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en G. White Writings

12/16/13, 11:04 AM

(

自 言卷五, 九八至一○五，一八八二年著) {ST2 11.1}

“耶和 的大日 近， 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 日子的 声。勇士必痛痛地哭号。那日，是忿怒
的日子，是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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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日子，要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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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西番雅 一章十四至十七

{ST2 11.2}

“那 ，我必用灯巡 耶路撒冷，我必
福，也不降 。” 同章十二 {ST2 11.3}
“不知羞耻的国民哪，你

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他

当聚集；趁命令没有 出，日子

去如

心里

，耶和

前的糠，耶和

必不降

的烈怒未

到你 ，祂 怒的日子未到以先，你
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 典章的 卑人哪，你 都当
求耶和 ；当 求公
卑，或者在耶和
怒的日子，可以 藏起来。”西番雅 二章一至三
{ST2 11.4}

我 是靠近 束之 日了。我蒙指示， 到上帝的
判， 今已在世上施行了。主已将那要
来的事 先警告我 。在 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之 ，从祂的圣 上，有光照亮我 。“人
正

平安

妥的

候，灾

忽然 到他 ；……他

不能逃脱。” {ST2 11.5}

我 的本分，就是要 究 可怖的大黑暗的原因，方可逃避那使世人自招大迷惑的事。 上帝已
世人一个机会，可以明白及 从祂的旨意。祂已从圣 上 他 真理之光；也向他
出了警戒，
，及忠告；然而肯听从祂 的人，却是很少。大多数的人，甚至于自称 基督徒的，都是象犹
太国一 ，因自己的 越权力而矜夸，并未
些大福气 答上帝。祂本其无 的慈悲，已向世人
出最后的警告，宣布基督已在门口，并指出那被破坏之上帝的律法。然而 今
宴 之 ，也
象洪水以前的人
及拒 挪 的警告一 ，拒 上帝忠心仆人的信息。世人重蹈古人覆 ， 迷
不悟，象从前一般地 中于世俗的
及宴 ，恰在此 ，上帝的怒气却正要向一切干犯祂律法的
人 作了。 {ST2 11.6}

你

要

慎

我 慈悲的救 主， 先 到祂门徒在 代所要遭遇的危 ，便特别向他 警告 ：“你 要
慎，恐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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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路加福音廿一章卅四至卅六 教会若是追随世人同 的行径， 果自必遭遇同
的命 。不但如此，他 既已接受了更大的亮光， 他 所受的刑 也要比那不悔改的人所受的
更重大。 {ST2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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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人，自称比地上一切别的人先得真理，我

的生活及品格，就当与

的信仰相符。日

子 近了， 人要象宝 的麦子一 ，被捆成捆，收在天上的
里；同
人却要象稗子一 ，
被收聚起来，准 在那末后的大日，投入火中。 但是麦子稗子“两 一
，等着收割。” {ST2 12.2}
在 行人生
明， 目共睹。
圣的

上， 人始 不免要与不敬虔之 交接。光明之子散居在黑暗之子当中，善 分
上帝的子民就可“宣 那召你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 的心中燃着神

，生活上表 着与基督相似的和 ，

就使世人得以一瞥天国的美景，而欣

其

点。 {ST2

13.1}

同类相投，同气相求；照 ，凡
同一福泉之水的人，也要彼此吸引，密切相聚。信徒心中存
有真理，就必彼此造福，而和 同化。
，基督祈求门徒合而 一，象祂与天父合而 一的祷告
就成全了。凡是真心悔改的人，都必

力争取 种

合一的精神。 {ST2 13.2}

在一切不敬虔的人当中也会有一种似是而非的
，局部地掩盖了他 互不相容的 争。在反抗
上帝的旨意与真理上，他 是沆瀣一气的，但在其他的事上，却是彼此憎恨， 心斗角，互相猜
忌，及誓死必争的。 {ST2 13.3}
洁的及卑

的金属， 今已混 到

般地步，惟有无 大能之上帝的慧眼，才能予以确当的辨

。可是真理圣洁的道德磁力，却能将 洁的分子吸收聚合，同

虚
“耶和
神呢? 有

的安全

的大日 近， 近而且甚快。”西番雅
在

当前的

代真理者，却在他 的

也排斥了卑 假冒的。 {ST2 13.4}

一章十四 然而我 何 可以

到真正的复

大日得以站立得住呢?那些受上帝委托以圣洁，庄 ，及

位上睡着了。他

，一 都不缺；”但那
信真
的。” 示 三章十七 {ST2 13.5}

借着行

的却

表

：我

有真理；我 是“富足，已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

精

人的

了

、瞎眼、赤身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
、瞎眼、赤身的。” 些
于今日教会的 情，真是何等逼
真的写照啊!上帝的仆人 受了圣灵的指示， 出警告的信息，向 非作歹的人 明他 品格上的缺
点；但他 却 ：“ 些 与我的情形不符。我不接受你 所 的信息。我正尽力 善。我信仰真
理。” {ST2 14.1}
那 仆就是自称等候基督的，自己心里 ：“我的主人必来得 ，” 太福音廿四章四八 。他既
是“仆人”，在外表上献身服 上帝，但在心中却已 服了撒但。他并不象那
人的一 ，公开地否
真理，但他在生活上却 露了他的心意──主人必来得 。他的 种臆断，就使他忽略了永恒的福
惠。他接受世人的主 ，随从世上的
，只以自私，属世的 傲，和各种的野心 重。他害怕弟
兄 的地位比他自己的更高，就非 他 的努力，
他 的 机。
他无异 手打他的同伴。
他既与上帝的子民隔 ，就与不敬虔的人日益 近。他乃是“ 食醉酒，”与世界混合，沾染他 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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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他就被服 了，梦想肉欲的安全，并被疏忽，冷淡，及 惰所
种罪

万

12/16/13, 11:04 AM

的开始，先由于忽略警醒及私祷，

而忽略其他的信仰方面的

涌入了。每个基督徒必要受世界的 惑，情欲的

安全的。不

我

已有了何种的

，不

了。 {ST2 14.2}

，及撒但的直接

我 的地位多高，

当日日受上帝之灵的 束，否 就要受撒但的控制。 {ST2 14.3}

， 至于大门洞开，

探所攻

。没有一人是

是需要不住地警醒及祈祷。我

的警告
救主

祂门徒的指 ，也是

情形，因此祂

：“你

代门徒之益

要 慎。”我

而

的。祂早已

每个人的本分，就是

到那些居于

近世界末日之人的

当将圣灵的宝 恩典珍藏心中。 {ST2

15.1}

撒但正是努力不倦，聚精会神地将那些自称

的人身上，行各
的，都是

出于不

的

基督门徒的人，拉

他的行列之中。他正在“那沉

。”然而支持那黑暗国度的，却非撒但独力的工作。凡

探人的。凡效法 大 子的，就成了他的助手。凡在自己的影响力上支助一件

都是作撒但的苦役。 {ST2 15.2}
行

表

出人的主 及 机。 多自称是主葡萄园中的 木，在所 的果子上，却

是荆棘与蒺藜。教会全体也
是不能成

葡萄的。 {ST2 15.3}

可一些教友的 行，但 种

可却不能

如果一些自称信仰 代真理的人，能明白自己的真相，他 就要

明

惑人犯罪
事者，

明他

不

就是善。荆棘的果子

上帝的恩典感到

望了。他

已施展自己的 力反 真理，反 警告之声，反 上帝的子民。他 一向做着撒但的工作。 多人
已受他的
所迷惑，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种背道情形的存在，非使 多人 亡不可。 {ST2 15.4}
他

教会已

一再受到警告。 上帝子民的本分及危机，都已明白地 示出来了。然而属世的成分，在

身上却仍 得极其强烈。那使人离开上帝的 俗，
， 髦，多年以来已根深蒂固，以致人
弃圣灵的警告及 求；直到后来，他 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看来无不正直，而圣灵的声音也就几
乎听不到了。无人能 料自己一旦 服于大 子的权力之后，将堕入罪 到何等的程度。撒但 入
了加略人犹大的心中，就引 他到了 主的地步。撒但也引
拿尼 及撒非喇去欺哄圣灵。凡不
完全献身 上帝的人，也 要被引 去作撒但的工作，而同 却自欺，以 自己正是 基督服 。
{ST2 15.5}

弟兄姊妹 哪，我 你 “ 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
。”若要保持基督徒之 的
情与 洁，就必 源源地有基督恩典的供 方可。你 曾否用一切方法使“ 心……多而又多；使你
能分别是非，”并且“
了仁 的果子，叫荣耀称
与上帝”呢?腓立比 一章九至十一 {ST2
16.1}

上

多本当 仁 及真理而 立的人，却 出其弱点及犹豫，以致引起了撒但的攻 。凡不在恩典
，不求 到灵程最高 准的人 ， 不免要失 。 {ST2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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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需要

权

个世界

的俘

于基督徒乃是异

。一切人的信仰都要

国。他若不以神圣的甲胄防身并
。大家都要

磨

圣灵的宝 ，就要成

，象精金在烈火中被

一

黑暗

。 {ST2 16.3}

教会是由有缺点，有
的男女 所 成，故 不断地 行仁 与容忍。 可惜久已有了一般不冷
不 的情形，属世精神遂渗入教会之中， 之而来的，便是彼此离 ，吹毛求疵， 毒猜忌， 心
斗角，及犯罪不法了。 {ST2 16.4}

如果那些在心中及生活上尚未献身成圣的人，少

少

，多用工夫在上帝面前自卑，那么我

就

可希望主来帮助你，医治你背道的病。近来 多人所 的道，都是 人以一种虚 的平安。有些本
会的 道人与上帝少有真 的
， 等人不能明智地 理上帝教会的重大福利。把工作委托
的人，就象将在海中的大船交 小孩子去管理一 。那些缺乏天上智慧，缺乏上帝活 能力的
人，就不能在 涛 浪与冰山苦海之中
福音的大船。教会正在
厉的斗争，然而在
之中， 多人却想将之交 那必会使其 覆之人的手中。我
在需要一位 港在船上，因

危机
我

正是
港口了。我
等人 当作世上的光。然而多少人却是愚拙的童女拿着灯，却没有
油
在器皿里。但愿那有百般慈悲，丰盛恩典，及完全 赦人的主，可怜拯救我 ，使我 不至于被
者所 ! {ST2 17.1}
在此争斗多 的 期，我 需要那从正 原理，从 定的宗教信念，从基督 存之 的保 ，以
及从属灵之事的丰富
上，所能得到的一切支持及安慰。惟有在恩典中不断地
，才可使我
在基督耶

里得以 大成人。 {ST2 17.2}

唉，我能

什么 来打开瞎子的眼，来

属灵的悟性呢!罪必 被

在十字架上。必

由圣灵作

成完全的道德革新。我 必 有上帝的 ，和活
存的信心。 就是火 的金子。我 惟有从基
督才能得到。每位 心迫切 求的人，都必 在上帝的性情上有份。他的心 中必 有 切的渴望，
想明白那 于人所能 度之 的丰盛；及至在属灵的生活上 步之 ，就更能 悟圣 上的高尚尊
的真理，一直到因仰望而 化，并能反照出他救

主的形象来。 {ST2 17.3}

二嫉妒与批
(

自 言卷五, 五六至五九，一八八二年著，原

“重要的

”) {ST2 19.1}

嫉妒不 是一种乖戾的脾气， 直是一种疾病使官能完全失常。嫉妒起源于撒但。他曾想在天庭
居首，但因不能如愿 得一切的权能及荣耀，便反叛上帝的政权。他嫉妒我 的始祖，引 他 犯
罪，致使他

以及全人类都 于 亡。 {ST2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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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自己的眼睛，不看别人的 良品

及高尚行 。他常是 最

秀的人物，大肆攻

及曲解。人 常常 罪及弃 别种的
，但是嫉妒的人，却很少有希望要他
作。因 嫉妒一
个人，就是承 那人比自己强， 傲的心便不 他作任何 步。如果你想 服一个嫉妒的人，叫他
知罪，他反而会格外攻

他所憎恨的

象，而且往往他是仍然无可救 的。 {ST2 19.3}

嫉妒的人无 何往，都要散布毒素，离 朋友，激
恨，并反抗上帝及人类。他想要人以他
至美至大，但他却不采取英雄克己 牲的行 ，使自己 到 越的地位，反而是尸位素餐，淹没别
人的功

…… {ST2 19.4}

那喜

搬弄是非的舌 ，呶呶不休的舌 ，往来

言

，告他吧，我 也要告他，正是使徒雅各

所 的，是从地 里点燃的火。它在四面八方散布野火。
的人，到 破坏清白之人的名
誉，有何 忌呢?他虽 坏那些已 肩 重担之人的希望及勇气，但仍不止息自己的罪行；只是一意
放 喜 播弄是非的癖性。 甚至自命 基督徒的人，也是 眼不看一切 洁，
，高尚，可
的，反而珍

可非 与不能 同的，并且公之于世…… {ST2 19.5}

用善意
何

我

去听人

弟兄，自己就是在

待

人

上也有份了。或

能住在祢的圣山?” 人的回答 ：“就是行 正直，作事公
人，不 待朋友，也不随伙
里。” 篇十五篇一至三

：“耶和

，心里

啊， 能寄居祢的

幕?

的人。他不以舌

{ST2 20.1}

如果每人都能 得：那在你面前
人的，亦必在人面前
你，那么将有多少的 言蜚 就可
防止了。我 当尽力用善意 待 人，尤其是 于自己的弟兄更 如此，非至迫不得已之 ，不可
向其妄存他念。 于一切不良的 言，我 不
然予以 同。因
些往往是由于嫉妒或 会而
起，有 也 是 甚其辞，或是只 到一部分事 的片面之辞。妒心与疑心一合在一起，立
自行散播，象 花上的柔毛一 。弟兄若行了 路， 正是你表示 他真切关注的好机会。
地去到他面前，同他祷告，并 他祈求，当 念基督
以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 多的罪。 {ST2 20.2}
一眨眼色，一句言 ，甚至于一种声

，也

是与

救 他而付出的无

代价。如此，你也

就会
和

一 厉害，落在一些人的心中，就如

可
有

刺的箭一般，造成了无可救 的
。照 ，一点疑忌，一点
，也可被投射在一个上帝要利
用其成就美好工作之人的身上，而萎弱他的感化力，及破坏了他有用的才干。有几种 物，若是一

个受 ，仆地不起，它立 就要被其同类所撕碎吞食。有些名 基督徒的男女，也放 着 种残忍
的精神。 他
出法利 人式的 心，拿石 打那些比他 自己的罪更 的人。有些人指 别人的
和失 ，借以
人 于他 自己的注意，或要得人称 是 上帝和教会大
心。 {ST2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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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猜忌及挑剔的
(

自 言卷五, 九四至九八，一八八二年著) {ST2 22.1}

起来很是痛苦，在教友之中，有 多人的舌

是不受管束的。有些是虚

的舌 ，

挑

是

非；有些是
的 声
；有些是无 的 ， 管 事的 ，及 滑 探的 。在 些
之人中，有些人是出于好奇之心，也有些人是出于猜忌之念，更有 多人是因 痛恨那些上帝所借
以申斥他 的人而起的。 一切 争不睦的分子 今正在工作着。有些人把自己的真心
露，同 另一些人，却急欲公布自己所知道和所猜想的一切他人的
。 {ST2 22.2}
我看到那

的精神，也就是那使真理 成虚

，良善 成邪

，无辜

成有罪的，

意

藏不

今很是活

。撒但 到自称 上帝子民者的情形，便洋洋得意。 多人一面忽略了自己的灵性，另一面却留
心找机会批 别人，定别人的罪。人人在品格上都是有缺欠的，按猜忌的心理想要找出一点于人有
害的事并非困 。 些自封
判者的人 ：“ 在好了，我 有了事
控告他 ，使他 不能剖白。”他 等待合适的机会，然后解开塞 了
肴。 {ST2 22.3}

在手，我 可以根据 些来
言的包裹，供人以可口的佳

些天生有强烈想象力的人，因 尽力注意于某一点上，便有了自欺欺人之 。他 收集别人无
心所 的 ，并不体
些 也 是 得太急太快，不能反照
之人的真 心意。 些未 思

的 ，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被人用撒但的放大 来透 ，加以揣想而
重述， 至于把
小丘 成了大山。 些 意的猜 者，与上帝 离，就被 探所 弄。他
于自己感情的能力，
及言 的效力，罕有所知。在非 别人的
之 ，他 放 自己，犯了更大的
。 知言行一
致，乃一宝石。 {ST2 22.4}

道没有仁慈的法 可 遵守么?

道上帝已授权基督徒可以彼此批

么?人若以友

装，刺探人的秘密，把人信托他的 ，用来攻 那人， 能算得上
高尚么?人若收集 言流 ，
暴露一切足以引起猜疑别人品格的事，用以 害别人而竟沾沾自喜，
是基督徒之 呢?撒但在能
破坏一个基督徒名誉及使其受 害之 ，是洋洋得意的。他本是“控告我 弟兄的。” 道基督徒也
助他工作么? {ST2 23.1}
上帝无所不

的慧眼洞察

人的 失，及明白各人主要的癖性；然而祂却容忍我 的

我 的 弱。祂吩咐其子民也当存同 的仁慈忍耐的精神。真
瑕疵
。他 必 离那可憎或丑 的事，只留心那羡慕可喜
疵之 ，及每一
攻 的 ，都是令人痛心的。 {ST2 23.2}

，可怜

的基督徒，必不以揭露他人之 失
的事。在基督徒看来，每一吹毛求

向来都有自称信仰真理的男女，在生活上却没有与真理圣洁之感化力相符合； 些不忠心的人，
正是欺 自己，并鼓励自己犯罪。在他 的生活，品行，及人格上，都 出不信之心， 种可怕的
害，正如毒

作。 {ST2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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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而不

人

如果一切自称 基督徒的人 用辨 之力去省察 正自己的 失， 而不
别人的
，那么今
日教会的情形就必更加健全了。有些人在无 付代价之 ，是很
；及至要以权
利己之 ，
却把
忘 了。在一个人的心思中，
与权 是冰炭不相容的。到了 候，若非弃 权 ，而
以真理
主宰；就必存容权 ，而将
忘 了。二者迥不相侔，决无共通之点的。一个是巴
力的先知，另一个却是上帝的真先知。当主 用宝石之 ，必 于以真 ，坦白，
上 。天
使正在
等人制造冠冕，从 些宝星
的冠冕上，要 煌地反射出上帝宝座所 的光芒。 {ST2
23.4}

本会的 道弟兄 往往被一些人 教会中苦 之事所 的
所愚，且在 道中屡次提及 一类
的事。他 不
助 教友彼此埋怨，乃当使他 各人
察自己的言行。无 何人都不 因听
述 别人的 行，而激起自己的偏 及反感；大家 当忍耐等待，直到双方的
都听明了，然
后只相信那真确事 所
的。无 何 ，最妥当的方法，就是在未 格 行圣 的法 之前，不
听那 意的一面之 。有的人用奸 向一般毫无戒心，也不 疑他的人探听一些与己无关的，即使
他

知道了也无益 的事；上述的原

也是适用于

等人。 {ST2 24.1}

我的弟兄 哪， 灵性的益 起 ，你 的眼目 当 注于上帝的荣耀上。尽量在思念中忘 自
己。我 是近乎 代之末了。 当用永恒的亮光来省察自己的 机。我知道你 需要受警告，你
在正是离开了古道。你 所 之科学，正是在暗地 坏基督徒原 的根基。我蒙指示 到你 若
是离开上帝，所必 之途。 切不可信靠你 自己的智慧。我告 你 ，你 的灵性正是陷于急迫的
危

之中。

基督的 故， 当省察自己

什么

不大喜

宗教的活

。 {ST2 24.2}

主正在
及
祂的百姓。你尽可随心所欲， 自己的品格瑕疵下无情的批 ；但 于别人，
却 存仁 ，慈怜，及礼貌。 当每天自
：我的内心是否 正，抑或是心 虚 ? 当祈求主救
你脱离 一切的迷惑。 是与永恒福利攸关的。当此多人
争名 利之日，我
的弟兄 ，你
是否切心 求上帝之 的保 ，并喊叫 ， 能指示我，使我所蒙的恩召和
定不移呢? {ST2
25.1}

撒但留意研究人生来所 向的罪，然后下手 惑及使人陷入 网。我 是 于 探的重重包 之
中，但我 若是英勇 主作 ，就必 得 利。人人都 在危 之中。若果你
卑而且 常祈
祷，就必度
的 程，比精金及俄斐的 金更宝 。反之，如果你 粗心大意，不作祈祷，
就要

成

的

和响的

一般了。 {ST2 25.2}

有些人几乎已在疑惑的迷 中迷失了。我愿
等人 ，提高你 的心思，超越于那迷津之上，
注于上帝。信心与圣洁把你 与永生之主越
系，你 也就越 清楚明白祂 待你 是何等地
公正合理了。 当以生命，就是那永恒的生命，作 你 追求的目 。 {ST2 25.3}
我知道你的危

。你 如果 于 言失去信仰，就要离弃圣

的真理了。我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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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不信的立 ，我 你 的灵性痛苦，所以要向你
出警告。有多少人肯听从 警告呢?你
在
既然如此看待 言，如果将来有 言 下 住你 的路，迎 指正你 的
，你 是否会 得十
分随意，可以采 或拒 其一部分或全部呢?你 所无意接受的部分，倒正是你 所最需要的呢。
上帝与撒但是永不能合作的。所作的
不是 有上帝的印 ，便是 有撒但的 号。好 不能
坏果子，坏 也不能 好果子。凭着他 的果子就可以 出他 来。上帝已 言了。有 已因听祂
的 而 兢呢? {ST2 25.4}
当我去科

拉多省的 候，我非常关

你，以致我在身体很

弱的 候，

会写下好多的

，以

便你在年会中可以宣 。在半夜以后三点 之 ，我 弱
地起来，写信 你。那是上帝借着瓦
器
。你也
， 不 是一封信 了。不 ， 是一封信，然而却是出于上帝圣灵的感 ，把
所 示 我的事， 明在你的面前。在我所写的 些信中，也就是我所作的
上，我乃是把主所
指示我的事 述 你。我在 刊上所写的
，没有一 是
表我个人的意 。 些都是上帝在
异象中所 示 我的──是从上帝宝座所 的宝 亮光而来的。── 言卷五, 六七，一八八二年著
{ST2 26.1}

四上帝的工人
(
在

真

大收

自

言卷五, 一三二至一三七，一八八二年著) {ST2 27.1}

的田地里的同工 ，我

可以作工的

何等 慎，以求善用每一分的光阴啊。我
欲
血的洗礼。使徒 也感染了主的 心，而
作，与那些 政的，掌权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

候是不多了。 今正是千

逢的良机，我

的救 主十分 忱于救人的工作，甚至于自己亟
决， 定， 切地前 ，要完成他
大的工
魔争 。 {ST2 27.2}

我 所 的 候，需要比 使徒 候更大的
，然而 多基督的 道人，却有一种不安定的感
，想效法 代 兴家 情奔放的作 ，想要作一些大事，想激 人的情感，以便自己会被人

干 的演 家， 享盛誉，出人 地。 等人若遇危 ，而可得英雄之荣誉，自必 决 力以赴。
但那等在生活及工作上，默默无 ，在无声无息中 耶
苦 牲，而得不到人特别称 的工作，
却是需要 正的主 及 定的宗旨方可。可惜具有 种作 及宗旨的人，却是寥寥无几。如果人能
更加尽力与上帝 卑同行，不注意到人，而只 基督的 故 力，那么所成功的就必更大了。 {ST2
27.3}

