翰教 他的门

听的言辞，却是很

地

每个人在上帝面前， 都有向他 述自身的特别需要和表示个人 于日常所受恩惠之感激的权力。
然而有 多冗 乏味、无
内容、无信心的祷告献在上帝面前，非但不足以使他 喜，反而使他
倦。我 十分需要清洁虔 的心，需要 强的信心。救主
：“你 祈求，就 你 ； 找，
就
；叩门，就 你 开门。”
太福音7:7 我
敦促自己信靠主的 句 ，并使我 一切的
工作都 示主的慈 和恩光。我 必 抓住基督,抓着不放,直到我 感 他那改造之恩的能力在我
身上表 出来。我 如欲反映主圣洁的品格,非信靠基督不可。 {T9 278.4}

基督道成肉身，一生克己祷告，天天与 惑争斗，以期扶助今日被 惑所困的人。他是我 的能
源，是我 的力量。他希望人类仗着他的恩典，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而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

坏。我
新旧两 所 的上帝的 ，若能忠心研究，并在行 上 行出来，就可以得着属灵的智
慧和生命。我 必 将
重地珍藏在心中。相信上帝的 和基督改 人生的力量,将使信徒作他
的工作，并在主里面做一个快 的人。 {T9 279.1}
我屡次受上帝的吩咐，要

本会的教友 ：你

要信托依靠上帝；不要依靠任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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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你 的本分。你 有权利 ：“我要将你的名 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 美你。 你 敬畏耶和
的人要 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 他没有蔑 憎 受苦的
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 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
我要在敬畏耶和 的人面前 我的愿。 卑的人必吃得 足， 求耶和
心永 活着。”
篇22:22-26 {T9 279.2}
是

美你的 是从你而来的；
的人必 美他，愿你 的

几 圣 是十分中肯的。每个教友，都 向上帝去求 明白自己的本分。弟兄彼此商 ，固然
当的；但每当有人要指定弟兄
做什么的 候,他 就
回答 :我 以上帝 我 的
。

凡虚己 求主的人,必知道他的恩典是充足的。可是一个人若 别人来站在他和上帝所指示他的本分
之 ，信靠人,跟从人,他就 失了正当的立 ，站在虚假和危 的地方了。
的人,非但不能成
步,反将 失他灵性的能力。 {T9 280.1}
任何人都没有 救品格缺欠的能力。我 每个人的希望和信靠，都必 放在那位超乎人类能力之
主的身上。我 要永
住：只能从那位大有力量的主身上得到帮助。主已 每一个愿意接受的
弱人伸出了援助的手！ {T9 280.2}

加州散尼泰利 1907年10月3日 {T9 280.3}

第三十六章“我是幼童”
所 门初即王位 求告上帝 ：“耶和 我的上帝啊，如今你使仆人接
幼童，不知道 当怎 出入。” 列王 上3:7 {T9 281.1}

我父 大

作王，但我是

所 门接替他的父 大 作以色列的王，上帝大大地尊荣他。我 都知道他后来成了地上一个从
古以来最 大、最富足、最 明的皇帝。所 门 做王的 候，就受了圣灵的感 ，明白自己的
任是何等重大。他虽具有充分的才干和能力，但他 得若没有上帝的帮助，他 象幼童一般，无力
担 那 的 任。所 门在耶和 面前承
：“我是幼童，不知道 当怎 出入。”
的 候，
正是他一生最富有、最 明、最 大的 候。 {T9 281.2}
在梦中耶和 向所 门
， 他 ：“你愿我
你什么？” 列王 上3:5 所 门就用上面的
表示自己的 弱和需要上帝的帮助。他又接着 ：“仆人住在你
的民中， 民多得不可 数。所
以求你 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 能判断
多的民呢？ {T9 281.3}
“所 门因 求 事，就蒙主喜悦。上帝 他 ：‘你既然求 事，不 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
你仇 的性命， 求智慧可以听 ， 我就 允你所求的， 你 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象