我的 道弟兄 哪，你
当全然温柔 卑地去 求耶 。切不可想引人来注意你 自己。当你
高 基督的 候， 使人 不注意到那作 工具的你 。 当
耶 ；将自己消没在基督里。
我 在宗教的活 上太忙乱，就把髑 地和十字架忘掉了。 {ST2 27.4}
在彼此称

及互相抬 之

，我 乃是 于极大的危

之中。法利 人最大的想望，就是要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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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称 ；基督曾 他
，那就是他 所可得到的一切
了。但愿我
起主所派定的工作，
基督而作；如果要遭受苦 ，也当 祂而受。我 神圣的主就是因所受的苦 得以完全。唉，何
我 才能 到人 象祂那 辛 呢! {ST2 28.1}
上帝的

是我

的 准。每一仁 的行 ，每一慈惠的言 ，以及 受苦受

告，都要呈 在永恒宝座之前，并 在天庭不朽的
册中。圣
亮光， 光也使最有教养的人 得自己的无能和有罪。 {ST2 28.2}

中的

迫者所作的每一祷

向理解力最昏暗的人

出

仇
正廉价收 人心。照圣 上的口气 来，“你 是无价被 的。”以
五二章三 有的
人 得世人的称 而出 自己的灵魂，有的是 金 ，有的是
足卑 的情欲， 有的是 世俗
的
。
的廉价交易天天在 行着。撒但正向那基督宝座所 回的人 价，他不 那已 救
他

而付上的无

代价，而以廉价收

他

。 {ST2 28.3}

我 的福气及特权是 大的。我 可得最宝 的天庭 宝。但愿各位 道人及教友 着，福音真
理若不救人，就必使人 亡。凡拒 听从 每日所 出的慈悲邀 的人，不久即使是听到最迫切的
呼求，也会无 于衷了。 {ST2 28.4}
我

既是与上帝同工的，就当更加 切敬虔，少高抬自己。人越高抬自己，就越减少

上帝圣灵

之 言的信心。与上帝最有密切
的人，就是那听祂向他
就 出祂声音的人。惟独属灵的
人能 透属灵的事。 等人要感激主指正他 的
； 至于那全心信 自己的人，在祂圣灵所默示
的 言中却越久越少看出上帝的旨意。 {ST2 28.5}
我 的工作 当配以深切的 卑，禁食，及祈祷。我 不 期望凡事都是平安快 的。 苦 是
免的；然而如果我 流泪撒种，就必 呼收割。黑暗与失望有 也会 入克己 牲之人的心中，

然而

并不妨碍他 。

也 是上帝的旨意，要他

更迫切地

需要象迦勒那
我

今所需要的乃是忠心信 ，象迦勒那

求祂。 {ST2 29.1}

的人

的人。今日 多人的生活

出

惰的

象。正当

毅地 用全力以 极工作之 ，他 竟扭 肩 ， 避那 任的巨 。基督的 道人哪，“你
睡着的人当醒 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以弗所 五章十四 你 的工作中 着如此
强烈的自私的气味，以致就将基督忘 了。你 当中有些人是 于受人 容及阿 了。 今犹如挪
的 候一 ， 食，醉酒，栽种及建造的事太多了。世俗已把基督仆人 的精力盗取了。弟兄
哪，如果你 要不信的人尊重你 的信仰，就当用与信仰相符的行 ，自己先尊重它。你 若与上
帝有密切的
，并在面 困 及世人 迫之 ， 守圣 的真理，
你 就可灌注真理的精神
在儿女的心中，使他 也可与你 有效地一同作工，犹如上帝手中行善的器皿。 {ST2 29.2}

多人因
度 食及放 情欲，以致在精神及身体双方面，都没有能力作工。 性的情欲强烈
起来，道德及灵性就薄弱了。当我
在那白色的大宝座前之 ， 多人将 出何等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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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也要看明，如果生前不

抑上帝所

的能力，就可作成何等的大事。他

出如果自己生前把主所交托的智力体力全部奉献 上帝， 他 就可在智慧能力上，有何等
就。在 悔痛苦之余，他 想望自己能再得此生，重新生活才好。 {ST2 29.3}

也要察

大的造

我呼求那些自称肩 真光──作群羊之榜 ──的人 ， 要 离一切的罪孽。 当善用 留 你
的一点点余下的光阴。你是否 强信靠上帝，献身 祂服 ，以致在遇 最惨重的逼迫之 ，你
的信仰仍可使你忠 不渝呢?惟有上帝深切的 ，才能在那 到我 身上的患 中支持我 的灵性。
{ST2 30.1}

克己及十字架乃是我 的分，我 愿意接
?我 无 何人不 妄想，在末日大
身之 ，
因 需要的 故，可以当机立 克己忠 的精神。 乃是不可能的。 种精神必 混合在我 的日
常
中，并在教 及榜 上，灌注入儿女的心思之内。以色列人中作母 的，虽不能身
士，
但她

却能养育那些将来身披全副武装，

主英勇作

的将士。 {ST2 30.2}

之日准
道人及教友均 具有使人悔改的恩典之能力，方可在主的大日站立得住。世界快到

盈，

坏堕落，以致上帝非来干涉不可的地步了。在那 日，凡称 祂门徒的人， 格外 明他
于
祂神圣律法的忠 不 之心。他 的祷告要象大 的一 ：“ 是耶和 降 的 候，因人 了祂的
律法。” 篇一一九篇一二六 从他 的行 上，也会 明：“所以我 祂的命令 于金子，更 于精
金。”同篇一二七 世人 上帝律 法所表 的
度，十足 明 什么守 的子民 当挺身向前，
表明自己推崇及重看祂那被蹂 了的律法。 {ST2 30.3}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多人的 心才
冷淡了。” 太福音廿四章十二 世上的 气也都被罪
玷 了。上帝的子民不久就要受火 的
。 今 多看来很是真
正的人，到那 就要 出
是劣 的金属了。他 不但不因 人的反 ，威 ，及侮辱，而更加强固及 定，反而是要畏 地
到反 者的一 去。主的
是，“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撒母耳 上二章卅 在
世
想 弃上帝律法之 ，我
可因此而减少 决遵守的心呢? {ST2 31.1}
从暴 ，洪水，地震，及海洋 地各方面的危 灾 看来，上帝的刑
已遍 各地了。 大
的“自有永有者” 在向那些 弃祂律法的人
。当上帝的忿怒向世人 下之 ， 能站立得住呢?
今正是上帝的子民表 自己忠于正 的 候了。在基督的宗教最受人蔑 ，祂的律法最受人看
之 ，我 却当 出最
的 心，及最 决不移的勇气和决心来。在大多数的人 弃我 之 ，
立
真理及公 ，在 士稀少之 ， 主 勇作 ； 就是我 的
。
，我
当因别
人的冷淡而

忱，因他

的胆怯而勇敢，并因他

的反叛而忠

。 国都必站在那大叛逆的一

。

{ST2 31.2}

是一定要 到的。卅六年之前(按此文作于一八八二年)，我就受 指示得悉
所要出 的
事了。星期日的法令要迫使人民遵守教皇的制度，同 耶和 所定 圣的安息日，却要被人践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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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下。 {ST2 31.3}
那救我 的元 要 固祂的子民，以 付他 必 的斗争。当撒但 其全 之力以攻
徒，死亡正面 着他 之 ，他 凭着信心，迫切祈祷，耶和
的元 就屡次
，拯救了受

迫的人。 {ST2 32.1}

基督的门
，

今正是我
当与上帝密切
的 候，以便在祂可怕的忿怒向世人
之日，我 可得 藏
起来。我 已 逸出古道之外了， 在 当回 吧。若耶和 是上帝，就当事奉祂；若巴力是上
帝，就当事奉巴力。你 到底要站在哪一 呢? {ST2 32.2}

五撒但的工具
(

自

言卷五, 一三七至一四八，一八八二年著) {ST2 33.1}

撒但利用男女作他的工具，引 人犯罪，并使罪
出吸引力。他 真地
些工具，将罪
改
面，使能更 利地
人，并劫 基督的荣耀。撒但乃是上帝与人类的大仇 。他自己可借
其工具而装作光明的天使。圣 上称他
命的，控告弟兄的，行
的，
的，叫人受苦的，
及 人的。撒但有 多的雇 ，但他最成功的，就是在他能利用那自称 基督徒者去作他 魔之
工。他
。无

的感化力越大，地位越高，及自称越多明白上帝和祂的工作，撒但就越能
何人只要引 人犯罪，就是撒但的工具了…… {ST2 33.2}

利地利用他

我 靠近世上 史 束之 ，四周的危 日盛。
口 上的敬虔是徒然无益的。我 必 与上
帝有活 的
，以便有属灵的眼光，可以辨明那借一般自称具有本会信仰之人，所潜入我 当中
的最狡猾而 秘的罪 。 {ST2 33.3}
最大的罪 都是那些自称圣洁，并 自己不能犯罪之人所招来的。 等人很多是天天犯罪，在生
活及内心上腐化。 等人自 自 ，自立公 的 准，并全然不能符合圣 的 准。不 他 自称
是多么高尚，他 仍是
之 的局外人。 乃是上帝的大慈悲容忍他 的悖 ，没有因 他 的
白占地土而砍掉他 ，仍然保留他 在能蒙赦免的范 之内。 他 不断地擅恃上帝的忍耐，妄用了
祂的恩典…… {ST2 33.4}
人若在不 之中持有真理，口称相信真理，却又以矛盾的生活来日日 害真理，他就是委身服
撒但的，并引人到 亡的地步。 等人与堕落的使者互有交往，受他 的 助，控制人的心思。
{ST2 34.1}

人若受撒但魔力的控制，就把上帝忘

了，而充

坏之心

的人，反受

。 等被

的人，

暗行情欲之事，反以其 美德。 乃是一种邪 。最好把使徒向加拉太人所 的
再 提述：“耶
基督 十字架，已 活画在你 眼前， 又迷惑了你 ，使你 不遵行真理呢?”加拉太 三章一
按英文圣 直 在异端邪道及情欲淫行中，常有迷惑的力量。人的心思既受迷惑到不能 用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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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力的地步，就不断地随从幻想的
， 离清洁了。属灵的眼光 成蒙昧不明的；那些品德
清白无玷的人，也被那些自称 光明使者的撒但工具，施用欺
之道所迷惑了。那使 些工具
大 得 的，就是 种迷惑。 {ST2 34.2}
如果 些工具大胆出面，公开 行，人 就要毫不犹豫地拒 他 ；然而他 却先 法取得人的
同情，及博得人的信任，叫人看他 乃是圣洁而克己 牲的属上帝的人。到了人以 他 是上帝的
特别使者之后，他 才开始其

的工作，

法

弃上帝的律法，引人离开正 之道。 {ST2 34.3}

道人若利用教友 他 的信任心，引人到了 亡的地步， 他
道的地位越高，就使自己比
一般普通罪人的罪也越重。在上帝的日子，天上的
簿揭开之 ，就必 到有 多的 道人名列
其上， 明他 曾 装清洁的存心和生活，并自称受托有基督的福音，而其 却是利用其 位之便
利，去 惑人干犯上帝的律法。 {ST2 34.4}

天空属灵气的

魔

当世上男女落入撒但的 坏权 之下，就几乎不可能救拔他
的思想，及 上帝的律法有清明的 念。因 罪既被 道人不

脱离可怖的 网，使他 再有清洁
罪，所以在 些受迷惑之男女的

人若不
与德行 洁的人交往，反
情欲相投，道德水准已到低落的地步了。

的人交往，那就 在 明其气味与
低下的水准， 高尚及圣洁之精

心思中，就再也看不出罪
判断力就
了，而 罪
他 所同化，而在不知不

神所
是我

的
可憎，象上帝所看的一 了。人心既把道德的 准降低，他 的
，以
罪。人若与 班嗜好
都不高尚不清洁之人来往，就会被
之 与他 同流合 了。 {ST2 35.1}
心思不洁， 于邪
等受 入迷的人反

系──一种属灵的和 。然而使徒却称 种精神
要向它
猛烈攻 的。 {ST2 35.2}

“天空属灵气的

魔”以弗所 六章十二

正

当
子开始其迷人工作之 ，他往往遇到各种 嗜不同的人，但因他以大敬虔
装，就博得
人 的信任，及至作到了 一步之后，他就随心所欲而施行其狡猾迷惑之能力，以
其
阴
。 女 与 等危 的分子来往，便 于吸收
的 气，而几乎不 得自己也感染了同 的精
神。她

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就 成了那迷惑她

之人的影子了。 {ST2 35.3}

有些人自称有新的亮光，自命 改革家， 他 在某等信服 代异端，及不 教会属灵情况的人身
上，将有很大的影响。 等人有正直
的心，渴望 到向善的改革，和 高的 准。如果基督的
忠仆能将 洁未被玷 的真理
等人，他 就要接 ，并因 从洁 了。然而那 刻机警的撒
但却追踪于 等 求真理之人的路上。有的人 然宣称以改革家的身份来到他 之前，就如撒但化
装光明的天使来到基督面前一 ，把他

离正道更

了。 {ST2 35.4}

那随着情欲而
俱来的不幸与堕落，是无法估 的。 世界被其上的居民所
。他 的罪
已 近 盈；那以敬虔 外衣而 行的不法，必引致最重的
。 于真心悔改的人，其罪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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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深重，世人的救 主从不摒弃他 ；但祂 于法利 人及假冒 善之
。那些公开露面的罪人，倒比 等人更有希望呢…… {ST2 36.1}

，却是大

火烈的

警醒祷告
在此腐 的 代，我 的仇 魔鬼，如同吼叫的 子，遍地游行， 找可吞吃的人，我
有
声大 警告之必要。“ 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可福音十四章卅八
多大有才干的人，

却将才干不当地献 撒但服 之用。 于那等自称脱离世俗及其黑暗作 的人， 于那等受有上帝
律法的委托，而竟象徒有其表的无花果 ，在全能者面前炫示枝叶茂盛，但又不 果子以荣耀上帝
的人，我能向他

什么警告呢?在他 之中，有

多人心藏

的思想，不圣洁的幻想与欲望，以

及卑 的情欲； 上帝憎
种 木所 出的果子。圣洁的天使 到 等人的行 ，便起
，可是
撒但却甚 喜。唉，惟愿男女能考 到干犯上帝律法所要得的 果!在无 何种情形之下，犯罪 是
上帝及

法。 {ST2 36.2}

害人类的。不 其 装是何等的美好，也不 是

我以基督使者的身份，奉

你

自称信仰

犯的罪，我

都必

代真理的人，要立刻憎恨所有

向

存

与那些有此
气息的人交往。 当最痛切憎恨 些
的罪。 当逃避虽然只在
心思引入 种邪途的人：“因 心里所充 的，口里就 出来。” 太福音十二章卅四

的看

的事，并拒
，亦将

{ST2 37.1}

世上犯 些
罪 的人日 增多，并要
我 的教会中来，因此我警告你 ，不可 他 留
有余地。 当 离
惑人的。他虽自称是基督徒，其 却是化装人形的撒但；他借用天庭的服
装，以便能

使你的灵性玷

其主人作更佳之服 。你 切不可
，象被

秘的建

的水流 的 道，也沾染了

一

有分毫的机会，因

。 {ST2 37.2}

等建

会

宁死不辱

言
庄

宁可

取

困，

，离弃 友，或任何苦

，而不使自己的心灵 罪所玷

当是，宁死不辱，或宁死不干犯上帝的律法。我
洁之真理的人，就 当提高 准， 超乎 代

。每一基督徒的格

等人既号称 改革家，珍重上帝圣言中最
准之上。 当迅速 理教会内的罪 及罪

人，以免他人也受染
。要 到
与 洁的地步，我
当更加 底清洁 棚， 除 中的
干。 凡居
地位的人，不可姑息一个弟兄的罪。 当向他指明，他必 清除罪 ，否 当离开教
会。 {ST2 37.3}

如果教会中的每一教友都作柔和 卑救主的真 门徒，会中就必少有遮掩及原 罪 的事了。大
家必力求行事 人象行在上帝面前一般。他 要感 到无所不 的慧眼正在 察自己；人心中最秘
密的意念，祂无不知道。人的品格，

机，目的及愿望，在全能者的眼中看来，无不明如白昼。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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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很少有人存

的思念。大多数的人都不感 到，在上帝

可怕的代价。 {ST2 38.1}

判台前，干犯主律法者必要付上何等

你 自称接受 种大光的人， 能自 于低下的水准呢?唉，我 真 怎
刻迫切 求上帝的
同在，明白
的真理，知道万物的 局近了， 判全地之主已站在门前了啊!你 怎能不 祂公

圣洁的命令呢?你 怎能当着耶和 的面犯法呢?救 主已 你 舍了自己，要 你 脱离一切的罪
，又洁 你 ，特作自己的子民， 心 善，你 怎能在祂及 洁天使的完全注 之下， 存不
圣洁的思念及卑
于永恒世界

的情欲呢?在你 用基督十字架所

境之 ，放

我向本会信徒

就不至于踏入
就不至于
底，你

罪 ，乃是太卑

。你 若 近耶 ，用

太危

的光来思想 事之

么? {ST2 38.2}

的生活及敬虔的言

，你

来表

你

不

得在此立足

的信仰，你

的脚

禁之道上了。只要你 警醒， 刻警醒祈求，行一切的事象行在上帝面前一 ，你
探所屈，并能希望保持 洁无瑕疵无玷 到底了。 你 将起初确 的信心， 持到

的道途在上帝里面就必建立；而且恩典所开始的工作，就必在上帝国的荣耀之中完成。圣

灵所 的果子就是：“仁 ，喜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 ，温柔， 制；
的事，没有
律法禁止。”如果基督在我 里面，我 就要把肉体 同邪情私欲都 在十字架上了。 {ST2 38.3}

六人 可 取上帝之物呢?
(

自 言卷五,一四八到一五二，一八八二年著) {ST2 40.1}

主已使散布亮光和真理 世人之工，有 乎那些分享天庭恩

比 少数的人奉召出门，作 道人或
理。 {ST2 40.2}
主 我
曾自愿

，而同

方布道士，而大多数的会

之人的志愿努力及甘心奉献。只有
却在金

上效力，合力推广真

拿尼 及撒非喇的故事，要我 明白在自己的各种捐献上，欺 之罪是何等 重。他
拿出
的一部分，用以促 基督的圣工；但到了金 在手之 ，他 却不肯履行那
又想向 人表明自己已把一切都献上了。他 所受的刑 是明

的，俾作

代基督徒

的恒久 戒。 同 的罪也可怕地流行于今日，但我 没有听到如此 著的刑 。主一度向人类
明祂是何等憎恨 种干犯祂神圣主权及尊 之罪，然后就 人去依照 神圣制度的一般原理而行。
{ST2 40.3}

福音的收入，乃在乎十分之一与 意捐。在上帝委托

人的金

上，祂有

得的一份──就是十分

之一；但祂却随人自定 十分之一究竟是多少，或是否愿捐献 于此数。各人要随自己的心意而奉
献。然而到了人心被上帝之灵的感化力所激 ， 下了愿，要献一笔款 之后， 愿的人 那已献
圣的一份就不再有权了。 他已在人前立了 ，他 都作了
种最神圣的
， 与主同工，在地上建立祂的国度。向人

事的
的

人。同 他自己就已 起一
，尚且 当遵守，那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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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更神圣更当遵守么?

力么? {ST2 40.4}

道在良心的法庭上

当神圣之光非常清明有力地射 人心之 ，那

圣工之念。人不要期望所

之 ，

能比与人所立的字

更少效

有的私心便放松其掌握之力，于是人就起了

的愿，毫不遭受撒但方面的抗 就可

。撒但不喜

到救

助

主的国

度在地上建立。他暗示人
的愿太多了，也 会破坏他 立 置 的力量，或是无法
家人的欲望。撒但在人心上所 用的力量是奇大的。他是极其迫切地用功，要使得人心只

足他
自己。

{ST2 41.1}

上帝所定的促

人健康与得
之意，献
人心

祂圣工之唯一方法，就是 人

之福。祂

人日光与雨水，使植物生

，又

之能力。我 的一切福气，都是由祂 恩厚惠之手而来。祂要男女世人向祂表示感恩
祂十分之一及各 捐献──感恩捐， 意捐，及因蒙赦罪而献的感恩捐。 {ST2 41.2}

自私之念所硬化，象 拿尼 及撒非喇一

，他 受引

，想扣留价款之一部分，同

又

称是已守十分之一的
。人 可 取上帝之物呢?如果人都确照上帝的 划──按一切入息的十
分之一──将
源源奉入上帝的 中，就必有丰裕的 源以推 圣工了。 {ST2 41.3}

或有人 ，唉，教会捐款的要求，接踵而来，我已捐得 倦了。你是
么?那么 我 一 ，
你从上帝 福的手接受福气，是否也 倦了呢?在祂停降福气 你之前，你 是有 任将祂所 得的
份

祂。祂

福 你， 要使你有力造福他人。何 你倦于接受福气了，然后你也

可

：我

么多捐 的要求很 倦了。在我 一切的收入中，上帝 祂自己保留了一部分。我 把 一份
祂之后，其余的部分便都蒙福，若是把 一份扣留了，那么早晚之 ，全部都要受咒 的。凡

是上帝的要求，当列 第一，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ST2 41.4}

当
在各地教会之中， 当

人准 款

念的

人

。 每位教友随其方便，每周一次或每月一次，向上帝献

上感恩捐。 种感恩捐，要表明我 感 主 我 健康，食物，及舒适的衣着。我 可照上帝所
的 些享受，分出一部分来 助那些
，困苦及遭 的人。我要求本会的弟兄 特别注意 一件
事。当

念

人。 当放弃一些奢侈的享受，甚至于

牲一些舒适便利，来帮助那些只能得到微薄

衣食的人。你
他 行好事，行在圣徒身上，亦即行在耶 的身上。祂自 是与困苦的人类相
同。不可等待直到你 所想象的一切需要都 足了。你 不可听任自己的感情，在
的 候就
，在不
的 候就不
判之日所愿看的天庭

可
已
你

你

。 当有
地施舍，每周不 是一角，二角，或五角，按你
而定。 {ST2 42.1}

的好心意，我 很是感 ；然而

是好心意，

人 是得不到什么

惠。他 必

在上帝

有些

的凭据，象衣食之类，方可 明你 的 心。上帝不愿祂的任何门徒，必
求乞的生活。祂
你 丰盛的福气，使你 可以帮 他 在勤勉
之下所不能供 的需要。不可等待他 来
去注意他

的需要。

当效法 伯所行的，去 明自己所不知道的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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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需要，及如何能作最好的帮

。 {ST2 42.2}

取主的物
我蒙指示，知道本会 多人在十分之一及捐献上
了主的物， 果主的工作便大受阻碍。那些
靠上帝 恩厚惠而生活的人，竟关 心门， 于促 圣工的事一无 助或是 助得太少，上帝的咒
是要
施恩

到他 身上的。弟兄姊妹 哪，如果你 抓
福的天父怎能
以你
祂的管家，授你

多人不但不奉 上帝所交在他 手中的

，反而拿来投

弟兄中滋 着。在此以前，他 所有的已 足够
之念，却使他 把
上帝的份扣留了，而将
不

福

他

那么他

就不再

埋

于地 上，而必

于更多的地

用了，然而
埋藏世界中。

的收 ，以致他 失望，那又何足

如果本会的弟兄 ， 得上帝可 福

一切，自私自利地声称都是属于你
，以便 祂使用呢! {ST2 43.1}

二十

怪呢? {ST2 43.2}
的田地，使所收

自己的

的

我

在

，同 也因焦心苦思及辛
当注意救主的

，“你 要

宝在天上。”路加福音十二章卅三

行正在本会

之心，或想和 舍一般富足
，如果他 不昌盛，如果上帝

的犹如一百

地所生

流入上帝的 中了。基督曾

慎，恐怕因 食，醉酒，并今生的思 ，累住你 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
音廿一章卅四 撒但 于 到你 的田地增多及投 在世界的企 上，因
了圣工的前

。 种

的，我

的一

：“你

要

，

忽然 到你 。”路加福
你
行，不但阻止

度，而减少了永生的希望。 {ST2 43.3}
所有的，周

今是本会弟兄

一个更美的，就是在天上的家 。因此，我

人； 自己
减少

永不坏的

而非增多之

不要作久居世上的人，乃要摒

囊，用不尽

。我

行李，愈

快迁居到

便愈好。

{ST2 43.4}

候将到，届

之外，

也不能作

我 的 西无 以什么价 也
了。 {ST2 44.1}

不出去了。命令快要 出，除了那有

印

的人

主再三指示我，我 在大
期中， 自己今生
之需要所作的任何准 ，都是与圣 的教
相反的。我 到在
期中，刀 ， 荒，瘟疫流行遍地之 ，圣徒若有粮食， 存起来，或

是在田地中，就必被强暴人的手所 去，田里的庄稼也要被陌生的人所收割。那 我 就要全然信
靠上帝，祂也要 持我 。我 到那 我 的粮与水必不断 ，我 必不缺乏，也不挨 ；因 上
帝能在

野中

从天上降下
那

在大

我

哪，象古

筵席。若有必要，祂会派

降 以色列人一般。 {ST2 44.2}

期中，房屋田

于圣徒都毫无用

来养活我

，因

他 那

，象古

养活以利

一

，或是

要逃避那些大 烈怒的暴徒，到

他 也不能
，来促
代真理之工。我蒙指示， 乃是上帝的旨意，要圣徒在患
之日未到以前，割断一切 累之物，用祭物与上帝立 。如果他 把
献在祭 上， 切求

上帝指示其本分，祂就要教 他 何

些

西了。然后在患 之日，他 就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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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障碍之物可以累倒他

了。──早期著作, 五六，五七，一八五一年著 {ST2 44.3}

七 事殷勤
(
“你看
的，要受
勤不可

自

言卷五, 一七八至一八二，一八八二年著) {ST2 45.1}

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 人面前。”箴言廿二章廿九 “手
；手勤的，却要富足。”箴言十章四 “ 弟兄，要彼此
；恭敬人，要彼此推 。殷

惰；要心里火

；常常服事主。”

十二章十，十一

{ST2 45.2}

在旧 及新 圣 中，有 多 勉人殷勤的 清楚地指出，我 的生活
与我 的宗教情 及
行有密切的关系。人的心思及身体，其 造必 有充分的 用，才可保持各部机能的正常 育。
{ST2 45.3}

当

多人

分致力于世俗的

之 ，另一些人却

于相反的极端，不肯充分工作，养活自己及

那些依靠他名的人。弟兄就是 等人之一。他虽身居家 地位，但却有名无 。他把家中最重大的
任及工作，
妻子去作，而自己却 游
，或是忙于一些无 家 的小事。他会坐上好几个
，同儿子或 居聊天，
无关宏旨的
，他竟
松松，安享清 。 {ST2 45.4}
位弟兄是个

苦可怜的人，除非他

事。当

清上帝所

妻 母者忙于

那必要的

食及衣着之

的特权，挺起胸膛来作人，他就

社会之

担。 任何人只要真正切望工作，就能找到一些工作；但若是疏忽 散，那么他本可得到的工作地
位，就要被那些更勤 及更能 事的人得去了。 {ST2 45.5}
我的弟兄哪，上帝始 无意要你 居在 今的 困苦境之中。祂 什么 你 个躯体呢?你有
用体力的 任，正如你的弟兄
用其 力一 。其中有些人若能用他 的
交 你的体力，他
今日就必得利了。他

如果与你易地而

，就必殷勤 用智力及体力，不久就可脱离困境，而不

拖欠任何人了。并非上帝与你有怨，使 境 你不利，乃是因你自己没有善用祂所
祂无意要你的能力因不用而 坏，乃是要你加以 用，而使之更强。 {ST2 46.1}

操作的

你的力量。

任

你所信的宗教，要你在六日工作的
内尽你的本分努力工作，正如在安息日去教堂赴会一 。
你没有殷勤 事。你 光阴整 ，整日，甚至于整周，空虚度 ，一无所成。你向世人所能
的
最好的道理，就是在你的生活上表 一番确 的改革，并供养你的家庭。使徒 ：“人若不看
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 不好。不看 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提摩太前 五章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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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你无

住居何

，

日，以致要

养家，

就使圣工因你而蒙了羞辱。你 于

的
，不但不 法 清，竟然迁避他 。 种行 ，乃是欺
基督徒，当然是期望他完全
正直的。 因着一人漠 其
之

清

里。世人 于自称信仰圣 的
，就有使本会全体的人被人目

不可靠之虞。 {ST2 46.3}

“你 愿意人怎 待你 ，你 也要怎 待人。”

些

太福音七章十二

不但是

那能送人礼物

或使人受惠而言，也是

那 手 力的人而言。上帝已 你力量及技能，但你却未善加利用。你的

睡眠上刻苦自制，不可

于

力量是足够养家而有余的。 当每日早起，若有需要的 ，不妨在星光犹 之 就起床。定下 划
要作一些事，然后 必作成之。除非疾病把你 倒床上， 要 法履行一切的 言。宁可在 食及
别人的

有失信之罪。 {ST2 47.1}

步之山，人非用力不可攀登。不 是在宗教或世俗的事上，任何人不可妄

。快跑的未必能 ，力

的未必得

，但那手

的，却要成

坐享其成，不

而

。恒心及勤勉的人，不但可使

自己快 ，也是使别人大受其惠。人若不肯付上恒毅勤
代价，往往就得不到康
泰。法老
于 种特有的美德
，从他
瑟所 的 上，就可以看出来，他 ：“你若知道他 (指 瑟
弟兄)中

有什么能人，就派他 看管我的牲畜。”

弟兄除

并在一些要

世 四七章六

安逸及无能 己策划工作之外，是别无理由可推

他安排工作的人之下作事。他久已疏

他 都有了他品性的印 ；只 母
起重担，他
养， 到 作的事，不待吩咐就 手了。 {ST2 47.3}

妻

{ST2 47.2}

的。他 在最好的方法，就是离家

成性毫无成就，在儿女面前也有不良的榜
要等人

求才肯作事；不象一般孩子那

。

有教

母者的

女若是作了自己的工作，又要替家人工作，──担柴，挑水，甚至于 要用斧劈柴，而她的丈夫
及儿子，
却坐在火旁 游 逸，
，她就是 自己及家人犯下了 重的
。上帝无意要
妻 母者当家庭的奴隶。儿女若未受教来分担家 ，作母 的就往往要
早死，而在儿童亟需母 以引 其无
的脚步之 ，撒手而去。
丈夫

当尽其所能地去减

很快便会成了

于

瘁。 果，她便
呢? {ST2 48.1}

妻子的 苦，保持她的精神愉快。切不可 儿童

。苟非从事于有用的工作，人的官能若不日

退化，就必

愿辛

工作，也不想汗流

你

。

。 {ST2 48.2}

出你有此需要。你不

面以求糊口。然而 却是上帝所命定之生活方式。 {ST2 48.3}

于所作的工，半途而

。你没有

之内只作一件事，并要作得好，及至完

定

惰 游，因

极行

我的弟兄哪，你的需要就是勤 操作。你所有的面容气色，心思功能，都

老

多人把宝 的光阴虚耗在床上，只

自己循

蹈矩。做事要有系 是极其重要的。在一个

之后，才下手作第二件事。起居
足其天生的

惰

食及祷告，都

向，若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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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番努力。在早晨虚耗了一点 ，
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

种 失了的光阴，是永不复回的。智慧者 道：“我
惰
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 也坍塌了。 我看 就留心思

想，我看着就 了
。再睡片 ，打盹片 ，抱着手 卧片 ，你的
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箴言廿四章卅至卅四 {ST2 48.4}

，就必如强盗速来；你

凡自称敬虔的人就当尊崇自己所信仰的道理，不可因自己 率的行 ，使真理蒙羞。使徒

道：“凡事都不可 欠人。”
十三章八 我的弟兄啊，你 刻就 当立下决心，切 改正你
的
， 惜光阴， 世人共睹真理已在你的生活上作了一番大改革。 {ST2 49.1}

八我
(
“

哈

在撒 利

神巴力西卜，我
的使者， 他

自

否 教交鬼的医生?

言卷五, 一九一至一九九，一八八二年著) {ST2 50.1}

，一日从楼上的 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 ：你

述极明

以色列国已

去

以革

的

病能好不能好?但耶和 的使者 提斯比人以利
，你起来，去迎着撒 利 王
，你 去 以革 神巴力西卜， 因以色列中没有上帝么?所以耶和 如此 ，你

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列王 下一章二至四
段

惰

地表示上帝不喜悦那些离开祂而去求

了君王。

哈受了上帝的

{ST2 50.2}

撒但工具的人。在上述之事

亡之后，其子

哈

之

生前不久，

王。他是一个毫无德行

的人，只行耶和 眼中看
的事，效法他父母所行的，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他象他父
哈所
行的一 ，事奉巴力，敬拜它，使以色列的上帝耶和
怒。因此
就 到 位反叛的君王。他
与摩押争 之后，又出了一 意外 楼之
作。 {ST2 50.3}
位以色列王，曾在他父

，危及性命， 就表明了上帝的怒气，在向

的 代，耳 目睹

哈

王

至高者的多少奇妙作 !上帝向背道的以色列人曾

出何等可怕的凭据， 明祂的 正及忌邪!凡此种种， 哈 都是熟悉的，然而他的行 却似乎是
以 些 人的事 ，甚至于他生身之父的惨死，全是无稽之 一 。他不但 不在耶和 面前虚心，
反而胆敢冒最大之不 ， 明其生平的无法无天。他命令仆人
我 病能好不能好。”列王 下一章二 {ST2 50.4}
当

据

以革

的偶像是会借其祭司 媒介，向人

：“你

明未来之事的。

去 以革

的神巴力西卜，

偶像很是得人信仰，甚至

相

的地方也有 多的人到它那里去。 些 卜吉凶 福的 ，都是直接出于黑暗君王之口。 作
偶像供人敬拜，引入 离上帝的乃是撒但。他那黑暗虚 之国度，全靠他的作 来 持。 {ST2 51.1}

哈 王犯罪及受 的史事，含有一种无人能置之不 而仍得免罪的警告教 。我 虽不崇拜外
邦人的神，但成千成万的人，却犹如 以色列王所行的一 ，拜倒在撒但的 前。外邦人拜偶像之
精神，在科学及教育的

采影响之下，居然

成更文雅更 人的形式，在今世大 猖獗。每日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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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可悲的凭据， 明人信仰先知更确 言的心，正在迅速消退；而迷信及撒但的巫

了人的心思。凡不切心

考圣 ，不将其生平的愿望与目的降服于那无

的

，反而

掠

法度的人，以及凡

不祈求上帝，以期明白祂旨意的人，必然彷徨，离开正道，而陷入撒但的迷惑之中。 {ST2 51.2}

撒但能力的通路
代的通灵

革 及
前。古

， 光，看相，算命等邪 ，

多耳所 的神秘声音，仍然大吐
外邦人所敬拜的神秘精灵，却

与古代外邦人的求神 鬼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以

言，迷惑人类。 黑暗之君只是 了一套新装，出 人
代行邪 的降神会，秘密会社，及奇迹法 等等所取

代。千万拒 接受圣 及圣灵之亮光的人，却 烈信仰 些邪 的表 。当他
古代的巫 魔
之 ，那大 子却非常得意地大笑，因 在另一种方式之下，他 仍是屈服于他的伎 。 {ST2 51.3}
撒但的替身仍称 有治病之能。他

自己的能力是从 ，磁，或所

，他

不

我不

地收到各地教会 道人及教友

不足，
之若 ，

是撒但 流的通路而已。他用此法使人的身心入迷。 {ST2 52.1}

魄，以便
光与知

我

能力，得以明白健康的 律。祂也定此 我

祂作可蒙悦
的，便是拒

但的迷惑之前。 {ST2 52.3}
照

基督教

病孩的母

些工具极多，一般人竟

的本分，

当尽力保持最健康的体

之服 。上帝已仁慈地把 种光与知 ，置于人所可及之 ，凡拒 利用
了祂所
人的一种促 灵性及肉体健康的方法。他 乃是自行暴露在撒

代及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中， 多人求

，喊

法”而来，其

教可否就商于通灵 及交鬼的医 。我因

些信尚未置复；但 今
，又提起了我的注意。撒但的
向他
教，因此我 得 有 言警告之必要。 {ST2 52.2}

上帝已

在

的信，

之“感

：“我已

力尽了，

邪灵，而不信靠永生上帝之大能。那在床前

道就没有什么医 能够使我的孩子复复了

?” 有人

告 她 ，有些 光或催眠 所施行的奇妙治 ，因此她便把自己
的宝宝交 他 ，其 也等
于放在撒但的手中，好像撒但与她同在一 似的。在 多情形之下， 孩子的未来生命就由撒但的
力所

布，似乎是再也无法 脱了。 {ST2 52.4}

多人不肯出必要的力量，去求得生命律的知

生活的正常关系中。到了干犯自然律而得到疾病之

，及学用

，他 不

恢复健康的方法。他
正自己的

不肯置身于

，以求上帝的

福，竟只忙于 医
。如果得了康复，他 就完全 功于医 及 物。他 随 情愿膜拜人的力
量及智慧，似乎只知有受造之物── 灰所聚成的人──而不知有上帝。 {ST2 53.1}
我曾听 一位母 哀求无神派的医 去救她孩子的性命；但当我 她去祈求那位“大医 ”，就是
那向一切存着信心来求助之人能拯救到底的主 ，她却不耐 地掉 而去。从 里我 便 到那与
哈

王所表

的同一精神。 {ST2 53.2}

信任不敬畏上帝的医 乃是不可靠的。人心未受上帝恩典的感化，乃是“比万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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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 十七章九 他

的目 就是自尊自大。在医

的掩 下，不知 匿了多少的罪

，支

持了多少的迷惑!一个品格堕落，行医与生命律相反的医 ，或者仍会自命是学 湛深，医 高明。
耶和 我 的上帝向我 保
，祂正等着广施恩惠；祂 我 在患 之日求告祂。我 怎能离开
祂，而去信靠那血肉的膀臂呢? {ST2 53.3}

你且与我到那 病房去看看。 里 着一位 夫 父的人， 他本是造福社会及有益于上帝之圣工
的。后来忽然被疾病侵 倒了。烈火似的高 ，似乎要将他的身体
了。他渴想得到清水，以
其焦灼的口唇，解除急切的干渴，消退 上的高 。但是不行；因 医 吩咐不可 他水。他
他喝强烈刺激的 料， 无异是火上加油。若是巧妙地 用那上天所 的有益的清水，就必将
的烈火扑熄了；然而他

却将之弃置一旁，而代之以有毒的

人

物。 {ST2 53.4}

在某一
之内，自然力争其权力，但最后却失 了，放弃了
争，于是死亡就把病人解脱
了。上帝的心意是要那人生存，造福世界，而撒但却决心除 他，并且借着医
工具，得遂其心
愿了。我
哈

斥

要容

我 最宝 的光如此掩熄直到何

呢? {ST2 54.1}

派仆人去 以革 的巴力西卜；但他却没听到那偶像的信息，反听到以色列上帝的可怕申

：“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那吩咐以利 去向背道的王

的，乃是基督。 {ST2

54.2}

耶和 以 内利已向 哈 的不敬畏神而大 不悦并非无因。在博取罪人的心，以及感 人向祂
存不疑的信心上， 有什么工作是基督所未作的呢? 代以来，祂向其子民 明最 和的仁慈，及无
可

比的大

。从先祖

之

求助。 {ST2 54.3}

代以来，祂就 明自己是如何“喜悦住在世人之

求祂的人，祂无不立予帮助。“他 在一切苦
祂以慈 和怜 救 他 。”以
六三章九
希伯来人原是世上唯一蒙恩

是向外邦人宣告

凡

心

中，祂也同受苦 ；并且祂面前的使者拯救他 ；
然而以色列人仍是反叛上帝，而 向与主仇恨最深

真神的国家。 当以色列王派人去求

，他信仰他 的偶像，

。”箴言八章卅一

外邦人的神言之

，就无异

于本国人民的上帝，就是 造天地的主宰了。照

，今

日自称有圣 知 的人，若 离力量智慧的源 ，面向黑暗的权 求助 教，他 也是侮辱上帝
了。如果上帝因一个犯罪拜偶像君王的如此行 ，便向之 怒；那么今日自称 祂仆人者，若有
同

的行

，你想祂将如何 置呢? {ST2 54.4}

信靠上帝，
那

造人类的主宰，祂能用一触，一言，一

从自然律

，而治愈各种疾病， 什么人

不愿意信靠祂

呢?有 能比 位 救 我 而 牲的主，更配得我 的信任呢?关于我
于病人的本分，主曾借
着使徒雅各
我 确定的指 。在人无能 力之 ，上帝可作祂子民的帮助者。“你 中 有病了
的呢，他就

教会的

老来，他 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人，主必叫他起来。”雅各 五章十四，十五 如果自称

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

基督门徒的人，肯存清洁的心，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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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心，象他 靠撒但的替身那 ，他

就要明白圣灵在人的身心方面有起死回生之

力了。 {ST2 55.1}
上帝已

我

班人大光，但却没有将我 置身于

探的 力范

之外。在我 之中，有

正在

向以革 的神求助呢?且看 种 在的，并非虚 的情形吧。 今的人，甚至在基督复 安息日会的
人中，有多少可表 其出色的特性呢?一个病人──表面上十分 慎，但又固 而自 的人──信口
生命及健康的

律，也就是上帝本其慈悲所指引我

等人

予接受的。 他所

的

食，

必

足其病 的欲望。他不坐在那供 有益健康之食物的桌前，宁愿去光 餐 ，因 他可以在那里
放 食欲，而无所拘束。他口若 河，高倡 制，可是 于 制的基本原理，却置之不 。他要痊
愈。但又不肯付出克己自制的代价来 得。 种人正是拜倒在背 食欲的 前。他是一个拜偶像
者。那原是圣洁，高尚，可以用以荣耀上帝的能力，却因而被削弱，而只作成微小的服 。他不
自然律的

果，便成了脾气急躁，

混乱，及神

衰弱的人。他是无效能及不可靠的。 {ST2 55.2}

争

若有勇气及 心去警告他的危 ，就要惹 他的怒气。最 微的忠告或非 ，都足以激起他的
之心。但 在有了机会能向行邪 的人求助 ，他却 此非常切心，花 大量的光阴及金 ，

希望得到他 所提的幸福。其 他是受 ，着迷了。 士的能力，因人的交口称誉而建立，使别的
人也受影响，而向之求助。
，以色列的上帝就受了
，而撒但的能力却受崇拜及高 了。
{ST2 56.1}

我奉基督的名，要

等自称 祂门徒的人

：你

当持守于当初所接受的信仰中，

避世俗

和虚浮的空 。不要信靠行邪 的，但要信靠永活的上帝。那引人到 多耳及以革 的路 是受咒
的。凡胆敢涉足于禁地的人，必要
仆倒。在以色列中有上帝，一切受 迫的人，靠祂就可得
救。公

人稍
有雷霆万

乃是祂宝座的根基。 {ST2 56.2}

离主的教 ，就必有危 。我 若离开那明 的本分之道，种种事故就要接踵而来，似
之力，非把我 拖离正
而又 不可。与那些不尊敬上帝的人作不必要的 密交游，

我 就必在尚未 察之前受其引 。 我 因 害怕得罪世俗的朋友，以致不敢表示感激上帝之心，
也不敢公 我 是倚靠祂的。我
当与上帝的道保持接近。我 需要祂的警戒，鼓励，忠告，及
。我

需要那惟有从救主的生活及品格上所

不可冒

出的完全的模范。 {ST2 56.3}

站在撒但的境地上

当上帝的子民行在本分之道上 ，祂的使者就要保守他 ；但那些故意冒

人，却不能得到

的保障。大 子的替身要以各种的

及行

，来

站在撒但之立

成其目 。他自称

上的

通灵

者也好，
医 也好，或是催眼感 治 家也好，没有多大的关系。他用似是而非的 装，博
取不警醒之人的信任。他装作研究那向他求助之病人的生活史，及 法明白其一切困 及痛苦。他
虽

装象光明的天使，其 内心却是黑暗的深坑；他 于求 他的 女，大表殷切关心。他 她
道一切的
，都是由于不快 的婚姻而起。
也 是极其真 的，然而 种
并不改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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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他 她
，她 所需要的是 与同情。他 装非常关心她 的幸福，向 些毫不疑心
的 牲者大施魅力，使她 迷醉 倒，好像
抖的小 施迷 一 。不久，她 就完全落入他的
权力之下；犯罪，羞辱，及 亡，就是可怕的下

。 {ST2 57.1}

等作 的人 数不少。他 的路 是以 多离散的家庭， 坏的名誉，及破碎的心
的。
然而世人 于 一切的事，却罕有所知；他 仍然前往作新的 牲者，而撒但 到自己所行的
工作，便欣然自得。 {ST2 57.2}
暗包

可

我

的世界与不可 的世界是密切关 的。若能把那帘幕揭开，我 就要
，尽其一切所能地施行迷惑及破坏。 犯罪作

助。然而那有信心而祈祷的人，却将心灵投
他。 {ST2 57.3}

神圣的

的人乃是受着

到 天使用他的黑

天使的包

，

恿和帮

，上帝的天使也从天上将光及力量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光暗不相容，上帝的工作与撒但的工作也是 不两立的。先知以利
背道的以色列人大胆地道出真情 ：“若耶和 是上帝，就当 从耶和 ；若巴力是上帝，就当
巴力。”列王 上十八章廿一

从

{ST2 58.1}

那些投 撒但巫 的人，也 会夸 自己所得的大益 ，但
能 明他 的道路就是 明或安
全的呢?延 生命有何益 呢?能得今生
之利又有何益呢?至 不 上帝的旨意，那 得 ? 一
切表面上的利益， 必 出是无可
的大 失。上帝 保
障，我 若破坏其一，也是不能免罪的。 {ST2 58.2}
我

必不得

唯一的安全，就是 守古道的界碑。“人当以
晨光。”以

八章廿

祂的子民脱离撒但之

和法度

准，他

力，建立了保

所 的若不与此相符，

{ST2 58.3}

九仰望耶
(

自

言卷五, 一九九至二○二，一八八二年著) {ST2 59.1}

多人在宗教生活上犯了一个 重的

情感并不是安全可靠的

准。我 不

，就是不断地偏于情感，而以此判断自己的

向内部自

凭据， 明自己是否蒙上帝的悦

退升落。

。若然，我

就必一无所得，徒招灰心而已。我 唯一的希望，乃在乎“仰望 我 信心 始成 的耶 。”希伯来
十二章二 在祂里面无不俱 ，足以激 人的希望，信心，及勇气。祂是我 的公 ，我 的安
慰及喜