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象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
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但 事也有条件的。上帝
守我的律例、 命，我必使你 寿。” {T9 281.4}

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
他 ：“你若效法你父 大 ，遵行我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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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 的
臣仆
筵席。” 列王 上3:8-15 {T9 282.1}

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

凡居重要 位的人，都
从所 门的 卑祷告中吸取教 。他
永
的品格，也不能保 人不会失 。一个人的地位越高，他的 任就越重，所

他

住 位决不能改 人
的影响也越广，他

就越
感 自己 上帝的能力和智慧的依靠，以及培养最 良和最圣洁品格的必要。凡在上帝的
工作上担任 位的人，
刻 住：上帝召他 来作工，同 也要他 步步留神地走在他面前和
人面前。他 不可
自己的
是 号施令指 人，乃
悟到自己也 作个学生。如果一个身
重任的同工不能
到 一点，他越早卸下他的
， 他自己和上帝的圣工越好。 位本身决
不能 予人圣洁和完美的品格。惟有敬畏上帝和持守他 命的人，自己必受尊重。 {T9 282.2}
每个人都 存着 卑的心自 :“我配不配担任 个 位？我可曾照着上帝的旨意来施行公 和判
断正直 ？”救主在世上 我 留下的榜 告 我 ，不可仗着自己的力量行事，却要人人象所 门
那 看自己 一个“幼童”。 {T9 283.1}

“效法上帝，好象蒙慈

的儿女一

”

每个真悔改的人能 ：“我是幼童；但我是上帝的幼童。”主付出无限的代价，才打开了一条出
路，使人类能藉此恢复上帝儿女的地位。起初，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我 的始祖听信了那
探者的 惑，才屈服于撒但的权 之下。只是人虽
了罪 之路，上帝却没有把人 弃，任凭人
去担当可怕的 果，他当 就
一位救 主。上帝 蛇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 仇；你的后
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 仇。女人的后裔要 你的 ，你要 他的脚跟。” 世 3:15 所以在人
没听到有关荆棘和蒺藜，所要遭受的悲愁与 苦，以及他 要 到 土之前，就先听 了那确能使
他
生希望的 。一切因投降撒但而失落的，都能因基督而复得。 {T9 283.2}
上帝 下他的儿子来救 人类。在那无罪者 有罪者所受的无限痛苦之中，那救 人类脱离
者的 力并使人恢复上帝形象的代价已 付出了。 凡接受基督救恩的人，就要在上帝面前虚心
地做他的幼童。 {T9 283.3}

恭

上帝要他的儿女向他求那些能使他通 他 向世界 示自己的恩典的事。他要他
求他的指
，承 他的权能。基督 他 之舍命的人，有 的索求。他 若要享受他 一切在地上表 他品
格的人所
的福 ，就必 服从他的旨意。我 能 悟自己的 弱， 是好的。因 只有如此，
我 才会去 求父所 于
他儿女，帮助他 天天与
力 斗的智慧和力量。 {T9 284.1}
教育、
和接受
丰富之人的指 , 些都是必要的；然而我 仍 教 同工不可完全依靠任
何人的判断。我 是上帝 以自由权的人，都
向他求智慧。学 的人若完全依 别人的思想，
遵行别人的 划，一步也不多走，那末他无非是以那人的眼睛 眼睛，也不 是别人的影子而已。
{T9 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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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努力的
“人……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
。” 哥林多前 3:14 到那些忠仆聚集在上帝和
羔羊的宝座四周之 ，他 所要得的
真是荣耀无比。使徒 翰在世 到上帝的威荣之后，就倒
在地上象死人一 ；因 他受不住 种威 。但是到了上帝的子民得了不会朽坏的身体以后，他
就能“ 他的真体”
翰一 3:2。 他 必站在宝座前，在 子里蒙悦 。他 的一切罪 都被涂
没了，一切 犯都有主承担了。那 他 就能清清楚楚地看 上帝宝座的荣光。他 曾与基督一同
吃苦，与他共救世人，此
啊！ {T9 285.1}