。 {ST2 59.2}

凡向内部自

心，仗

基督的

安慰的人，

必至于疲倦及失望。我

罪 牲了。当我 依靠祂的功

帝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 {ST2 59.3}

若有自知

弱及不配的感 ，就必存

，就得到安息，平安，及喜 。凡靠着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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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需要每日每 信靠耶 。祂已
，我 的日子如何，我 的力量也必如何。靠着祂的恩
典，我 可 起今世一切的重担，并履行当前 般的
。但今日 多人却因 期未来的苦 ，以
致累倒了。他
常想把明天的担子也搬到今天来挑。
，他 的磨 ，有一大半都是凭空幻想
的。 于 些想象的苦 ，耶 并未作何
。祂
的恩典只是 当天而用。祂吩咐我 不要担
上明天的挂

及苦 ；“一天的

一天当就够了。”

太福音六章卅四

{ST2 59.4}

种 念未来苦 的
，乃是不 明，而且不合基督教 的。因 那 行，我 就不会安享当
的福气，也不会善用眼前的机会了。主要我 履行今天的本分，忍受今天的磨 。 我
当在今

天留意自己不要在言行上犯罪。我
当今天 美及尊荣上帝。我
当今天
活 的信心，
仇 。我 必 今天 求上帝，并决定若无祂同在就必不 足。我
当警醒，作工，及祈求，
并把今天看作是

我

今生 人的最后一天。

，我 的生活就要

一切的言行上，多么 切跟从耶 啊! {ST2 59.5}

成何等的

切!我

也要在

信靠耶
很少有人

于宝 的祷告特权，有正当的

，或善加 用。我

当到耶

面前，告

祂我

一切的需要。我
不安或使我 愁

可以将一切
的挂念和
，以及重大的困 ，都 到祂那里。任何激 我
灰心的事，我 都当在祈祷中 到主前。何 我
得每一步都需要基督同在，

弟兄姊妹

也在与你

撒但就少有机会逞其 探。他的 心
，就是要勾引我 离开最好的及最具同情心的朋友。我
当除了耶 之外，别无心腹之交。我 可以安然向祂作 心置腹之 。 {ST2 60.1}
哪，在你 聚集礼拜之 ，要相信耶

的。 当把目光从自身
你 祈祷的 候， 当

离去仰望耶 ，
祂无比之 。借着仰望祂，你
明中肯。切莫在你冗 的祷告中向主作一番 道。

的孩子向世上的父
福分。 {ST2 60.2}
道人在

同聚，并相信祂是 意

求 一 。如果我

必 成象祂的 式。
当祈求生命之粮，象

存着淳朴和信心来求上帝，祂就要 我

道之前所献的祈祷，往往是太 而且不合适。他

福与你

提到 多的事

一切必要的

，都是与当

的情

形无关，也是不合乎会 需要的。 类的祷告只宜于暗室中私祷，而不 献之于公 之前，以致使
听
倦，只望 道人早点 束才好。弟兄 哪，在你 的祷告中， 当引 会 与你同心，凭着
信心到救主面前，告 祂你 当 的需要。
所需要的福气。 {ST2 60.3}

当从心灵上向上帝

出迫切的希望，要求祂降

当

祷告乃是人最圣洁的活 ； 当是 心， 心，切心的──即是那重生之心在圣洁上帝之前所

的愿望。何

献祷的人若

得他是在神面前，他就会忘 自身。他必无意表

人的耳朵，而乃是要得人心所渴求的福气。 {ST2 61.1}
如果我

愿照主的 而行，就可得到何等的福气啊!惟愿今日能有更多的

出

人的才干，无心取悦

切有效的祷告。凡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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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基督的人，祂就要作他 的帮助者。 {ST2 61.2}

十上帝的印
自

(

言卷五, 二○七至二一六，一八八二年著) {ST2 62.1}

“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 ，要使那 管
“上帝将那身穿 麻衣、腰

城的人手中各拿

命的兵器前来。 {ST2 62.2}

着墨盒子的人召来。耶和

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 息哀哭的人，画 号在 上。我耳中听

他 ，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

城，以行

从圣所起全都
一，三至六
耶

气，

。你 的眼不要 惜，也不要可怜他

他 其余的人 ，要跟随他走遍全

。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 女、

尽，只是凡有 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

从殿前的

老

孩和

女

之光的人，大

怒

起。”以西

九章

{ST2 62.3}

快要离开天上至圣所的施恩座，穿上 仇的外衣，要向凡不响 上帝所

行

。“因

帝也不喜

断定罪名，不立刻施刑，所以世人 心作 。”

真理的人，不但不受主 他 所施的忍耐及 久

然而上帝的

容也是有限度的， 今

因此上帝必

予以干涉，

多人正是越

祂自己的尊

容

道 八章十一 那些不敬畏上

了 些范

化，反而是心中越

。他 已越

。 {ST2 62.4}

硬行

。

了恩典的限度之外，

上帝与列国
关于

摩利人，耶和

道：“到了第四代，他 必回到此地，因

摩利人的罪孽

没有

盈。” 世 十五章十六 虽然 个国家因 拜偶像及 坏之 而名 于世，但他 罪 之杯尚未
，所以上帝就不 出完全除 的命令。上帝用明 的方式表 其神圣权能，使人 无可推 。仁
慈的
未

造主情愿

无

没有

之主

；但

容他

的罪，直到第四代。届

若无改善之表

于列国都仍留有 确无 的 目。在祂

他

到上帝所定之数 ，祂的怒气就开始

先知在他的异象中

自古以来 代的情形，也

所受的恩典前所未有。天庭最精 的福气已
上帝，忘恩

， 些罪名正是 在他 的

他

就

到今日列国的情形。
反而增加

正在加速与上帝

今列国已

成冷淡，而

{ST2 63.1}

是保留

止，再

得天独厚，

傲， 心，拜偶像，
算自己的

但那叫我寒栗的，却是那些已有最大亮光及特权的人，已被流行的罪 所沾

自称信仰真理的人，也受四 不 之人的影响，

到他

束了。神圣的忍耐亦到此

，但他

下。他

就要

施 恩典，招呼人悔改之 ，

作。

求情的机会了。 {ST2 63.2}

，祂的

。 {ST2 63.3}

。 多人，甚至是

邪 之洪流所冲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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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的敬虔与圣洁，以致那些未与上帝有密切
的人，失去了敬重上帝律法之心。 他 若追随真
光，从心中 服真理， 神圣的律法就必在此被人
弃之 ， 他 更加宝 了。 看上帝律
法的情形越明

，那在遵守主律法的人与世俗的人之

慕上帝律例的心，而在另一等人中，
危机正在迅速

的区别，也就越分明。在一等人中，增高

主律法的心也照 增高。 {ST2 63.4}

近。急速增加的数字(

者按，此数字殆指前段所提之

主律法之人数增加而

言) 明上帝
之日已快到了。祂虽不愿降 ，但仍要刑 ，而且 刑 也快到了。凡行在光中的
人，必 到 些危
近的 兆；但他 却不
静坐以待， 于 期之
漠不关心，而以上帝
必在

之日掩

其子民自慰。 非如此，他

固的信心，仰望上帝的帮助。“

悟自己的本分是要勤

人祈祷所 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

敬虔的酵尚未全失其能力。到了教会的危机及恐慌

因地上所行可憎之事，

作工，以救他人，本着

息哀哭，并要特别

于最高点之

教会祈求，因

五章十六

{ST2 64.1}

，那站在真光中的小群，就要

教友 正在追随世人的

式而行。

{ST2 64.2}

一班少数忠心之人的 切祈祷，必不徒然。在主兴起复仇之

仰，洁身自持，不 世俗玷 的人。上帝向那昼夜呼吁祂的
多

，

也要

，祂也必出而保 凡守

了。 {ST2 64.3}

民所 的伸冤

，

命令是“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 息哀哭的人，画

然

西

九章四

些曾

些 息哀哭的人久已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他 已

他

号在

出申斥，

洁信

告，及

忍了

上。”以

求。有

羞辱上帝的人，也在祂面前 心悔改了。然而耶和 的荣耀已 离开以色列了；虽有

仍然

多人

行宗教的 式，而其 却缺少祂的能力与同在。 {ST2 64.4}

在祂怒气 出，施行
之 ， 些 心 卑的基督徒，因 心中痛苦， 出 息，哭泣，斥
及警告，便与世上其余的人， 有分别。在别人 法掩
存的邪 ，原 各地流行的大 之 ，
凡

上帝的尊荣大

天

不

心，及存有 人之心的人，必不 口不言，借以

之人的不圣洁言行而

。他 无力制止罪

到在那些已有大光之人的家庭中，宗教受

傲， 心，自私，及各种各式的欺 ，便
下，而撒但的仆人反得意洋洋。上帝被人藐
和

那等不

怜他

自己的灵性堕落而

吩咐那手

在

出

，也不 别人的罪

里我

人的地位，却辜

一 ，因

加强自己的不信之心。他

心天

戚，提心吊胆。他

。他 因

教会中存在着

九章五，六

了圣托。他

代已 迁了。他 竟

主

在足

而痛苦的人，必被撇下不受上帝的印
。你

的眼不要

。耶

惜，也不要可

尽，只是凡有 号的人不要接近

{ST2 65.2}

看出教会──主的圣所──乃是首先触犯上帝之怒的。 那些

灵性福利

，有如古

老 起。”以西

的

心哀 痛苦。那敏于 罪的上帝之灵，被人蹂
，使真理 于无效了。 {ST2 65.1}

命兵器的使者 ：“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

从殿前的

，只是

，便在上帝面前很

。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 女 孩和 女从圣所起全都

他。于是他
于民

洪流之泛

好任何人。他

，耶和

，我

老已蒙上帝

予大光，

不必仰望神迹奇事及上帝大能的

必不降福，也不降 ，而以

主是太慈悲的主，必不向祂的百姓在 判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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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妥”，而不能再 起声来好像吹角，

的

吧狗，是要受其所冒犯的上帝之公正

明上帝百姓的 犯，和雅各家的罪 。

的。男人，

女，及

孩，也都一并

些不会

亡。 {ST2

65.3}

最大的罪
那些忠心之人所哀哭 息的可憎之事，不 是肉眼所能 的，但那最坏而最惹那圣洁忌邪之上帝
生气的，却是那些 藏未露的罪 。那 大的 察人心之主，洞悉犯罪之徒在暗中所行的每一罪
。

些人

得自己的欺

素，好像上帝已弃 了

是很 当的，又因 上帝是 久忍耐，竟然

主是看不

的，而我行我

个地球一 。然而上帝必要察出他人的虚 ，并要将他 极小心

藏的罪

，公开揭露在人前。 {ST2 66.1}

人若听其
的心而行， 其等 ，位分，及属世的智慧，无 是何等 越，也不拘其在圣 上
居何等的地位，都不足以防止其不 牲正 原理。那些曾被目 有价 有正 的人，却要 出是叛
道的魁首，并在冷淡及
怜

地在

怒中

置他

用上帝的恩典上，作不良的榜 。上帝将不再
。 {ST2 66.2}

容他 的

于那些已蒙大光照耀之福，并在服

行，祂要毫不

他人的事上曾感真理大能的人，主是不愿离开他

曾作祂忠心的仆人，曾蒙祂同在及引 之恩，但后来却离弃祂，并引别人也陷于
他 就落在神圣的怒气之下。 {ST2 66.3}

盖印在

的。 他

之中，因此

的身上

上帝 仇之日 正 到我 了；上帝的印 要盖在凡 世上所行可憎之事而哀哭 息之人 的
上。凡与世俗表同情的人，犹如与酒徒同食共 ，必定要与不法之徒一同 亡。“因 主的眼看
人，主的耳听他
我

自己的行

的祈祷；惟有行 的人，主向他
必决定我

。”彼得前

是否要受永生上帝的印

，或是要被

有几滴降在世上了；但到了末后七大灾 斟在祂那忿怒的 一不
之所，就必悔恨太晚，再没有 罪和好之血可以洗清罪孽的

，一切的案件都已判定；再没有 容 期，再没有

印在祂子民的身上了。

微小的余民，在与

的

命的兵器所 。上帝的忿怒已

之杯中

，人要悔改及

，从有国以来直到此

十二章一

求安身

当 大

的

，没有

期来到之

不悔改之人求恩的机会，永生上帝之印

使者所 率的地上各权

，因此就以上帝 他 的保障。世上最高当局已
的印 。 惟愿上帝 今救助祂的子民，因 在

{ST2 67.1}

迹了。 {ST2 67.2}

“那 ，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 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

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 在册上的，必得拯救。”但以理

三章十二

一决生死之

，不能自

出命令，用逼迫及死亡之苦，要他 拜
一 可怕的斗争中，若无祂相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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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呢! {ST2 67.3}
勇敢，

忍，信心，及 全倚靠上帝能力施救之心，都非一蹴可几的。

年累月的
的

而来的。上帝的子民借着圣洁努力，

探所

困之下，他

作，并且随
失了。他

知道必

正 的生活，便决定了自己的命

决抵御，否

免失 。他

得自己有一番

。在无数

大的工作要

有奉命放下武器之可能，若是到了生命 束之 而工作尚未完成，那就成 永 的
切接受上天的光，犹如早期门徒从耶 口中 受的一 。那些早期基督徒在流亡山林

荒野之

，在地牢挨 ，受 ，及被鞭打至死之

前大

之

己配

些天 的美德，是由

那替他

被 十字架的基督受苦，便

，在以殉道

喜快

的安慰及鼓励。 {ST2 68.1}

唯一解除己身痛苦之

。他 有价

的榜

，他

，将 上帝子民在

看自
受空

凡自称遵守安息日的人，并非都受印 。甚至于在那些向别人教授真理之人中，也有 多在 上
不得受上帝的印 。他 虽有了真理之光，知道主的旨意，也明白本会信仰的每一要点，但他 的
行

却不与此相称。那些

吩咐自己的眷属效法他

于 言及上帝智慧宝藏非常熟悉的人，是 当

由于他

缺乏

，以便用有

行其信仰的。他

当

律的家庭向世人 明真理感化人心之大能。 {ST2 68.2}

心敬虔，以及没有 到高尚的宗教

准，就使别人也欣欣自

于自己的情况。因

一些 解有限的人，看不出自己若以 些常向其展示圣 宝藏之人 模范，就必使自己陷入危
。 耶 乃是唯一的真模范。 今各人若要明白主 他所要求的是什么，就当存孺子 虚可教之

心，跪在上帝之前，自己
去行，不肯象小孩子一

考圣 。任何

道人无

怎 蒙上帝恩眷，若不照上帝所

了。 {ST2 68.3}

受教，他就要陷入黑暗及撒但的迷惑之中，也要

他的亮光

别人行于同一的道路上

我 当中任何人若在品格上仍有一点 点，就决不能受上帝的印 。那 救自己品格上的瑕疵，
洁 灵 中的每一
之工作，是留 我 自己去作的。
，晚雨就必降在我 身上，犹如早雨
在五旬
我

降于门徒身上一

了。 {ST2 69.1}

怜、

于自己的造 太容易自 了。我

了。祂
来；又

、瞎眼、赤身的。”
我
眼

示 三章十七

得富足，已
在是我

了

，却不知道自己是那“困苦、可

当留意那

信真

者的警告之

：“我 你向我 火 的金子，叫你富足；又 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
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 。”同上十八 {ST2 69.2}

需要活

的信心

在今生我 必要遇到火 的
，作重大的 牲，但可 得基督的平安
。克己 牲及 基
督受苦之事，一向是如此的微小，以致十字架被人几乎完全忘 了。我 若果要与祂同坐在祂的
利宝座上，就必
就永不得

与祂同受苦 。何

我

仍然

定， 既不能明白耶 的平安，也不自

取放 安逸的道路，惧怕克己自制，我
利的快

的信心

。那身穿白衣，站在上帝与羔羊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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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救群 ，因

曾 身

的大患 ，所以知道争斗

利的

。那些屈服于

不参加
斗争的人，在那痛苦 到 人之日，便不知如何能站立得住；那 虽有挪
但以理在地上，他
儿 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 的 救自己的性命。 {ST2 69.3}
没有一个人需要 自己已陷于 境，不能度基督徒的生活。基督

足有余的准
的

。耶 是我

求。 {ST2 70.1}

，

人而死，祂已

困乏之日随 的帮助。只要凭着信心向祂求，祂已

境，而
伯，及

各人作了充

要垂听及

允你

唉，我 是何等地需要活
极的信心啊!我 必 有
的信心，否 在患 之日，我 就要失
了，那 ，虽有黑暗弥漫途中，我 也不必 胆，亦不至于 望。它乃是上帝降 分
福 ，

用以遮掩祂荣耀的幔子。根据 去的
就要成

安慰与希望之源了。 {ST2 70.2}

今正是我

，我

明白此事。在上帝与祂的百姓争

必 保守自己及自己的儿女，不受世俗的沾染；

今正是我

之日，

种

必 借羔羊之血，洗

自己品格的衣袍使之洁白。 今正是我 必
傲，情欲，及灵性的 惰。 今正是我 必
警醒，尽心竭力求品格的均衡 展。“你 今日若听祂的 ，就不可硬着心。”希伯来 三章七，

八，十五
你

我

是 于极

的地位，警醒等候主的

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 到你

象

一 。”帖撒

。世界正在黑暗之中。保
尼迦前 五章四 上帝

候仰望的人，在黑暗中得光明，在 苦中得喜 ，在困倦中得安息。 {ST2 70.3}

：“弟兄

，

来的旨意是要等

弟兄 哪，在 种
的大工上，你 正在作什么呢? 那些与世俗 合的人，正在接受世界的陶
，
受 的印 。凡不信靠自己，而在上帝面前虚己，及因 从真理而洁 己心的人，乃是接

受上天的陶
保持

，

在

上受上帝的印 。及至命令

洁，无瑕无疵。 {ST2 70.4}

在正是

之 。上帝的印 永不印在

出之

，印 已盖好了，他

的品格就要永

之男女的 上；也不印在野心勃勃，

世俗之男

女的 上；更不印在心存
或口吐 言之男女的 上。凡接受 印 的人，必 在上帝之前毫无
瑕疵，作天庭的候 者。我的弟兄姊妹 哪，前 吧!我此 只能 述 几点， 欲 醒你 注意
之必要。你
即使

了

当自行

考圣 ，以便明白

命，也不当以虚

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他

可怕的

。 {ST2 71.1}

代价。那些殉道者尽可用一句

若同意在偶像之

，或点一下

，而否

了真理，

前 一柱香，就可救自己免受刑台，吊架，及十字架之

酷刑。然而他

却拒 在言行上略示虚 ，即使是生命在千

一

之 ，他

亦不肯如此行。他

生命是高尚尊

的，因

真理 立不渝。──

了能保持清白的良心，便欣然迎受牢 ，苦刑，及死亡，而不肯以欺 ，虚 ，或背道 条件，
借 苟免。因 忠 而 信基督，他 博得了无玷 的衣袍及宝石的冠冕。在上帝的眼中，他 的
一八七九年著。 {ST2 71.2}

他 在困 重重的

境之下，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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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一个 求
(
我的弟兄

的危

自

言卷五, 二二八至二三四，一八八二年著) {ST2 72.1}

哪，我能 些什么来提醒你 ，使你

从情欲的迷梦中 醒呢?我蒙指示，

。在教会中有信的人，也有不信的人。基督在葡萄 及其枝子的比

中，提到了

到你

两等的

人。祂 告祂的门徒 ：“你 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 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 上，自己就
不能 果子；你 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
。我是葡萄 ，你 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
在他里面，

人就多 果子；因 离了我，你 就不能作什么。”

人借着信心与基督作真 的

理成

教友，然而 并不

，或是与祂作虚

明他与活葡萄

的

有生命的

翰福音十五章四，五

合，此中的分别是很大的。人自称信仰真

。主

我 尺度，可以把真

基督徒而又无信心的人，分别出来。一等人是 果子的，另一等人却是不
服上帝的修剪，以便多 果子；但另一等人却是枝叶枯萎，不久就与活葡萄
我深深地渴望本会的信徒，在他 之

沾染。基督

道；“我是葡萄

密呢?枝子上的

要保持活的

，你 是枝子。”我

；教会

与基督之

当保持

果子的。一等人常
截断了。 {ST2 72.3}

洁，不 不信的分子所

的密切关系， 有什么能比此更切近

的信靠，及美

的献身上表 出来。我 的意愿必

典，祂也从我

接受感戴之忱。 {ST2 73.1}

替我

成

了。无

密的

与交往成立之 ，我 的罪就放在基督的身上；祂的

罪，好叫我
何人若用言

在祂里面成

帝的儿女而拿了一杯凉水

或行

种工作

最高的

，完全

完全 服于神圣的旨意，我 的感情，愿望，

兴趣，及荣誉，都 与基督国度的兴盛及祂圣工的尊荣，休戚相关，我
种

果，

信徒与基督之 的关系，亦是如此。他是住在基督

种属灵的关系，惟有借着 用个人的信心，才能建立。 种信心必 在我

当

的门徒自称

，几乎与 上的相似。由 干和枝子，交流着生命，能力，及

是 刻 行的。 从 根 送 养到枝子上。真
之内，从祂而吸收 养。 {ST2 72.4}

{ST2 72.2}

上帝的 。我

害一个信徒，就是

他喝，就要被基督看作是

不断地从基督接受恩
也就要 与我

借着祂得以接受上帝；我 在祂
害了耶

祂自己一

。无 何人若是因
了。 {ST2 73.2}

了。祂

子里被接

一个门徒是上

在基督将要离开门徒之 ，祂 他
美妙的表号， 明祂与信徒的关系。祂久已在他 面前表
明与祂密切的 合，能使他 在祂肉身离世之 ，仍可 持其属灵的生命。 要加深他 心中的印
象起

，祂向他

提到葡萄 ，作 最 人最合适的象征。 {ST2 73.3}

犹太人素来把葡萄

：“你

的人重
活，你

最高 的植物，是一切能力，高 ，及

果的表号。我 的主似乎

素常所重 的 葡萄 ，不 是一种表号而已。我乃是真体；我就是真葡萄

葡萄 ，照 ，你 罪人也当重 我 超乎世 万物之上的。枝子离开了葡萄
若不常住在我里面，也是不能存活的。”…… {ST2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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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的家庭
很少人感

到以灵性的
父母

到

境

当尽可能地 避一切与宗教生活有害之事的重要性。在

境之

展 第一。 {ST2 74.1}

把家庭聚居城市之中，因 他

以 城市

易于

生。孩子

，很少人考

不在学校之

，无所事

事，便接受了街 巷尾的教育。从不良的交游上，他 得了 非作歹及放
一切，但若想要 正，便要付出 牲 代价，因此他人仍旧留居
，

的
。父母 虽 到
至于撒但完全控制了他

要受

断每一不良的影响，打

的儿女。最好是 牲一切，不 一切世俗的便利，免得你
探的攻

破每一

，故此

，及

当受教知道如何去

付；但你 的

奉命养育的宝
任却是 当

儿童蒙受危

脱每一束 ，以便能十分自由，坦白， 心地把自己及家庭奉托

。他

上帝。 {ST2 74.2}

离开
的城市， 找一些僻静的地方，使孩子 尽量免受 探的
，并
教育他 成
有用的人。以西 先知列 所多 人犯罪 亡的原因是：“心 气傲，粮食 足，大享安逸，并没

有扶助困苦和

乏人的手。”凡欲逃避所多 人之命 者，就必

离那引起上帝降

的行径。 {ST2 74.3}
我的弟兄

世上
很

哪，你 忽略将自己及儿女奉献

上帝，

于

罪

正是玩忽祂最神圣的要求。你

城市

多人受

宝的吸引， 注全神于自私的利益上，竟以虚 的安全
足。你 不怕灾 ；似乎离开危
。其 你 若不 悟悔改而深切 卑地 向主， 你 就要被欺 ，遭迷惑，而 至于永

亡。 {ST2 74.4}

从天上一再有声音 出警告你 。你

火

肯听从

声音么?你

愿听那

的金子，白衣，和眼 么?金子就是信心及 心，白衣就是基督的

使你能看透撒但的

而

避，察 罪 而

，看明真理而

世界死沉沉的昏迷情形正在麻木你 的感 。你

了。上帝的刑
也有声音

，那些在

，眼

从。 {ST2 75.1}

被撒但弄瞎了眼目，

快要 降地上。上帝使者的警告乃是：“逃命吧!”

：“不要大

信真

世

妥。”青年人，

就是属灵的眼光，

于罪 也不

十九章十七

小怪吧，没有什么事故 得特别警惕的。”当天上宣告

安城中 享安逸的人却喊 “平安

者的忠言，去

浮的人，

其可

憎

但是另一方面

快要

到犯罪的人

宴 的人，都把

些

警告当作无稽之 而一笑置之。父母 也想到儿女
事的看法是 的，因此大家都安然酣睡。
古代所多 蛾摩拉二城遭火
之 ，情形就是如此。在降火
的前夕， 平原上的城市，正在
狂

着。

当夜那怜

得因 担

之门就向所多

人类的命

而 出警告，竟被人

。但后来被烈火 亡的，却正是

犯罪作 无法无天的居民永 关

是操于上帝的手中。祂不是永 被人

了。 {ST2 75.2}

，也不是永

受人

些

慢的。祂的刑

者。

已

到

地上了。狂烈可怖的暴 雨，使
及死亡忙碌不息。 亡之火已降及荒林与 市。狂涛 浪及舟
破船沉在等待着海上的旅客， 各种的意外不 也威 着在 地上旅行的人。
，地震，刀兵，
荒，迅速接踵而来。然而人心 是 硬不悟。他

不

上帝警告之声，也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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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而逃
但他
血

唯一的避 所中。 {ST2 75.3}

多被安置在

那里

最活

于自己的身上。 {ST2 76.1}

没有向儿女 出他 所需要的眷

在一起。你
你

安城 上的人，原 有如 一般

本人却睡着了。当此危急之 ，本

你

重担

12/16/13, 11:04 AM

以

的事 占据了你 大部分的

常，反致

儿女的福

不

敏的眼光，注意危 之到

与道德，都大有益 。你

没有用慈

和精力，使你

忽略了家庭的

最好能放下 些

的事 ，到

失；然而你 若

你 固然未必会完全免掉一切的

人的

的 索，把他 的心与你
任。但你

行的 ，那就 你

及疑 ，但却可避除

却

是一成不

巷尾的教育了。──

，就要使他 不安而浮躁，并要

于此

僻静之所，

多的邪

患，并

洪水般滔滔而来的 探之门，使你 儿女的心思不至受其危害。儿童需要作工，并要常有
的家庭若果

的系

自己的灵性及

找一

于青年人的道德，也不至于有那 强烈的坏影响。 {ST2 76.2}
，在

起警告的，

而警醒的人，却疏忽了自己的本分，而使

及鼓励。你

卸下此担是重大的

，而

于与市上的坏孩子混

。他

言卷四, 一三五，一三六，一八七六年著 {ST2 76.3}

，以致接受街

十二基督徒的
(
“弟兄

自

言卷五, 二三六至二四八，一八八二年著) {ST2 77.1}

，我借我 主耶

基督的名， 你 都

意，彼此相合。”哥林多前

一章十

就是力量；分化就必

一 的

。你 中

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

{ST2 77.2}

弱。何 信仰 代真理的人彼此

合一了，他

就要

的感化力。撒但十分明白 事。他 今是下空前的决心，要在主的子民中，播弄 争
使上帝的真理 于无效。 {ST2 77.3}
世人攻

帝的子民

我

，世俗 迎的教会攻 我 ，地上的法律不久也要攻 我

当彼此密切

人知道。最后的恩典信息

一种有效

党的事，俾

。如果有一个

的，那就是 在了。上帝已将 代的特别真理委托我 ，要我
正 出。我 所

期是上

付的男女，正是身受 判之人。我 的一言一

世

，真

多么 慎，密切的效法那“模范”，以便我 的榜 可以引人 向基督。我
当如何 慎 法，
真理，使别人因得 其美 与
而 受之。我 的品格若 明其成圣之力，就要不断地 光

别人，成

活的荐信，被

下地步。 {ST2 77.4}
在救主被

人所知道所念

的了。我

十字架之前，祂 门徒作最后祷告

虽有十字架的苦

当前，但祂的祈求却不是

不能心

争，不睦， 争，以致

，祂心中的重担就是愿门徒之 彼此

自己，乃是 祂所要离开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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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人。 最惨重的苦 在等着他 ；但耶
神而来。因此祂祈求 ： {ST2 77.5}

却看出他

最大的危 ，是由于他

“求祢用真理使他 成圣，祢的道就是真理。祢怎 差我到世上，我也照

的

故，自己分别 圣，叫他 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

的人祈求，使他

都合而

以信祢差了我来。”
基督的祈祷把

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至廿一

争 党，并非不洞悉。祂

母怜惜一个背命受苦的孩子。祂吩咐我 向祂学
。祂已

那些因他

的

信我

祂子民的灾

及危

；祂

及 怜，

于世上的父

者

，祂将地上的工作交在祂仆人的手中。他 乃是祂属下的牧人。“祂所

人在真道上同 于一，
至十三 {ST2 78.3}

的有使徒，

，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

上帝的儿子，得以 大成人， 有基督 成的身量。”以弗所

道人之 ，我 的救主 人各种的恩

，因

祂要借着他 将永生之道

四章十一

世人。

乃是上帝所命定的方法，使圣徒 在知 及真 的圣洁上，得以完全。基督仆人的工作，不
真理而已；他
，

也当留心看守 生灵，就象必 向上帝交 一

人，警戒人，

他

信任祂。祂叫我 敞开心接受祂的

福音的，有牧 和教 。 要成全圣徒，各尽其

在派遣

到世上。我

也在我 里面，叫世人可

于我 非常深切地关

当的灵性

有先知，有

救主

。祂要求我

身作我 的救助者。 {ST2 78.2}

基督升天之

争苦毒的精

{ST2 78.1}

代以至于末日的一切信徒都包括在内了。我

于那削弱教会力量的

差他

些人祈求，也

一。正如祢父在我里面，我在祢里面，使他

一种

勉人。 {ST2 78.4}

。他 要用百般的忍耐，各

的教

凡身受上帝仆人 苦工作惠助的人，都当各按自己的才干，与他合作救灵之工。 乃是一切真

信徒，

道人和教友所

位，大家

作的工作。他

当常存

，和 ，有条不紊地合作。 {ST2 79.1}

在基督的宗教中，不容有自私及褊狭。它的原

种 大的目

是

播性及

，每人在教会中担任合适的

取性的。基督曾以明亮的光，防腐

的 ，及 化的酵来表述它。上帝仆人必以
， 切，及献身的精神， 法在 近到 散布真理
的知 ；同 他 仍不忽略 教会的
力量而 力。他 要 慎自守，免得
争 党的事有乘
隙而入的机会。 {ST2 79.2}
的

近来在我

步的
心意
教

之中有一些人起来，他 虽自称是基督的仆人，但所作的工作却与主在教会中所倡立

相反。他

有自

的 划和工作的方法。他

要在教会中兴起 化，以适合他

自己

于

念，以 如此就能收 大的效果。 等人
在基督的门下做学生而不
做教 。他 的
， 常在那里
大事， 法要使自己得光荣。他 需要学 明白那一切教 中最有益的

，就是

卑和信靠耶

。有些人在 伺自己的同工，百方尽力地要想指出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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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我的

自己的心，以便

，学我的

式，

付那当前的大斗争。救主吩咐他

，你 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我心里柔和

太福音十一章廿九

卑，你

{ST2 79.3}

真理的教 ，布道士，教会
等，只要他 能借 从真理洁 自己的人生，就能够 主做一番
美好的工作。每一位活 的基督徒，都当 上帝作无私的工人。主已使我 深明祂的旨意，使我
可以成

光

帝的眷

别人的

管。如果基督住在我 的心中，我

，及享受救主大

乃是不可能的。“你

之福惠，而同

却 那些在罪 中

多 果子，我父 就因此得荣耀。”

保
保

力

以弗所人 当保持

与

就不能不

祂作工。我

若想保持上

扎垂死之人的危殆仍然毫不关心，

翰福音十五章八

{ST2 80.1}

力
， ：“我

蒙召的恩相称。凡事 虚，温柔，忍耐，用

心互相

主被囚的

你 ：既然蒙召，行事

容，用和平彼此

人就当与

，竭力保守圣灵所

合

而 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 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
一上帝，就是 人的父，超乎 人之上， 乎 人之中，也住在 人之内。”以弗所 四章一至六
{ST2 80.2}

使徒奉

他的弟兄 要在生活上表 出他所

他

之真理的能力。他

是

的。保

借着温柔与恩慈，

心与 容，
基督的品格及其救恩之福惠。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一主，一信。 信徒
既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就被同一的精神和希望所鼓励。教会里若分了派别，就使基督的宗教在世人
面前蒙羞，且
上帝有意把

当圣灵降

帝，得
少，无

真理之

些教 也

以口 ， 明他
我 。我

在早期教会之

的行

正在作什么以保持和平

，弟兄 都彼此相

的人无不 然生畏。因此他 被

称

准今日仍与使徒

一呢? {ST2 80.3}

的心 用

，

美上

二章四六，四七 初期的基督徒人数很
出。他 的名声及道理所 到之 ，

准不

代是一 的。上帝的

主子民之人的情况，与早期教会的相

代的教会。

人所恨，并遭受逼迫，甚至于死。 {ST2 80.4}

上帝的
圣洁的

写 他那

中的合而

。“他 ……存着 喜

民的喜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 他 。”使徒行
无名，但却
了巨大的感化力。世上的光由他

使那里行

的教 不

或条件，并无任何部分已 失其效力。但自

如何呢?那 宣

福音所有的上帝的灵与能力，

里呢?哀哉，“黄金何其失光， 金何其 色!”耶利米哀歌四章一
主栽培祂的教会，好像葡萄 种在丰腴之地一

今在哪

{ST2 81.1}

。祂用最仁慈的心情来加以培养珍

，希望能

出公 之果。祂 的 是：“我 我葡萄园所作之外， 有什么可作的呢?”可是上帝所栽的 棵葡萄
，却 向世俗，它的卷
在人类的支持上。它的枝条蔓延
，但所 的却是下等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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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园的主人
主已降

：“我指望 好葡萄，怎么倒 了野葡萄呢?”以

大福

祂的教会。按理她 当 本

利奉

自亦增多。可是教会不但未曾善用 些恩
落了。她属灵情况的

五章四

。既然托她保管的真理

完全的地步，反而从早期

，是逐 而来，几乎是不知不 的。 在她开始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

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

：“你

仍是属肉体的；因

子行么。”哥林多前

三章三

在你

那被嫉妒及

到的

求世人的

其

任

准上堕

美及友

，

一步，就离开上帝更
争便 来使教会 乱而

弱。 {ST2 81.3}
写信

物增多，

所已

她的信心就黯淡， 心就衰退， 切的虔 也 成了死的 文。向世界每
一步。 傲及属世的野心既被保留，基督的灵便离去，而 争， 党，及
保

{ST2 81.2}

中

有嫉妒、

争，

争所 乱的心思，是不能

不

悟圣 深奥之属灵真理的。“属血气的人不 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 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
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哥林多前 二章十四 我 若不借 示圣 之灵的帮助，就不能正
确地明白及欣
当

凡奉派

的教
格

常表

仁

神圣的

示。 {ST2 82.1}

教会灵性福利的人， 当小心建立正当的榜 ，不
，尊敬，及礼貌的精神，正如他

愿望在弟兄

嫉妒，

身上滋

争，及猜疑留机会，反

的。 当殷勤留心听圣

。当阻止每一怨恨或不仁 的流露；当清除每条 毒之根。何 在弟兄之 起了
，就当
从救主的 律。当尽一切可能的努力， 法和好；如果双方固 ， 持异 ，就当予以停

，直到他

能同意和好。 {ST2 82.2}

省
在教会中

心意，争
教会，
困

生苦 之事 ，每个教友都当省察己心，看其中是否存有 根。属灵的

名位的野心， 缺乏自制，放

牲其和平。 {ST2 82.3}

往往是因

情欲或偏 ，心意不 定或缺少判断力，

子而起，他 所耳 的

搬弄是非的人，在其 行上 是受 多站着
要告他。”但在基督的门徒中，却决不可容
重述，也不
基督徒

己心之

表批

教友的意

使此

我

当追求真

些都可能

乱

言与暗示毒害了无疑的心思，离 了至好的密友。

听
及心 不良之人的附和， ：“告他吧，我
种罪 。身 基督徒的父母 ，不当在家人中把

也

。 {ST2 83.1}

将遏制嫉妒或忌恨的精神当作一 宗教本分。他

，

傲，独裁的

自己的特色或造就仿佛是被湮没无

当

弟兄

有更好的名声及兴盛喜

，亦 如此。撒但之所以从天庭被

逐，就是因

他心中存有 傲及野心。 些罪 在我 堕落的天性中，已是根深蒂固，若不予以清除，就必掩
蔽一切善良高尚的品 ，而 出其嫉妒 争的 果来。 {ST2 83.2}
的

的良善，

于追求 大。凡以基督之心 心的人，就必自

洁及兴旺而效 ，并准 宁愿 牲自己的福利及愿望，而不欲在弟兄

卑。他

必

教会

引起 争。 {ST2 83.3}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28&start_paragraph=1003612904&finish_paragraph=1003615864&references=1

Page 35 of 268

Ellen G. White Writings

撒但不断

12/16/13, 11:04 AM

法要在上帝的子民中，引起 疑，离

，及 毒。我

常要受到

探，

得自己的权

力被人侵犯，其
种感 是毫无真正理由的。凡 自己 于 基督及其圣工的人，必以自己的福
利 前 ，并几乎施用各种的手段去守
持。当他
自己被弟兄
害 ，有的人竟不惜
法律，而不愿遵循救主的 律。 {ST2 83.4}

弟兄
甚至

有

多看来是

无 的基督徒，也受了

是重新刺透基督的
会的权力是祂所
保

写信

只是不可将你
放

傲及自

高之心的 阻，不肯私自去

的人，以便本乎基督的精神彼此 明其事，并互相代祷。在弟兄之

，足使真理圣工蒙羞。采取 种行

一句

的

的人，乃使教会 笑

的不睦，

的。 {ST2 84.1}

加拉太人 ：“恨不得那 乱你 的人把自己割
的自由当作放 情欲的机会， 要用

之内了。你 要

了。弟兄

心互相服事。因

五章十二至十六

争

党致使教会属灵福利遭受

。 {ST2 84.3}

他宣称律法所定我

仇恨 争，
如使徒所奉
他

到相

。他

上帝，因

教

，你 蒙召是要得自由，
人如己’

当 着圣灵而行，就不

{ST2 84.2}

假教 把那与基督福音相反的道理
加拉太人。保
法要揭露及 正 些
假教 可从教会中被隔 ，但他 的影响已深入多数信徒之 ， 置他 似乎是危
起

得

全律法都包在‘

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 了。我 ，你

肉体的情欲了。”加拉太

是

所

争，及

人之 ，并使黑暗的权

，并明明羞辱祂。从不 教会权力的事上，就表明他

他

之虞；因此他

法以用

。他切望 些
之 ， 有引

心彼此服事之重要性来感

同胞本分的一切条件都在彼此相 的事上成全了。他警告他

弟兄

，如果

容

党分派，象野 相咬相吞，就必自招眼前的不幸及未来的
。要 防止 些惨 ，正
他 的，其唯一的方法，“当 着圣灵而行。”他 必 不断地祈祷， 求圣灵的引 ，
及

的地步。 {ST2 84.4}

当撒但掌权之
一家自相

教会之

争，就必站立不住。一旦基督徒起了

争，撒但就乘隙而入，取得了控制权。在破坏

的和睦平安上，他是多么 常地成功啊!从一件小小的事上，会引 何等暴烈的争斗，何等

的苦毒，何等的仇恨啊!由于不睦及 争，已破坏了多少人的希望，拆散了多少的家庭啊! {ST2 85.1}
保

吩咐弟兄

要留心，免得在想要

正别人的

失

，自己却犯下了同等的大罪。他警告他

，仇恨，猜忌， 怒， 党， 争，异端，及嫉妒， 在都是情欲的事，正如邪
酒，及凶 等一 ，必然关 天门，使罪人不得 入。 {ST2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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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宣称：“凡使

可福音九章四二
大罪。

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 人的

无 何人若以故意欺 或

救主都

若把他当作

古

下来。 {ST2 85.3}

及 笑的

的金

那些看

上帝特

的狂

器皿，

凡喜
并非

的劫

一个基督徒行入 路，就是犯了一
待祂门徒不当的事，我

的刑 呢?伯沙撒及其一千大臣

的

耶和

不圣洁的情景。在他

慢神

上写着神秘的字。王与朝臣无不恐惶万状，

。 {ST2 85.4}

上帝子民所行的每一冤屈

圣史上有

多

迫之

，留下忠 的

圣

听至高

。 {ST2 86.1}

著的例子，表明主切心照 其子民中直至弱者。当以色列人在 野旅行

弱困倦的人落在群 之后，被残忍卑劣的

及的

在海里。”

写
及虚 之 去指摘基督仆人的， 当 得上帝是他 行 的
者。他 侮慢的攻
那无生命的器皿，而是基督用自己宝血所 回之人的品格。那在伯沙撒
上写字的

手，必

他
念

怎

的偶像。但他 所侮慢的上帝却

出一只非血肉之手， 在

者的仆人宣布他

，而引

象，亦即侮辱了耶 。每一

己 圣之物的人，受

美巴比

中，突然

的榜

上，

力人所

。后来以色列人与

力人作

，那些

，打

。“耶和
摩西 ，我要将
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
写在 上作 念，又
听。”出埃及 十七章十四 摩西 死前重述 命令免得后人忘 了：“你要 念你 出埃
候，

力人在路上怎 待你。他

人，并不敬畏上帝……你要将

在路上遇

你，趁你疲乏困倦，

你尽后

弱的

力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 。”申命 廿五章十七至十九

{ST2 86.2}

上帝既然

一个外邦国家的残忍，祂将怎

看待那些自称

祂子民而竟攻 在圣工上操

疲倦之自己同工弟兄的人呢?撒但在那些服他管 之人身上是有大能力的。那从公堂到格挖利的路上
暴徒

乱的，乃是作民 宗教教

人的心受了那高呼 死我

救主之同

都有一位
者，就是一位圣洁而憎
。 {ST2 86.3}
“我

固的人

的祭司 与
精神所激
罪

老。在今日自称 基督 徒的人中

。但愿作

的人要 得，在他 的一切行

的上帝。他 所作的事， 一切

担代不 固人的 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 各人

，建立德行。因 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地可怜并帮助我 ，照

，也有

十五章一至三

藏的事，祂都必

多

上，

要叫 舍喜悦，使他得益

基督在我

我 也当怜恤及帮助别人。 多人被疑惑所困，

弱有罪之

是怎

弱所累，信心微

薄，不能 悟那看不 的；但若有一位他 看得 的朋友，代替基督来到他 那里，就可成 一条
接的 ，将他
的信心 系于上帝。 是一种何等有福的工作啊!但愿我 不容 傲及自私来
阻我

去从事那奉基督之名并用慈

切的精神所能做到的善行。 {ST2 87.1}

挽回跌倒的人
“弟兄

，若有人偶然被 犯所 ，你

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 来，又当自己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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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也被引 。你 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拉太 六章一，二
里又再度将我 的本分明白 示在我 面前。自称 基督徒的人 可如此 看灵感的忠告呢? {ST2
87.2}

不久以前我收到一封信，述及一位弟兄在某种情形下表 了失

的行 。

虽是几年前的事，而

且是极其微小，几乎不 得再考 的，但写信的人却 那件事已永 破坏了她 那位弟兄的信任
心。如果 位姊妹自己的生活，能拿出来
而 出没有更大的
，那才 在是奇事呢，因 人
性本来就是很
至

弱的。 我一向是，而且

今

是与一些弟兄姊妹 交往，他 曾犯

今犹未看明自己的罪象上帝所洞察的。但是主既能容忍

灵去感

他

的心，使他

能看出，象保

重的罪，甚

些人，那又何况乎我呢?祂

所 到的一 ，罪

要使祂的

在是 极了。 {ST2 87.3}

我 很少明白自己的心，也很少感 到自己需要上帝的恩典。因此我 也很少 有耶 向我 所
表 的，以及我
当彼此表 的 切之 怜。我 当 得，我 的弟兄也是 弱有 的必死之
人，象我
，那么

自己一 。倘若有一位弟兄因不警醒而

当如何 理呢?我 从圣 上看到有些曾

重的罪。主既未放
恕他

，

明自己与他

但愿可怜，

判及

些事而不予以

，但也没有

同在，并借着他

向犯罪之人所 行的。“因 你 怎
你 。”

太福音七章二

使徒又向自主自 的人加上一个忠告

自己的担子。”加拉太

明他是

六章三至五

于危 的欺

之行 ，犯了某些

被上帝重用来 行其 大善工的人，竟犯了
弃祂的仆人。一旦他

弱，必死的人 ，自忖是多么需要上帝及弟兄

小心，恐怕也被引 。”加拉太 六章一 我

及警戒，那就

，一反其平

行事。 {ST2 88.1}

别人。我 当听从使徒的教 ：“你

用什么量器量

探所

的怜恤与

悔改了，祂就开恩

容。 当小心自己怎

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

也 会陷于

断人，也必怎

探之中，需要一切的
被 断，你

来，又当自己

容，也就是我

用什么量器量

人，也必

{ST2 88.2}

：“人若无有，自己

人若自

有比弟兄 更

之中。人心是

格及生活。上帝的道在人生的途程上放射无

以 有，就是自欺了……各人必担当
越的

的。他

之亮光。 然有

及

当用圣

，而看 别人的

的 准来

自己的品

多 力要兴起 移及分散人的心

思，但那些 心向上帝求智慧的人，必蒙引 行在正路上。每个人到了最后一定要自行站立或跌
倒，并不是按那支持或反 他之党派的意 ，也不按任何人的判断，而乃按他在上帝眼前的真正品
格。教会或可警告，
，就必