也可与基督一同看

多得救的人在天国中永

上帝。

是多么快

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我 你 要
好迎接那 云降 的基督。你 要天天 开
世俗的
心，通
身的
明白与基督交通究竟是什么意思。你 当
判之日作好准 ，以便基督到来
受 信徒
之 ，你 也能平平安安地迎接他。到那日，凡蒙救 的人，必 出圣父圣子的荣

光。 天使也要 着金琴迎接大君王和他的 利品──那些被羔羊之血洗 而成 洁白的人。 旋的
歌声将洋溢全天庭。基督 利了！他 着蒙救 的人同入天庭， 些人都要
救主的 牲和他所
受的苦不是徒然的。 {T9 285.2}
主的复活和升天，是上帝的圣徒必
死亡的确 ，并 明天国的门是向凡被羔羊之血洁 品格
的人敞开的。耶 升到天父面前，作 人类的代表。上帝必使凡彰 他形象的人，看 并同得他的
光荣。 {T9 286.1}

寄居世上的天路旅客，是有家 他 准 着的。仁 正直的人， 必身穿 袍， 戴荣冠，手
利的棕枝。到那 ，我 就会明白上帝使我 在世上受的困惑究竟有什么用意。到那 ，我 所
以理解的事都必了然。到那 ，主洪恩的神秘必公然 明。我
在以有限的思 所遇 凌乱不
堪的景况和不
的
，就会 得非常完美，非常和 了。到那 ，我 才会知道 在所受的最
大困 ，无非是上帝无限慈 的使然。我
力，叫我 都能得益 。于是我 就 心

才会
上帝是何等地眷 我 ；他使凡事都互相效
喜，真有 不出的快 和全 的荣耀。 {T9 286.2}

天庭的气氛中没有痛苦存在。在被 之民的家里，没有流泪，没有 葬，没有悲 的 象。以
三十三章二十四
：“城内居民必不 ：‘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那汹涌
澎湃的喜 之潮，必 流不竭，愈流愈深。 {T9 286.3}
我
在 在 俗世的混乱与黑暗之中。但愿我
想将来的幸福。我
以信心来 开一切
云，注 那 世人之罪而死的救主。 他已 凡肯接待而信服他的人,开了 园之门，并且 他 权柄
作上帝的儿女。我
把所遭受最大的苦 ，
有益的教 ，使我 前努力去得上帝在基督里召
我 来得的
。我
想到主必快来而充 勇气，并因存着 个希望而 心 喜。希伯来十章卅
七
: “因
有一点点 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 延。”主来的 候，看
是警醒的仆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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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便有福了。 {T9 286.4}
我 离家的路程一天一天地近了。 我 ，甚至 我
耶路撒冷是我 的安逸之所。在上帝的城中，必不会有

舍命死的主，已 我 造好了一座城。新
，我 永不再听 愁苦的 息， 望的

悲 ，失恋的哀歌。我 征 仆仆的衣裳，行将 成婚筵的礼服。我 将 眼看 大君王的加冕。
凡将生命 藏在基督里的人，凡曾在 世上打 信仰的美好的仗的人，必在上帝的国中 出救 主
的光 。 {T9 287.1}

再 不久,我 就要 自会 我 寄托着永生希望的主了。在他面前，此生的一切
困苦都不足
道。“所以，你 不可 弃勇敢的心，存
的心必得大
。你 必 忍耐，使你 行完了上帝的

旨意，就可以得着所
的。‘因
有一点点 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 延。”’ 希伯来 10:3537 要向上看，向上看，愿你 的信心日日增添。 信心引 你 走在那条窄路上──那条路直通上
帝的大城， 到那 被 者
的光明宏大、永久无 的世界。“你 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
夫忍耐等候地里宝 的出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 也当忍耐， 固你 的心，因 主来的日子
近了。” 雅各 5:7-8 {T9 2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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