自

主已在祂的

，及 戒，但却不能勉强任何人行在正道上。无

其 ，自行答复上帝，并忍受自己行
中

睦。弟兄姊妹 啊，你
基督要祂门徒合而

我 确定无 之教 。我

借着

从 些教

不理上帝的

，就可在教会中保持

及和

听从 些所指示的忠告么?你 是否是
而且行道的人?你 是否在尽力
一的祈祷呢?“但愿 忍耐、安慰的上帝，叫你 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

，一心一口荣耀上帝。”

睦。如此，仁

之后果。 {ST2 88.3}

若

十五章五，六 “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

和平的上帝必常与你

同在。”哥林多后

十三章十一

{ST2 89.1}

上帝所建造的。“你 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哥林多前 三章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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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逐点用功造就起来的人格。上帝每天建造其房屋，一 一
祂的圣殿。 人

当与上帝合作。每位工人

地使 建筑

当适如上帝所期望的，用

到完全的地步，以便成

洁高尚的行

来建

其人

生，至于他的品格可成 一所匀称的建筑物，一座美 的殿，受上帝及世人的器重。在 座建筑物
上不可有缺点，因
是属于主的。每 石 都要安置得完全合适，以便能 受得住上面的 力。
一

石

若安置失宜，就必影响及整个建筑物。上帝向你及每位工人 出

建造，以使你的房屋能
根基上，

就可

得起狂 暴雨的

妥当，好 付那

，因

及磨

的警告：“要

根基立在永恒的磐石上。当把石

之日子，那

一切都要

慎怎

放在可靠的

露出其本色来。” {ST2

89.2}

上帝指示我，

且与他
表

警告 于你的幸福是特别需要的。祂用莫 之

同工所要 成的目的，就象祂与你同工一

来 你。祂

你同道的弟兄

。祂在地上的教会乃是在世人之前充当神圣的

，象活石建成的殿，每 返照出光 。教会要作世上之光，好像城造在山上，是不能

它是由每 石
密相接，
得合适所建成的一座
的款式。有的大，有的小，但每 都各适其位。每
帝的

我

之智慧的建筑物。上帝所

它 彼此 的正常关系来使用，以便成 全然完整的。上帝
人。── 言卷八, 一七三，一七四，一九○四年著 {ST2 90.2}

都是一
乃是上

。 {ST2 90.1}

是生存于末日的危 之中。我 要 明地培养每一分的心力及体力；因
一座能代表那 大

藏的。

固
的建筑物。 些石 并非每
石 的价 是依其返照的光而定。

划。祂切望祂一切的工人在 代工作上，各充其所派定之

来使教会成

，

一切都是需要用

我 的才干乃是祂的恩

，

依

与才干和智能；但培养品格的却在乎

十三基督是我 的
(

自一八九二年出版之 道良助, 四一一至四一五) {ST2 91.1}

本篇乃一八八三年在米西干省伯特克勒 行之全球

之辞。 {ST2 91.2}
“我 若

自己的罪，上帝是信 的，是公 的，必要赦免我

翰福音壹一章九
上帝要我

的人。我
所

会 事会

承

的罪，洗

道人演

我 一切的不

。”

{ST2 91.3}

自己的罪，并在祂面前虚心；而同

多人行事

人是凭着眼

我 也

，不是凭着信心。我

我 的宝
；并且 表 我 不信祂所
真是羞辱上帝，莫此 甚了。 {ST2 91.4}
上帝并不因

， 夫人于某早会向

我 的罪而撇弃我 。我 或

的，又

会作

信任祂和慈父，必不

只相信看得

弃凡信靠祂

疑主是否以

的事，而不重
待我

或欺

圣
我

上
，

，使祂的圣灵担 ；但我 一旦悔改，而存

痛悔的心来就祂，祂必不拒 我 。有些阻碍 予除掉。心中所存

的情

， 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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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及怨尤；

一切都使我 与上帝隔 。必

灰心的人可能
私之

成上帝的勇士， 主作高

机所感化。 {ST2 91.5}

必

气。 我

有恩典更深的工作。凡自

之工。但他 必

基督的功
我

罪，心中必

是我

是从高尚的立

所行的配得

些福气。我

是出于无

唯一的希望

在基督的门下受教。除了祂的 以外，没有什么能使我

久已渴望尽力要享受 些福气，却未得到，

出 ；必

弱及

是因

得到恩典之 的任何一种福

的目光不离自身，也没有相信耶

我 存着一种 念，以

是一位活的救主。我

不

自己能借着
想自己

的美德及功 可以救我 ；基督的恩典才是我 唯一的得救希望。主借先知
：“ 人当离弃自
己的道路，不 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向耶和 ，耶和 就必怜恤他；当 向我 的上帝，因
上帝必广行赦免。”以
完全信靠上帝，当我

五五章七 我

了。 {ST2 91.6}

信 耶 的功 ，

必 信仰

祂

我

明

的

，不用感情来代替信仰。当我

赦罪的救主 ，就必得到所企望的一切帮助

我 依 自己，好像自己力能自救；但耶 却 我 而死，因 我 是无力做到 事的。在祂里
面我 才有希望，才得称 ，成 。我 不 当沮 ，惟恐自己没有一位救主，以 祂 我 没有
怜

之意念。祂正在此

信羞辱了祂。我
据，而能救我

我

行其工作，邀

我

在无力无助之中来投靠祂而得救。我

竟是如此 待自己最好的“朋友”，如此不十分信任那 我

到底的主， 种情形

般 明祂大

在是可 的。 {ST2 92.1}

的不

之凭

我的弟兄 哪，你 指望借自己的功 能 得上帝的眷 ，并以 在信靠祂的能力拯救之前，自
己必 先从罪中得 放么?如果你 的思想中存有 种争 ，我怕你 就得不到能力，至 不免灰心
了。 {ST2 92.2}
主在

野中容

毒蛇来 害悖逆的以色列人

，摩西蒙指示要

起 蛇，并吩咐一切受

目仰望而得生。但 多人却看 种上天命定的救治之法 无效。在他 的周

的人

有 多已死及垂死的

人，他 明白若非神的救助，他 的 局是必定的；他 悲痛自己的
，自 己的痛苦，自己的
免于死，直到精疲力尽，眼睛模糊，而其 他 是当 本可立刻痊愈的。 {ST2 92.3}
“摩西在 野怎

蛇”，“人子也”曾“照

罪，不可把你全部的力量都用在
千成万需要祂医治的人拒

起来；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如果你感

懊 上，乃当仰望而得生。耶 是我

祂所 献的恩典，可是凡信靠祂功

的人，

自己有

唯一的救主；虽然有成

无一人被撇下而

亡的。

当我
自己没有基督的无助情况 ，我 决不可灰心，乃当依 被 死而复活的救主。可怜，
有罪病的灰心的人哪，当仰望而得生。耶 已保 自己的 ；祂必拯救一切来就祂的人。 {ST2 93.1}
来就耶

己。

，接受安息平安吧!甚至 今你就可以得到福气。撒但暗示

是真的；你是 弱无助的。可是你当在他之前

起耶

你是无助的，不能造福自

来：“我有一位复活的救主。我信靠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28&start_paragraph=1003612904&finish_paragraph=1003615864&references=1

Page 40 of 268

Ellen G. White Writings

12/16/13, 11:04 AM

祂，祂必不致使我羞愧。靠祂的名我必得

。祂是我的公 ，是我喜 的冠冕。”我

不要以

自己

的情形是 望的；其 并非如此。你也 看出自己是有罪和 亡了；惟其如此，你才需要一位救
主。你若有罪要承 ，就切不可耽延 日。片刻犹如黄金。“我 若 自己的罪，上帝是信 的，是
公

的，必要赦免我 的罪，洗 我

足；因

耶

已

一切的不

。”

翰福音壹一章九

了。宝 的救主!祂伸开膀臂迎接我

，祂 大的

凡 渴慕

心在等着要

的人，必得
福

我

。

{ST2 93.2}

有些人仿佛

得，自己必

来要求祂的福气。 可是

些

督的灵，去帮助他 的
而需要倚靠的

一番恩典 容的

的人 ，

弱，否 他

状来就祂。 {ST2 93.3}

期，必 向主

明自己是改良了，然后才可以

今就可以要求祂的福气。他

就不能养成基督徒的品格。耶 喜

必 有祂的恩典，就是基
我 照着有罪，

弱，

悔改及赦罪都是上帝借基督 人的恩 。我 是借着圣灵的感化，才 悟自己的罪，感到自己需
要 赦。只有悔罪方蒙赦免；上帝的恩典使人心悔悟。祂熟悉我 一切的 弱和缺点，祂要救助我
。 {ST2 94.1}

有些人借着

的去
重
同

受上帝的

罪悔改来到上帝面前，甚至也相信自己的罪已蒙赦免了，但他
。他

看不出耶

是一位随

随地皆在的救主；他

没有照其所

得

不愿把保守自己灵性的

交 祂，并靠祂而使那在他 心中
的恩典工作完成。他 一面以 是在将自己交托上帝，
却大量地倚靠自己。也有些凭良心行事的人，却一部分信靠上帝，一部分倚 自己。他 没有

仰望上帝，靠祂的能力保守自己，却倚 警醒来抵抗
信心是得不到

利的。

探，并

种人是徒 无益；他 的灵性常被束

行某些

，以求祂的接

。

自己的重担放在耶 的脚前。 {ST2 94.2}

，他 必得不到安息，直到他

种
把

当前的需要是不住地警醒， 切而本乎 的献身；只有心灵因着信，靠 上帝能力的保守， 些
便可自然而然地有了。我
没有什么可作的，以便使自己得蒙神眷。我 不 当倚靠自己，也
不可信

自己的善行；当我 以有罪犯 之人的身份来到基督那里 ，就可在祂的

每一个完全信

那被 救主之功 而来投靠祂的人，上帝都必接

有一种狂喜之感，但却有一种 存的，安宁的信

。每个重担

。 是由心中涌
了；因

基督的

中得到安息。

的。 虽然未必
原是容易的。

本分 成了一种快 ， 牲也成了一件愉快的事。以前似乎被黑暗 蔽的道路，今后有公
光 普照。 就是行在光中，象基督行在光中一 。 {ST2 94.3}

日

的

的。他

没

十四基督徒的
(

自

言卷五, 二六三至二六七，一八八五年著) {ST2 96.1}

我蒙指示，那些有了真理知 而仍容其一切能力

注于世俗的事

的人，乃是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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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使真理之光照耀别人。他 的才干几乎全用来作成精明奸巧的属世之人。他

己的才干原是上帝所 ，用以推 其圣工的。他
但是

若忠于本分，

多人却因他 的疏忽而 亡了。 {ST2 96.2}

果就可拯救 多生灵

忘了自

于救主；

上帝呼召那些明白祂旨意的人，要作遵行祂 的人。 弱无力，没有 意，以及犹疑不决，引起
了撒但的攻 ；凡容
些
生 的人，必然毫无救助地被 探之澎湃波浪所淹没。每位称呼基
督之名的人，都必
我

在

，需要一位

大成人， 有基督

成的身量。祂乃是基督徒生命之元首。 {ST2 96.3}

人生的 多窘隘之 ，需要一个
港 一

， 位

者，正如同水手在

者人哪里可以找到呢?

的弟兄

砂洲或上溯多礁的河流之

，我向你

指出的，那就是

圣 。圣
高思想，

是出于上帝的默示，由圣人写下来，向老幼之人极其清楚而肯定地指明其本分。它能提
化人心，并使人的心灵有圣洁之喜 与愉悦。圣
明品格的完全 准；而在无 何种

生活的准

。 {ST2 96.4}

境下，直到生命途程

束之日，均

无

的

者。

当殷勤善用各种恩典，使上帝的 在心灵中充

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 基督
徒生活 当 出强壮勇敢的 式。你 可能
帝的儿女，便必
以和

如此。你 不能站立不

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 ，是何等

三章十八，十九

了仁
到圣

当用圣 作你

，多而又多，“使你

的

，作你

日常

能分别是非，作

无

；若不前

的果子。”腓立比 一章十，十一 你 的基督
在你 面前所定的高尚 准，而且如果要作上
必后退。你 必

有属灵的知

高深，”以便“叫上帝一切充 的，充

了你

，以致“能

。”以弗所

{ST2 96.5}

多有真理的 越知 ，能用 据 真理
的人， 建立基督国度却毫无 献。我 常常遇到
；但他 个人在基督徒生活上却没有
出新的
；在神圣的 争上也没有新的 利可

他

述。反之，你倒注意他

一仍旧 ，在祈祷及

在有关上帝的事上表 不出更大的理解，没有更

上也是率由

章。他

的祈祷没有新

的

；

的基督徒。他 的眼光及

划都

切活 的信心。 等人在主的园中不是活的

不会

新芽，萌新叶，及吐露圣洁生活的愉快香气。他 不是

心已

害了人，及大大摧残了上帝的圣工。流行的灵性消沉之气象甚是可怕。 多人

，

不 大。没有 大的思想，在基督徒知 的宝藏上也没有作可 的充 。他 的能力未 用在 方
面上。他 没有学
于人及事物的看法象上帝的看法一 ，并在 多情形之下，那不圣洁的同情
上的基督徒生活，声称自己的罪已蒙赦免，其 他

却 基督缺乏真正的

着一种形式

，正如罪人一

。

{ST2 97.1}

步是无止无境的
弟兄

哪，你

在基督徒的生 上是愿意受限制呢，或是愿意在神圣的生活上有健旺的

步呢?

何 有属灵的健康，何 就有生 。上帝的儿女要在基督里生 ， 有男女成人的身量。他的 步
是无止境的。何 上帝的 在人的心灵中成了一种活的原理，就不会有狭窄及拘泥的 解；在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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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必有仁 与忠

；也就有

的工作及

有些人不愿作克己的工作。在人 勉他 去担

及

任之 ，他

就表

出不耐 地

，瞎眼，赤身的。那

信真

者

，究竟有何必要呢?”此 道破了一切。他

缺，”其
道：“我

上天却宣布他 是困苦，可怜，
你向我 火

尽 的意向。 {ST2 98.1}
些

得自己是“富足，已

中埋藏有千万真理的珍宝，是肤浅的

越多虚心地
和知

究圣 ，你

。祂的判断何其

的自

自足，

的兴趣也就越大，并要越想与保
!祂的踪迹何其

!”

中，圣

也会 得自己在与真理有关的

要不断地得到新的价 。 {ST2 98.4}

“耶和

明你 是

求者所找不到的。真理的
一

十一章卅三

同声

都不

些人

目上，已得了新

的大日 近， 近而且甚快。”西番雅

都缺少。你

擦

藏是永不衰竭的。你

：“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

宝一 ，因 其中含有永生之
行，就必从上帝的 中找到新

宝 的亮光，并且在你

一章十四 耶

眼

{ST2 98.3}

你 每日当从圣 中学 一些新的知 。 找它 象 找 藏的
道。 当祈求智慧及 明，以便明了 些神圣的著作。 你 若肯
的荣光；你

，一

的金子，叫你富足；又 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

你的眼睛，使你能看 。” 示 三章十七，十八 你
是属灵的病人，需要耶 作你 的医 。 {ST2 98.2}
在圣

了

：“加增知

的估量

：“看哪，我必快来。”

些

我

当 常
在心，并且在行 上表示 在相信主来甚近，而我 只是在地上作旅客及寄居的上帝
教会的主要精力，都必 活
用在自我革新的 个大目 上；每位教友当作上帝的活 代表。“因
我

两下借着祂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

到父面前。

，你

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

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
得合式，

成 主的圣殿。你

也靠祂同被建造，成

自己 房角石，各房靠祂

二章十八至廿二
是一种特别的工作，必 在完全的和 ，
行。不可 批 ， 疑，及不信留地步…… {ST2 99.1}

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以弗所
的精神，及和平的

之下

割断世俗的情意
弟兄 哪，你 的本分，幸福，未来的 献，及最后的得救，都在催促你 把自己情意的卷 从
世俗及 坏的 事上割断。有一种不圣洁的同情心，是与恋 情欲的天性有份，那是属世的，属肉
体的。你

有些人若要

种情形及改

未使自己与“以色列的保障”相 ，并且你
用各种的恩

人生的行径，决非怯弱之 扎所能奏效的， 因

你

尚

的全部官能也都衰弱了。 今主大声招呼你 ，要殷勤利

，俾能 化品格，并在基督耶

里

大成人，

有成年男女的身量。 {ST2 99.2}

我 有大 利可以 致，若得不到，就必失去天国。必
死肉心；因 有道德 坏的 向，而
其 局便是死亡。只有福音 人生命之感化力。 当祈求圣灵的 大活力，挟其一切 醒，复原，
及

化之能而俱来，象一道 流般刺激麻木的灵性，使每根神

有新生的震

，使人从死亡，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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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及情欲的情况中，复原到灵性健全的境遇。
欲来的

坏；并且必在你

的灵性上返照那

，你 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脱离世上从情

你

受鞭 而使你

得医治之主的形象。 {ST2 100.1}

基督
是

：“你 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翰福音十五章十四
是 定的条件，
了人的品格。感情往往是 人的，情 也是不可靠的保障；因 它 是 化无常且受

作何

牲?

明你

是上帝的儿女了。──

外界

境所左右的。 多人信 感 的印象，便受了迷惑。
得了什么

利呢?

从基督的旨意， 些工作都是

自私的精神，抗拒那忽

自

本分的 探，制服情欲，并甘心

人心灵之

人心灵的 候正在我 之前，凡在信心上

当留心研究所

意

的宗教，更能

言卷四, 一八八，一八七六年著 {ST2 100.2}

言卷五, 二七三，二七四，一八八五年著，原

那要

是在 基督作什么呢?你

重大的凭据，比那一暴十寒的敬虔，及情感冲

十五
(

是：你

“在上帝的工作上忠心”) {ST2 101.1}

弱的人，必受不住那些危 之日的考

示的 大真理，因 我 大家都需要一种充分的圣 知

。借着 考圣

。

及每日与

耶 相交，我 就会清楚地了然个人的 任，并 得力量能在磨 及 探之日站立得住。那用
的关系使自己生命与基督相 合的人，他就可因信而蒙上帝能力的保守，得着救恩。 {ST2 101.2}
当多思想上帝的事，少思想世俗的事。那

方面去，就会很熟悉圣

，犹如他 在熟悉世事一

世俗而自命

中有永生，

我作

的就是

。”

有一种有系

的知 ，使他 足以 付那要

了。基督

翰福音五章卅九

信徒的人，如果他能把思想

道：“你

基督徒当殷勤

考圣

考圣

，因你

秘

到

以

内

，将其中真理反复

。在 事上任意愚昧无知，就必危及基督徒的生命及品格，而且使人的悟性盲目， 坏了最高
尚的能力，并使我 的生活混乱。本会的人需要明白上帝的圣言；他 需要 此 示真理的原 具
去。 {ST2 101.3}
世上即将

生

多大

到地上的事，并保守他 不至被异教之

，每个人都需要 上帝的事有一种

来

的知 。撒但的工作要使上帝的

子民灰心，并使他 的信仰
。他尽力 法，使人 于上帝委以特别工作，并 心从事 种工作
之人所取的立 ，信仰，及 划 生疑 。撒但虽然一再地受挫折，但他却再接再厉，利用那些自
称

卑敬畏上帝的人，及在表面上

开的仇
表之

会

出凶残的反

代真理有兴趣或相信的人

，但 种危 若与那些

秘疑惑的危 相比，可 是不及甚

。

者。他 心中所存的是嫉妒与 意的猜 。他
担祂工作之人的信心；及至他 因自己的行径受
自称作上帝之工，而

出攻

。

真理的人

有权向上帝仆人正作之工吹毛求疵的人

些人看来好像是 卑的人，但他

上却是帮助仇 。 {ST2 101.4}

期其公

人

其所
，他 却

却是自欺欺人

当信任之人，就是蒙上帝
是 他个人的侮辱。他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28&start_paragraph=1003612904&finish_paragraph=1003615864&references=1

所
承
虽

Page 44 of 268

Ellen G. White Writings

12/16/13, 11:04 AM

我

今日在工作上的最大需要，莫 于与上帝相交的

在上帝里面有平安与静息。心中有祂的平安，就必

功效。我

力。与上帝相交，会使品格及全部行
早期的门徒一

， 我

当从自己日常的生活上，表明

在面容上。

升入道德上的崇高境地。人 会

是跟 耶 的。

会

会使所 的

有服人之

我 ，象昔日的人

道人的工作一种大能力，甚至 于他

道所

生

的影响。他不 当 自己被剥 了 种能力。不可疏忽借着祈祷与
而与上帝相交，因
就是
他力量的源泉。教会中的任何工作，都不可列在此事之前。── 言卷六, 四七，一九○○年著 {ST2
102.1}

十六 防邪道
(

自

言卷五, 二九一至二九六，一八八五年著，原

当撒但在天庭感到不

中，

表上帝

“罪的迷惑”) {ST2 103.1}

基督 于

，他并不在上帝及基督面前作不平之

他， 是

天使

的家。撒但唆使人类在世上

行

他不公平的。因

，却到那些以他 完全的

枉， 果竟使三分之一的天使因同

情他，而致失去了他 的清白，他 的高尚身份，以及他 快
他在天庭所

的嫉妒及猜疑的工作。…… {ST2 103.2}

上帝未曾略 其子民，也未曾在 里 一个孤独的人，在那里又另 某一个人，看他 是唯一配
托付以祂的真理者。祂没有 一个人新的亮光，是与 体已奠立的信仰相反的。在每一 改革之
中，常有人起来作
的

，要引

的人所

悖

的主 。但保

却警告他当

的教会

：“就是你

的

。 {ST2 103.3}

中 也必有人起来，

门徒跟从他 。”使徒行 廿章卅 上帝子民的最大危害，就是从那些由他

的

而来。真道也因他

故被

悖

中出去

任何人都不 自恃自信，以 上帝已 他 特别的光，超 他 的弟兄。圣 描述基督居于祂子
民之中，而信徒 又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 自己 房角石，各房靠祂
得
合式，
廿二

保

成

柔、忍耐，用

主的圣殿。你 也靠祂同被建造，成

：“我

上帝借着灵居住的所在。”以弗所

主被囚的 你 ：既然蒙召，行 事 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

心互相

容，用和平彼此

，竭力保守圣灵所

合而

人的父，超乎

D弟兄所称的亮光，在表面上虽然无害，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人会受其害。但是弟兄
，是他用以突

理不相冲突。他

思想

的楔子。

事已一再被

。一个人接 了什么新奇的

件事，直到在他看来仿佛已披上了美

种虚 的外表。至 ，它就 成一种能吸引人全部心思的
致真理就从心中被根除了。 {ST2 104.1}

虚、温

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 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就是
人之上， 乎 人之中，也住在 人之内。”以弗所 四章一至六 {ST2 103.4}
撒但的

二章廿至

哪，就是

念，似乎与真

与重要，因 撒但有能力使它有

象，是一切事物所集中的大道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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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弟兄的思想中一有了

些奇怪的

念，他就失去了信心，疑惑那多年彰 在我

之中的圣灵工

作。他 个人，不会不将他所信之特别亮光分
别人的；因此若 他机会
那能 乱别人心思
的影响，便很不妥当。那等于开门容撒但挟持 多异端
，使人心离开 代重要的真理。弟兄
哪，我
理。

以基督使者的身份，警告你

防

些

外生枝的争

，因其

道向来就是有害的。它从不能使人成圣，乃常招来 争混乱。它始

未借祷告所

底强化，并建立在圣 真理之中，仇

只是引人心思离开真

是危 的。人的思想若

就大有能力控制它。 {ST2 104.2}

成千的 探在化装等待着那些已有真理之光的人； 我 无 何人，唯一安全之道，就是 于一切
新的道理和新的 文
，若未先 富有
的弟兄
定，就不要接受。 当 切祈祷，并存
卑

教的精神，将其 在

些弟兄 面前；他 若看不 其中有光，就当

士多，人便安居。”箴言十一章十四

抗拒狡

及狡猾的人却很少。上帝的子民 当

好，才能

。靠着上帝的能力，一个最 弱的圣徒也 得

撒但及其全

。撒但所怕的就是 种抵抗。他比我 更有自知之明，

，而且若是拿来
，也可 明他有
藏，他的炮位也是加以掩 的。他不敢冒
正在

得自己力量的限度，以及我

的力量。因此撒但的脚步无声无息，他的行
公开露面，免得 醒基督徒潜存的能力，使他

上帝。 {ST2 105.1}
仇

的工作

刻不停地工作，可是明白他的活 范

当面抵抗他，他就会多么容易地被打

“

{ST2 104.3}

撒但
撒但

服他 的判断；因

作最后的一役，要攻 教会。他已

撒但存在，尤其是不能使他 相信撒但有

人的活

掩 自己不使人看

及能力。他

，以致

若

秘潜
去祈求

多人不信有

大部分已忘 了他以往的

；

及至他作另一种新行
，他 就 不出他是他 的仇 ，那古蛇，反而 他是朋友，是一个行善
事的。在他特别迷惑的影响之下，他 夸口独立，竟 从人心最坏的冲 ，而仍相信是上帝在引
他。如果他
善的仇

的眼睛能开

了。他

，辨明自己的元

是

，他 就会看出自己不是事奉上帝，而是事奉

要看出自己的夸口独立，正是撒但能扣牢那

人类是撒但的俘 ，本性所 ，自必

从他的建

，

筋 乱之人的最重枷

。 {ST2 105.2}

行他的吩咐。人靠自己，无力

邪

作有

效之反抗。只有借着活 的信心得有基督住在心中，感化他的愿望，并用上 来的能力来 固他，
人才能当面 抗 么可怕的
。其他各种防御方法都是全无功效的。惟有靠着基督，撒但的能力
就受限制了。
来，

是一 人人 当明白的极重大的真理。撒但是

找可吞吃的人。但出乎信心的

刻忙碌，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

切祈祷，必打破他最强悍的努力。因此弟兄

信德当作藤牌，可以 尽那 者一切的火箭。”以弗所

六章十六

，我

“拿着

{ST2 106.1}

我 所遇最凶狠的仇 ，就是那些 法破坏在 安城 上守望者之影响力的人 。撒但利用其爪
牙作工，并在 方面他作着殷切之努力。他按其特定的 划而行，他的爪牙也一同行 。有一道
疑的

气，横

大 ，而且已和上帝的教会取了

。其影响所及，已破坏了人 上帝圣灵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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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分子 已在此，并在暗地 行工作。你

当留心，免得被

，及决心反

，来帮助上帝及人类之仇

撒但利用欺

的方法及看不 的手段， 在加强其权

是用散布假

工作。 {ST2 106.2}

告，批

，并在上帝子民的路上布置障碍物，以致

人不能从他的权下被解脱，而聚集在基督的旌旗之下。他正在用欺 来引 人离开基督。凡未建立
在真理之上的人 ，必然落在他的网 中。那些他不能引 犯罪的人，他就要逼迫他 ，象犹太人
。 {ST2 106.3}

撒但的目

就是要羞辱上帝，他也要利用每一尚未成圣的分子来完成 一

去

待基督一
行

工作的人，乃是盲目的，看不 自己所行的，直到他

回自己乃是徒

无益的，因此便冒 不 一切，而

撒但希望把上帝余民也卷入那将 世界的大

力要打倒他
心。他
陷入

网

不起上帝之道的

亡中。由于基督复

接起来了。 种精神并非 常公开看
人要造出各种虚 的 来培养及加强

要

法挽

示，其

的日子近了，他便更加决心尽

是要

，但人 却要受其迷惑。虚 的

中。他 要听信 些 言，并

别人，

，就

人立在古道界碑上的信

告要流 各

成了一条

，有些人要

，把自己与大

子

上帝所 的信息，但却用 多方法来表示其 决不信之心。
种不信之心，并且借着此种方法， 多人必致在
的方向

上踌躇彷徨。 {ST2 107.1}
撒但不断地

深陷于罪，以致

其犯罪之行径，陷入惨局。 {ST2 106.4}

。男男女女将起而自称有新的亮光或新

的道理

划。 那被他当作工具

法要引人离开真理，因此我

当

防各种各式的邪道

。 {ST2 107.2}

十七你 要 美耶和
(

自

言卷五, 三一五至三一九，一八八五年著) {ST2 108.1}

可

“凡有气息的，都要 美耶和 。”我

得主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祂的

各人曾否正式考

一切的恩惠呢?反之，我
从

倒常常忘 那“各

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ST2 108.2}

必不断

么?我

美善的恩

，我

有多少事是 当感激的呢?我

是否承 自己当倚靠祂，并表示感激祂

，和各 全

的

，都是从上

来的，

健康的人往往是如何地会忘 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施与他 的奇妙恩典啊。他 并不 美
上帝，感激祂一切的恩 。及至有了疾病， 才 起了上帝。切望恢复健康的心意引起了 切祈
祷，

本来是

把自己的事交
，他

当的。因
祂；他

上帝原是我 在疾病

自己挂 ，以致助 了

的康复就更有把握了。他

恢复了此宝
有一个回来

的避 所，正如在健康

一 。可是

多人没有

弱和疾病。他 若停止怨尤，并超脱悲苦

当存感激的心， 着自己已享受健康之福有多久；如果

的福 ，就决不可忘 自己与
耶 ，将荣耀 与祂。但愿我

次

造主重新立了 愿。当十个大麻 的人被医好 ，只
不要象那九个忘恩的人，他 的心未被上帝的恩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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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2 108.3}
上帝就是

人。”

。祂关心自己所 造之物。“父 怎

章一

篇一○三篇十三 “你看父

我

啊!所以我

怜恤他的儿女，耶和

我 是何等的慈

，使我

可能成 至高者的儿女，是上帝的后嗣，并和 耶
不可因 在今生 免有失望及苦

，便自己哀

也怎 怜恤敬畏祂的

得称 上帝的儿女。”

基督同作后嗣，

翰福音壹三

。 {ST2 108.4}

是何等宝

的特权

如果是出于上帝的美意，要我
受磨 ，我 就当接受那十字架， 那苦杯，并 得那拿杯到
我 口 的乃是天父的手。我 在黑暗中也当信靠祂，象在白天信靠祂一 。我
能不相信祂必
各

凡与我

同白白地
在苦

有益之事物呢?“上帝既不

我

么?”

八章卅二 当我

的黑夜中，我 怎能不振起心意并

耶
的罪孽

怎

起髑

起声来，

我

人舍了，

出感激的

在我 把握之内的福气呢?耶 能受更多的苦

起祂

我 的

故，离弃荣美快

不也把万物和祂一

地的十字架向我 所表

美呢? {ST2 109.1}

亡之罪人所作的 牲，
是一个多么引人深思的 旨啊：“祂
；因祂受的刑 我 得平安；因祂受的鞭 我 得医治。”以

量如此

当我

惜自己的儿子

的天庭，忍受

么?祂能

我

之

，

使是

我 的 犯受害， 我
五三章五 我 当

得更丰富的福气么?

与耻辱，残害与惨死，

能不融化最

硬的心呢?如果祂不借着死亡及复活来 我 打开了指望的门，我 所能知道的只是黑暗的惶恐与
望的悲惨而已。我
此蒙恩受福的 况中，不能察 自己是从何等 的深 被救出来。如果耶
没有用祂同情及仁 的具有人性的手臂来 抱我 ，把我 提拔起来，我 便无法度量自己所要

受的苦

是多么的深，所要遭的 患是多么的大了。 {ST2 109.2}

我

可以在指望中喜 。我 的中保是在天上的圣所中 我

平安。祂的死使祂可以洗
在彼

永

住在光明之中。 {ST2 109.3}

的弟兄，

暗示。告
之功
所
怜

我 的罪，将祂的公

他耶

的姊妹，何 撒但要向你

的血能洗 一切的罪。你

，他就要 兢

逃了。既然

献的救恩之杯，并求告主名呢?不可

代求。我

披在我 的身上，并使我

靠祂的功

的

配加入天庭的社会，

海中灌 失望， 愁，及疑惑，就当拒

不能救自己脱离

探者的权

，你 何不感激地接受耶 所
位召你

蒙赦免，得

，但在你

的福气呢?你

他的

那宝血

何不端起祂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主 出疑惑。不可使

之救主的心因你 的 疑而有片刻之痛苦。祂极其切心关注你 在天程上的 步；祂看
切的努力；祂注意你 的偏离与 回，你 的希望与 惧，你 的争斗与 利。 {ST2 110.1}

你

有

我 一切的崇拜 式， 道一直都是在作 求与 受么? 道我 始 是想到自己的需要，而不
念及自己所受到的益 么? 道我 一直 受祂的恩典，而从不表示感激上帝之心，从不因祂 我
所作的事而 美祂么?我 祷告不会嫌太多，但却吝于表示感 之意。如果上帝的慈悲仁 激励我
多作感 及 美，我 在祷告上就必有更多的能力了。我 也必在上帝的
的福气而 美祂了。你
埋怨上帝没有听你 祈祷的人哪， 当改 你
入你

的祈求中去吧。何

你 思念祂的恩惠慈

，就必 得祂也 念你

中更丰富，并要
祈祷的方式，将

更多
美

的需要了。 {ST2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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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与

美

要祷告， 切而不住地祷告，但也不可忘 了 美。上帝的每个儿女都当
祂的品性。你
可以尊主 大；你 可以表 扶持之恩的大能。 千万的人 不感激上帝的大 及耶 的神圣慈怜。
在救
划上所表 无比的恩典，且被千万的人 看 。一切同得
大救恩的人， 今 不明白
件事。他
得 之民的

没有培养感恩的心。但救 的故事乃是天使也愿意
歌与科学。 道 事 今不 得
思考研究么?我

向人所行的奇事”呢?

篇一○七篇八

察看的；是永恒不息的 月中
可不用心灵及声音来 美“祂

{ST2 110.3}

当在祂子民的会中 美主。古 当主的
希伯来人 曾命令 ：“愿 民都 ，阿 。”当
大 城， 起快 得 之歌 ，“ 民都 ，阿 ，并且 美耶和 。” 代志上十六章卅六

种

烈的响

今日在我

是 明他

明白那所

的

，并且参加敬拜上帝。 {ST2 111.1}

的宗教聚会上，太 于拘泥形式了。主甚愿祂的

道人在 道

有祂圣灵之助而活

起来；也愿听 不要昏昏欲睡坐着漠不关心，或是茫然呆 ， 所 的 毫无反 。 种印象不会
使非信徒喜 基督的宗教。 些
粗心的自称 基督徒者在从事世俗事
，并不欠缺雄心和
情；可是 于有关永恒重要之事，倒不深受感 。上帝借其使者所 之声，也 是一首 听的
歌；但其中的圣洁警告，
，及鼓励，却全未受人注意。属世的心意已麻木了他 。圣 的真理
是
沉的耳朵，及 硬无反 的心了。教会 当大大警 活 起来，鼓励及支持基督的 道
人，在救灵之工上 助他
声了。 {ST2 111.2}
我

的上帝，

。教会若行在光明中，就必 常有那愉快的

天与大地的 造主宣布 ：“凡以感 献上

心响 ，和

的

美之

祭的，便是荣耀我。”天庭全体

合

美上帝。但愿我
今学 天使的歌，以便将来参加他 光耀的行列 也能歌唱。且 我 与作
的人一同 ：“我一生要 美耶和 ，我 活的 候，要歌 我的上帝。”“上帝啊，愿列邦称

祢，愿万民都称

祢。”

篇一四六篇二 ；六七篇三

{ST2 112.1}

十八弟兄 相
(

自 言卷五, 三四四至三四八，一八八五年著) {ST2 113.1}

生活即
。基督徒在世之 ，必要遭遇拂逆的 力。也有激怒的事，要
人的性情；借着
用合宜的精神去 付 些事，基督徒的美德便得到 展。如果能柔 地忍受 害及羞辱，如果能用
温和的言 来回答侮辱的 ，用仁 来 付 迫的行 ， 就 明有基督的灵居在心中，有汁液从
活葡萄 上 送到枝条上。我 今生是在基督的学校中学 心里柔和 卑；及至最后 判之日，我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28&start_paragraph=1003612904&finish_paragraph=1003615864&references=1

Page 49 of 268

Ellen G. White Writings

就要看出，我

上的
教 。
来。 {ST2 113.2}
我

到
力，

12/16/13, 11:04 AM

所遭遇的一切阻 ，所奉命忍受的
一切若能善予忍受，就会

若要作上帝的儿女，就必

般苦楚及

思，都是基督徒生活原理之

展基督化的品格，并使基督徒从属世的人中分别出

到高尚的

准，即是高 ，

全，圣洁，而无玷

；我

若要

上帝的工具，使我

得以

种 准，就必
一番修剪的 程。如果不遇到困 ，不
阻碍，毋需
番修剪的工作怎能完成呢?在我 的
上， 些磨 不是至小的福气，而是

成功的决心。因此我 不但不容其妨害，
决地
自己。 {ST2 113.3}

用

迫，及

我 ；反

以其

忍耐及毅
定 加强我

基督徒的
品格要
。我 若真是活葡萄 的枝条，基督就必在我 的身上 明。我 就要在各种的
及刺激之中，成 忍耐，和善，涵养，及愉快的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 就要克服自己
而
成 高 的英雄。 是派定 我 的任 ；但若没有从耶 而来的不断的帮助， 决的心
志，不移的宗旨， 刻的警醒，及不住地祈祷， 任
打。各人必 自己从 斗及灰心中打开出路。凡不肯

就无法完成。每个人都有一 个人的仗要
斗的人，就必失去能力及 利之 。 {ST2

113.4}

除非我

克尽自己必需的努力，就无人能把我

到天上去；甚至上帝也不能够。我

必

在自

己的人生上具有各种的美德，也必
除那使我 不象耶 的不可 之天性。当上帝在我 的心里
行，使我 立志行事， 要成就祂自己的美意之 ，我 就当与祂 同作工。基督的宗教能改
人心，使心思属世的人 成心思属天的人。在其影响之下，自私的 成了不自私的，因
乃是基
督的品格。那虚 狡 的人 成了正直的，他的第二天性就是要 待别人象要别人 待他一 。那
放 之人也要由
成 洁。他培养正当的
，因 基督的福音在他身上已作了活的香气叫他
活。 {ST2 114.1}

今在恩典

容 期延 之 ，不可有人妄

他人乱加断 ，而以模范人物自 。基督是我

模范；当摹仿祂，跟随祂的脚踪。你也 可以自称相信 代真理的每一点，但除非你
理，即真理之于你仍是徒然无效。 {ST2 114.2}

怎

理犯

行

些真

的

的人

我 不可
别人； 不是我 的工作；但 彼此相 ，互相代求。何 我
到一个人离开真
理，行 了事，我 便当 他哀哭，象基督 耶路撒冷城哀哭一 。我 且看圣 里天父怎
到
犯 的人：“弟兄 ， 若有人偶然被 犯所 ，你 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 来，又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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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小心，恐怕也被引 。”加拉太 六章一 “你

中

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 。

人

知道

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 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 多的罪。”雅各 五章十九，二十
是一种何等 大的布道工作啊!比起那些可怜，虚妄的必死之人类，常向凡不恰合其心意的人 差

及
挑剔，真是何其更象基督啊!我
当 得，耶 是知道我 每一个人的，并且体恤我 的
弱。祂明白每一受造之物的需要，并看出各人没有 出的心中
。若祂所代死之人中最小的一
个受了 害，祂都会 察，并叫那 害他的人 此
。耶 是好牧人。祂关心自己 弱，有病，

迷途的羊。祂按着名
所有的羊。祂羊群中每只羊及每只羊羔的痛苦，都触 祂同情的 心，它
的求助呼声都要 到祂的耳中。昔日先知曾指出以色列牧人的最大罪状 ：“瘦弱的，你 没有养
壮，有病的，你 没有医治，受 的，你 没有 裹，被逐的，你 没有 回，失 的，你 没有
找；但用强暴
地 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作了一切野 的食物。我的羊在
山 ，在各高 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 ，无人去找。”以西
卅四章四至六 {ST2 114.3}

耶 关心每个人，好像地面上只有他而无别人一 。祂以神的身份 我 施展大能，同 又以我
兄的身份同情我 一切的 患。天上至大者并未
离开堕落犯罪的人类。我 的大祭司，并

非高高在上，以致不能注意我 或怜恤我
罪。 {ST2 115.1}

，祂乃是凡事受

探，与我

一 ，只是祂没有犯

后果在于上帝
在ＸＸ地方，有些人 于J君及受其影响的人 ，表 出冷淡与 看的 度， 与基督的精神真有
何等的不同啊!如果何 需要有上帝感化之恩典的 ，那就是 个教会有此需要了。他 在批 及
一个弟兄上，作了上帝从未交托在他 手中的事。一种 石无情的心 ，一种破坏个性及独立的
不
一

攻
；

弟兄

精神，已
在他 的基督徒
中，他
的，叫他仍旧
；
的，叫他仍旧
哪，在天庭

出

之前，你

的心中已失去了耶 的 。“不
；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当赶快从心中除去

的，叫他仍旧
示 廿二章十

一类的情形吧! {ST2 116.1}

你在与教会
度基督徒人生中 免遇
多困惑，但切莫太用功去模 你的弟兄。你若 他
有不合圣
准之 ，不可指 ；他 若刺激你，不可 复。何 你听了些什么激怒的 ， 当

静，不可使性。你从别人身上 到 多好似是
的事，就想去 正它。你开始用自己力量 行改
革工作，但却行之不得其当。你必 存一种受上帝圣灵 化 服的心 那犯 的人服 ， 主利用
你作祂的代理人去作工。 {ST2 116.2}

当把你的重担交卸 耶 。何 有撒但正在努力争取控制某些人，你 得主
此事
；但你
却当尽力存 卑温柔的心，把 麻 复 的事情交在上帝的手中。 遵照祂的 的指示去行，而将事
情的后果委 上帝的明智。你既尽了一切所能的去拯救你的弟兄，就当停止焦 ，安静地去尽其他
忙迫的本分。其它就不再是你的事，而是上帝的事了。 {ST2 116.3}
切不可在心中焦躁之 妄断困 的症

，以致事情陷于 望。

上帝来

你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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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足以 理我 生活上的
。祂有技巧及机智。我 不能每次都看透祂的 划；必 忍耐等
候其 明，而不可 害及破坏它。祂必在祂
合适之 将 些 划向我
明。当追求
；凡
事培养 心，并与基督相合。祂是
及力量之源；可惜你却没有追求基督徒的
，使你 能因
心互相
无

。 {ST2 117.1}

是在教会之内及教会以外，你都有一番工作要做。“你

多 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翰福音十五章八 我 所 的果子，就是我 品格的 在世人之前所受的唯一
。 是我 作门
徒的 明。如果我 的工作有了 种性 ，象活葡萄 的枝子
多宝 的果子，那么我 就在
世人之前，佩戴着上帝自己的
，作祂的儿女了。我 是活的荐信，被 人所知道所念 的。
{ST2 117.2}

我 恐你忘了 行你所 作的，以 前愆，而 成活的， 果子的枝条。如果你照上帝所要你作
的去作，祂的福气就会 到教会之中，你 不够 卑去 底的工作，以符合上帝之灵的心意。在
卑， 罪，与悔改之 却有了自 ，自 ，及自是。 {ST2 117.3}
你 当挪开每一
脚石，而“ 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希伯
来 十二章十三 改 迁善
尚非太晚；但你不
得自己是健康而无需医生，因你是需要帮助
的。当你 心来到耶 面前，祂就要帮助并 福你，你也会有胆量及能力去 主作工了。那 明你
在基督里的最好凭据，就是你所 的果子。你若未真正与祂 合，你的光及特权就要定你 罪及使
你 亡。 {ST2 117.4}

在大庭广 之前横逞意气，
任何人或每个人， 是 比 身去到那行 的人那里当面指 他
， 害更甚。 种在大庭广 之前，作 格， 分，斥 性的
，在上帝看来，其冒犯的程度

比

向个人作 自的斥 ，尤
重，因 那 行，听的人更多，而受
的人也更普遍。当着会
表心意，因 那里有多人在 ， 是比 自去 犯 的人，与他当面开 坦白 明其 行，向
来是更容易得多了。人在上帝家中强烈感情用事，攻 个人，使全体无辜听 及犯有
的人同受
痛苦，此种努力方式上帝并不 可，也是害多益少的。──

言卷三, 五○七，五○八，一八七五年著

{ST2 118.1}

你也
神。但

会 得别人已 作了 事，同 我也和你一 都知道在教会内没有表 出一种基督化的精
于你在受 判之日有何助益呢? 道两个 能 成一个 么?虽然教会内有二三人作了

事，但 却不能涂抹或原 你的罪。不管别人取何行径，你的工作就是使你的心保持正当。上帝在
你身上所有的要求是无 什么 境都不 使你忘 或忽略的，因 在祂的眼中看来，每个人都是宝
的。──

言卷五, 三四九，一八八五年著 {ST2 118.2}

十九与非信徒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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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言卷五, 三六一至三六八，一八八五年著) {ST2 119.1}

的L姊妹：我听 你在考 和一位与你宗教信仰并不一致的人 婚，我 恐你

于

件大事

未 慎地权衡其 重。在你采取 足以影响你未来一生的步 之前，我
你 于 事下一番
慎而虔 的考 。 种新的盟 是不是成 一种真幸福的源泉呢? 于你基督徒的人生有益 么?可
得上帝的喜悦么?可供别人效法你的榜 而毫无危 么? {ST2 119.2}
每位女子在 婚之前， 当打听 个自己将与之同其命 的人，是否适当的人。他以往的
怎
?他的生活是否 洁?他所表示的 情究竟是属乎高尚可 的性 ，或只是出于情感冲 的 慕?他

是否具有使她快 的性格?她能在他的 情中 得真正的平安与喜 么?她是否 允保持其个性，或
是必 使自己的 解及良心，屈就丈夫的 束呢?她既然是基督的门徒，就不再是属自己的人；因
她是重价 来的。她能尊重救主的要求 至上么?身体与灵魂，思念与心意，可以保持 洁而神圣
么?

些

， 于踏 婚姻关系的每位

家庭中需要宗教。只有宗教能防止那

女之一生幸福，乃是极其重要的。 {ST2 119.3}

常破坏婚姻生活之惨痛

。只有在基督的主权之下，才

有深切，真 ，无私之 。
才能心心相印，使双方的生活和 一致。上帝的使者要作 家庭的
客，蒙他 神圣的看守，将使洞房成 圣地。卑 下流的情欲必被 逐 除。心思意念将被提高
向上帝；并向祂奉献至 之心。 {ST2 119.4}

人的心固然渴望得到人的 ，可是用 种 来代替耶 的 ，却是不够 强，不够 洁，也不够
宝 的。作妻子的人只能从救主那里得到智慧，能力，及恩典，以 付人生的挂 ， 任，及
患。她 当以主 她的力量及向 。但愿 女 在未把自己交 地上朋友之前，先将自己交 基
督，不同人 生任何与此有冲突的关系。凡欲求得真幸福的人， 求上天的福气降在他 一切所有
之物以及一切所行的事上。因
背上帝，以致 多人的心及家庭便充 了 患。我的姊妹啊，除
非你甘愿
且

我奉

你的家庭永

被阴影 罩，切不可同一个与上帝

你在没有更 一步之前，有如一个人在

的人 合。 {ST2 120.1}

判之日要 付

些

一般，先行考

一下。你

自己：“一个不信的丈夫不至于 我的思念离开耶 么?他是 宴 不 上帝的；他不会 我喜
他所喜 的事物么?”那引到永生之路是崎
行的。不要再拿 外的重 来阻滞你的 程。你属
灵的力量太少了，你是需要帮助，而不是需要 阻。 {ST2 120.2}

上帝的命令
主命令古代的以色列人不可与周 拜偶像的国民 婚：“不可与他
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 的女儿。” 里理由也提到了，无

后果，
地将你

，不可将你的女儿嫁 他
智慧之主
到 种 合的

：“因 他必使你儿子 离不跟从主，去事奉别神，以致耶和 的怒气向你
。”“因 你 耶和 你上帝 圣洁的民，耶和 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

己的子民。”“所以你要知道耶和 你的上帝， 祂是上帝，是信 的上帝，向 祂、守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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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慈 直到千代；向恨祂的人当面
延。”申命 七章三，四，六，九，十

他 ，将他

。凡恨祂的人，必

他

，决不

{ST2 120.3}

关于基督徒与不信上帝之人 婚，在新 圣 上也有同 的禁戒。使徒保 在致哥林多教会的第
一封信上， ：“丈夫活着的 候，妻子是被 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

是要嫁 在主里面的人。”哥林多前 七章卅九 他又在第二封信上写着 ：“你 和不信的原不相
配，不要同 一 。 和不 有什么相干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有什么相和呢?信
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 我 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
曾

，我要在他
要从他 中

要作我的儿女。

中 居住，在他 中 来往；我要作他 的上帝，他
出来，与他 分别，不要沾不洁 的物，我就收 你
是全能的主 的。”哥林多后

六章十四至十八

要作我的子民。又 ，你
。我要作你 的父，你

{ST2 121.1}

我的姊妹啊，你敢于不
些明 而直接的指 么?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女，是基督国度的子民，
是祂用宝血 来的，你怎能使自己与一个不承 祂的主权，不受祂圣灵 束的人 合呢?我所引用的

命令不是出于人的，乃是出于上帝的。 使你所
的伴 在其他各方面
相当(其 不然)，但他
在 没有接受 代真理；他既是一个不信的人，那你就被上天禁止而不得与他 合。你决不能忽
道神圣的教

，否

你的灵性 免招致危 。 {ST2 121.2}

我要将你的危 警告你，免得太 了。你 听 滑 听的 ，而被迷惑相信一切都必 利；但你
却没有洞悉那
些悦耳之言的 机。你看不出那 藏在内心之邪 的深度。你看不透幕后的情
景，看不明撒但 你灵性所布下的 网。他要引你去追求一种行径，以便能容易向你投
探之
。切不可 他占了分毫的便利。当上帝感 祂仆人之心 ，撒但也借悖逆之子作工。在基督与彼
列之 是没有什么相和的。 两者不能和合 一。与不信之人 合，就是自己置身于撒但的境地。
你使上帝的圣灵担 ，并 失了祂的保 。在争取永生的 事上，你 可
些可怕不利的事来妨
害你呢? {ST2 122.1}
你也 会 ：“我已
了， 道 在要撤回它么?”我的答案是：如果你所作的
是与圣 相
反的，你 当无 如何赶快取消它，不可 延，并在上帝面前 卑悔改， 悔自己是受了迷惑而作
促的

我

。宁可本着敬畏上帝的心悔 ，

比守

而羞辱你的

造主要好得多了。 {ST2 122.2}

着，你当 得天国，当 避那 入 亡的大道。上帝所 的 都是真 无 的。当初祂禁止
的始祖吃那分别善
的果子，他 的 命就 整个世界打开了 患如潮涌入之门。我 若与

上帝相反而行，祂也要与我 相反而行。我 唯一安全之道，就是 从祂的一切条件，不
价。 一切都建立在无 之 及智慧上的。 {ST2 122.3}

象挪
今日人

所存的是狂 的属世精神，人 喜

任何代

的日子一
自私的

足，而不求更高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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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

的日子怎 ，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 。那

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

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 全都 了。”路加福音十七章廿六，廿七
嫁，照 不 上帝的命令，正如挪
代的人所表 的一 。 {ST2 122.4}
今基督教界

于圣 上有关信徒与非信徒

婚之教

，表

人的冷淡。

多自称敬

事上却掩耳不听 告； 于朋友，
，被当作不客气的干涉，那忠 敢

戚，及上
言的朋

上帝的人，宁可 从自己的心意，而不愿接受无 智慧之主的
之快 与幸福的大事上，理性，判断，及敬畏上帝之心都被抛
却当权了。在别方面上很有悟性和理智的男女，在
帝仆人 的忠言
，却充耳不 。忠告与警戒的
友，竟被当作仇 看待。 {ST2 123.1}

着出奇而

世代的人又娶又

。在 种有关双方今生及来生
后，而盲目的冲 与 愎的 决

一切都恰如撒但的心愿。他向人施展邪 ，叫人受惑入迷。理性自制之僵 从肉欲之
上脱
落，不圣洁的情欲 鞭指 ，直至受害者 悟到生活的愁惨及束
，却是悔之晚矣。 不是出于

幻想的描 ，而是事 的重述。凡 犯上帝明令禁止的 合，必不得到祂的 可。多年以来，我收
到 多人的信，提到他 已 下了不愉快的婚姻，那些 在我面前的 乱
， 足令我心疼。要
些不幸者 什么 告，或怎 帮助他
解其厄 ， 在 不容 易；可是他 的悲惨
却当
作

他人的

戒。 {ST2 123.2}

在

今的世代，人 的 史快要 束，我 快要踏

道中。

今乃是各人 当象在那 察人心的上帝眼前

空前未有的大

期之 ，无

男女

于

于自己，也是

于

婚娶的事，自以越少越好。尤其是当撒但要在那沉 的人身上，行各 出于不 的
之 ，基督
徒 当 防，不可与不信的人 合。上帝曾
了。凡敬畏祂的人， 当 从祂 明的教 。我
的情感，激 ，和 情，都 当 向天上，不是流向地下，更不是在情欲及放 之下 卑鄙的孔
我

的姊妹啊，你既作耶 的门徒，就当自

立之

了。 {ST2 124.1}

在将要采取的步 ，不但

别人，到底有何影响。跟从基督的人要作主的同工者，保
他 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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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明光照耀。”腓立比 二章十五
我 要向公 的日 接受光 ，借我 的好行 向别人 出清明恒久的光，既不 浮无定，也不
于黯淡。我
他 并无

若非 于周 的人
害之 。 {ST2 124.2}

一种

极的感化力，引他

向天上，就不能肯定地

，自己

耶
“你 是我的
，”因此我
于生活上的每一行
当自 ：我 的行径 于救 主
之国度的福利有何影响?你若真是基督的门徒，你 愿 从祂的脚步而行，不 怎
及你本性的感
情亦在所不 。保
道：“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 主耶 基督的十字架；因 十字架，就
我而 ，世界已
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 ，我已
啊，你需要坐在耶 的脚前学祂的 式，象 从前 利

在十字架上。”加拉太 六章十四 L姊妹
所行的一 。上帝要你把全部的心意，

划，及目 都交 祂。耶 是你的 袖；你必 仰望祂，必 信靠祂，你不可 任何事物来阻止你
当 于上帝的献身生活。你必 作天上的国民，等候你的救主。你的敬虔必 具有使凡 你影响
所及之人都能感 得出的性 。上帝要你在生活的每一 作上 避一切 事。你是否
行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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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与主的 人 合，而

看或委屈你圣洁的信仰。你若因别人已

行，而受

探不 圣 的
，
得你的榜 也会影响别人要照你所做的去行，
，不良的影响也就
大了。你既自称是上帝的儿女而又偏离你的本分，不 祂的要求， 果就必使那些以你 向 的
人，受无

之害。 {ST2 124.3}

凡住在基督里面的人，必以救灵 其 生不渝的目 。你曾作 什么来表 你 美那召你出黑暗
的主呢?“你 睡着的人，当醒 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以弗所 五章十四
脱
麻木你感

及麻痹你灵性能力的致命之迷惑吧! {ST2 125.1}

那鼓舞我

忠

的最强之

机，最崇高的宗旨，最光荣的

，都 在我

的面前。基督徒

当

作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他 是祂的珍珠，是祂名 的 宝。祂 到凡 持忠 的人 ：“他
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 他 是配得 的。” 示 三章四 凡踏 永 福地之门的人，必不
自
己所作 的任何 牲，以 是太大了。 {ST2 125.2}
但愿上帝帮助你，能在
的救 主失望。 {ST2 125.3}

中站立得住，并保守你的忠 。借着信心与基督

相

。不可使你

二十真正的布道精神
(

自

言卷五, 三八五至三八九，一八八五年著) {ST2 126.1}

真正的布道精神就是基督的精神。世人的救

人得救而作了

主乃是

大的模范布道士。祂的 多门徒已

无私的服 ；但人的努力是无法与我 模范者的克己，

使

牲，仁慈相比的。 {ST2

126.2}

基督已向我
示的 ，是无可匹 的。祂是何等勤 地操 !祂往往 独作
的祈祷，在山麓
或园林幽深之 ，迫切地流泪呼求。祂 罪人代求真是何等地恒切!甚至在十字架上，祂因深 其降
世所要拯救的人类，而竟忘了自己的痛苦。若与我 救主所表 的 与关心相比，我 的 心是多
么地冷淡，我 的关心又是多么地微薄啊!耶 舍己来救 人类；但我 却是如何地常常有所借口，
而不将自己一切所有的献 耶 。我 的救主身
曾受人排斥， 弄，与嘲笑。 {ST2 126.3}
我的弟兄姊妹

哪，你 有否 道：我

苦，耻辱，及痛楚。祂在 行其降世使命

当效法

作我 的模范?我不向你 指出什么

，

人与

善人，我乃指出世人的救 主。我 若愿具有真正的布道精神，就必
有基督之 ；我 必 仰
望 我 信心 始成 之主，研究祂的品格，培养祂温柔 卑的精神，并跟随祂的脚踪而行。 {ST2
126.4}

多人以

布道的精神，从事布道工作的 格，是出于一种特别的恩 或是特 与

教友的， 而其他一切的人不 是旁 者

了。

是前所未有的大

道人及少数

。其 每位真基督徒都必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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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道的精神，因 要作基督徒就是要效法基督。没有一个人 自己活，“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
属基督的。”
八章九 凡 悟来世权能的人，不 老幼智愚，都会被那激 基督之灵所激 。
重生之心的第一件所需求的，就是去引 别人也 向救主。凡心中没有 种愿望的人，就 明他
已失去了起初的 心；他
当照圣 亮光所示， 密省察自己的心，并切求基督之灵的新洗礼；
他
当祈求有更深切的理解，以明白基督在离开荣耀之境，来到堕落世界拯救 亡之人的事上，
向我

所

明的奇妙大

。 {ST2 126.5}

活的荐信
我

在主的葡萄园中，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我

不

求那能

正的宗教是不自私的。布道的精神是一种个人 牲的精神。我
的工作。 {ST2 127.1}
一个人一开始真正悔改 向真理，他的心中就立即

那从圣
道所念

上所照出来的宝
的。他的生活表

自己最享受及最有利的地位。真

要随 随地竭尽自己的所能推

出一种迫切的愿望，要去向朋友及

亮光。在他 救人而作的无私服 上，他是一封活的荐信，被
出他已悔改 向基督，并 成基督的一位同工者了。 {ST2 127.2}

主

人

人所知

基督复 安息日会的信徒，是一班慷慨而 心的人。在
代真理上，我 可以倚重于他 强
烈而敏捷的同情心。 何 提出了适宜的目 ，需要他 的慷慨襄助，向他 的
及良心有所
求，他 就 出由衷的响 。他 支持圣工的礼物，就 明他 相信 是真理的工作。不 ，在我
之中固然也有例外。并非个个自称接受信仰的人，都是 切 心的信徒。即在基督之日，亦复如
此。甚至在使徒之中也有一个犹大；但 却不能 明人人都 有同 的品格。 {ST2 127.3}

我 既知道有 么多的人献身于真理圣工，并
作高 的 牲以促
种工作，就没有理由灰
心失意了。但在我 之中 是有大缺欠，大需要。那就是太缺少真 的布道精神了。凡从事布道工
作的人， 当 于自己同胞的灵性存有深刻的关切，以致能在同情及基督之 上，同心合意。他
当迫切祈求上帝的帮助，并 当 明地作工，救人 向基督。冷淡而无精神的工作是不会有所成
就的。 有基督之灵降在先知 子的身上，然后他 就能 出 种 人灵性的心，正如耶 在祂的
生活上所示范的。 {ST2 128.1}

教会内之所以缺少更深切的宗教 忱，及彼此 也没有
之 的，乃是因 布道的精神已
消逝了。那曾 一度作 思想及
主 的基督复 ， 在已很少提 了。人
于有关宗教的

，竟表示一种不可理 的嫌 ，
门徒的人，也是如此。 {ST2 128.2}

至于鄙薄，反倒 尚那

出

屑无 的

，甚至

自称

基督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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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弟兄姊妹
醒么?不管你

哪，你 愿意打破 束 你 的迷梦 ?你 愿意从 种类似死亡麻痹的怠惰中
得是否喜 ，出 工作吧。 参加作个人之工，引人 向耶 及
真理。在

种努力之中，你会
到兴
及滋
；会使你兴 而有力。你 的属灵力量必因 用而 更活
，以致你 在作成自己得救的工夫上也有更好的成效。 多承 基督的人已有了死亡昏睡的情
形。 当用每一分的力量去 醒他 。警告， 求，忠告。祈求上帝融化的 来温暖及 化他 冰
冷的本性。虽然他 也
性也必蒙福。 {ST2 128.3}

会不听你 ，但你

的

苦必不徒然。在尽力造福他人上，你

自己的灵

我 已有了真理的理 ， 今却需要极其迫切地追求其使人成圣的能力。在此危
代中，我不
敢 默不言。 是一个 探沮 的 代。每个人都会受撒但
的攻 ，因此我 必
一致，
抵抗他的 力。我
当一心一德，都 一 的 ，并且异口同声地荣耀上帝。
我 便能够
利地

展我

的

划，并借着警醒不倦的布道工作，善用我

的每一分才干推 各部门的圣工。

{ST2 129.1}

到每个人的门前
借着布道工作，真理之光正向世人大放光芒。

是一种工具，借此可接近

多或

布道士所无

法接近的人。借着向人
毫无更 的圣 ，就可作成一种大工。将圣
到每个人的门前，用其
明 的 来 促人的良心，向 人重述基督的命令：“你
考圣 。” 翰福音五章卅九
告人照
上所 的去接受圣 ，祈求上帝的光照，及至亮光
并大胆无畏地接受其后果。 {ST2 129.2}
那被人蹂

的上帝之律法

高 在人前；及至他

耀之

存

，就快 地接受每一道宝

切及敬畏之心 回到神圣的圣

的光

，

，天上

的亮光就会立即向他
明上帝律法中的奇妙。 久被迷信及邪道所遮蔽的 大真理，要从圣
光
的每一 上大放光芒。活 的圣言要倒出新旧的宝藏，使凡接受的人得到亮光及喜 。 多人从
睡中醒起，似乎是从死复活一 ，接受那只有基督能 的光明及生命。那曾被 明
哲人智士的
真理，在基督里的 孩竟能一一了解。 于 些人，真理是十分明 了，但 真理却会使最有学
的
家属灵的 解模糊呢，因 他 也象古 的撒都 人一 ，不明白圣 ，也不 得上帝的大
能。 {ST2 129.3}

凡存着欲求明白及 行上帝旨意之

愿望而研究圣

的人，就必有得救的智慧。安息日学是布

道工作的重要部门，不但使老幼学 得到圣 的知 ，也可在我 的心中激 一种 慕其圣洁真理
的心，并切望自行研究；尤其是能教 他 用其圣洁的教 来 整他 的生活。 {ST2 130.1}

与基督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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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生南 的人，就会彼此 生密切的关系。圣

是他

的 系。但那些不向

圣 低 ， 其 无 之向 者的人，就不会 求或思慕 种友 了。他 要在信心和行 上，各
行其道，彼此之 不能和 ，无法接近。我 作基督复 安息日会信徒的人， 当离弃 俗及
，而
明白的“耶和 如此 ”并且因此之故，我 并非与那一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 人或去
遵守它的人

相合，而且也是不能相合。 {ST2 130.2}

凡是从上帝而生的人，都要成 基督的同工。

等人是世上的

。“

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

呢?”如果我 自称相信的宗教不能革新我 的心，圣化我 的生活，又怎能在不信的人身上
救
人的力量呢?“以后无用，不
在外面，被人践踏了。”那不能在世人身上
重生再造之力的宗教
乃是无价 的。我 不能信靠它来救自己。我 越快 弃它越好，因 它既无能 力又是虚假的。
{ST2 130.3}

我 是在 大的
者之下服 ，
抵抗一切反 的 力，是与上帝同工的。那指派 我 的
工作就是在各水 播撒福音的种子。 种工作人人有份。所分
我 的基督丰盛的恩 ，使我
作有才干的管家，我 必 把 些才干放
的人生利，以便主人回来算
可 本 利收
回。 {ST2 131.1}

上帝吩咐你用一只手，就是信心， 握祂大能的膀臂，而用另一只手，就是

心，援救行将

亡

的生灵。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当跟从祂。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当行事 人象祂所行的
一 。 就是上帝的旨意，也是你自己的成圣工作。你所要 行的工作，就是 行祂的旨意，祂是
持你的生命而使祂得荣耀的。你若 自己而作工，必无所 。 当 别人的益 而服 ，少关心
自己，多 心奉献一切 上帝，
一七○，一八六八年著 {ST2 131.2}

，就必蒙祂的悦

二十一
(

自

凡受本会各机关雇用的人

，并得祂丰富恩典的酬 。──

自

言卷二,

与宗教

言卷五, 四二二至四二九，一八八五年著) {ST2 132.1}
，如印刷所，学校，及

生机关的

工，都当与上帝有活

的

。

尤其重要的是，凡在 些重要部门 管理之 任的， 当都是先求上帝的国和祂的 的人。除非他
接受上帝的
， 出果子来荣耀祂，就不配承担他 受托的 分。他
当采取一种生活行
，能荣耀
可能助 或

造主，能提高自己，并造福他人。人人都有各种本性 予以培养或予以遏制，因它
阻人在恩典上的
，即是更深切的属灵的
。 {ST2 132.2}

凡参加上帝工作的人，除非能将自己所享受的宗教权力予以最善的利用，就不能 圣工作可蒙悦

的服 。我 好像是栽种在主园中的 ；祂来到我
里
我 各人；祂了解我 的心，明白我 的生活。 是一种

找祂分所 得的果子。祂的眼目
的
，因
是有关本分及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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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祂是何其关切地 行着 工作呢。 {ST2 132.3}
但愿每位 有圣托的人自省道：“我怎
付上帝 察的眼目呢?我的心是清洁没有
么?在我心
灵之殿的院内，是否
堕落，
充斥着 利之徒，甚至基督找不到空地呢?”
的忙乱若 此
下去，就会枯萎灵性，并使人失去基督了。他 虽可自称相信真理，若天天没有与上帝作活 的
，就必被引 去行 多奇异的事； 并会作 多不合上帝的旨意的决断。本会作 袖的弟兄 如果
随自己的冲 行事，乃是不安全的。他 必不是与基督同 一 ，所以就不能与祂和 地一致行
。他

必看不出也不明白圣工的需要，撒但要影响他 去采取那将引致阻碍及困

的立

。 {ST2

132.4}

我的弟兄 哪，你 是否在培养虔
心?
并
世界?你 参加公共礼拜么?在祈祷及
你

于喜 宗教事 的心是否 著?你 是否靠信心生活
聚会中听得到你 的声音么?家庭祭
立了没有?

早晚有没有招聚儿女，向上帝呈明他 的情形?你 有没有教 他 怎 作跟从“羔羊”的人?你
的家庭如果没有宗教的气氛，那就 明你 是疏忽而不忠心了。在你 参加上帝圣工之 ，你

的儿女若是不 慎，不敬畏，及不 宗教聚会与圣洁真理， 真是一件可悲的事。
出一种反基督及反真理的影响；基督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 我的。” {ST2 133.1}
疏忽家庭宗教，疏忽

的家庭要

自己的儿女，是最使上帝不悦的。如果你 的一个子女跌在河中，与波

浪搏斗，瞬息 有惨遭
之 ，那将有何等
啊!要作何等的努力，献何等的祈祷， 何等的
心，去救人的生命啊!可是你 的儿女离开了基督，他 的灵性就是沉 了，也 他
成了粗 无
礼，使复 信徒的名声受辱。他 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快要
而不关心。 {ST2 133.2}
你

自己的儿女立下什么榜 呢?你 家庭的秩序如何呢?你

亡了，而你

的儿女

却

受教育，成

他人，温良，柔 ，尤其是会尊重宗教的事， 及感 到上帝主权的重要。 教
辰， 当命令他 早起，以便参加家庭礼拜。 {ST2 133.3}

他

之疏忽

和

，关

看重祈祷的

上帝管理的家庭
父母 若在家庭中以上帝
秩序及 律的家庭，一个敬

首，教 儿女以敬畏耶和
智慧的开端，并向世人表 一个有良好
从上帝而不 背反抗祂的家庭，他 就是在天使及世人之前荣耀上

帝了。基督不是他 家庭的陌生人；祂的名字是一个家中常常提述的，是受尊敬及荣耀的。一个以
上帝的管理 第一，及儿女受教知道尊重宗教，圣 ，及其 造主的家庭，乃是天使所喜 的。
种家庭可以要求主的
：“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撒母耳 上二章卅 当父 从
的家庭中去
尽其日常本分
上，也是在

，借着与上帝交 ，他就有一种柔和 服的精神。他是一个基督徒，不但在口
上，及在一切有关的事 上。他在工作上忠信，深知上帝的眼目在 察他。 {ST2

134.1}

在教会中他不是静默无声的。他要 出感恩及鼓励的

；因

他是一个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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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他在教会中是一个有帮助的活 的工人， 上帝的荣耀及同胞的得救而服 。他若疏忽不
参加公共礼拜，以致不能善用良机来使自己能在真理圣工上作更好及更有效的服 ，他就要 得自
并在上帝面前有罪。 {ST2 134.2}
那些大有权位的人，若 使自己成
理
的人，忽略那比今生福利更持久，更高尚尊 的永
恒之福利，他 就没有荣耀上帝了。那最大的技能和才智若不 用在那些不 坏的，能持久至永恒
的事上，那么当在何事上
督的圣工上，多多表 你

用呢? 弟兄 哪， 当在服 上帝 一方面 展你 的
；当在建
的能力才干，象你 在世俗的
上所表 的一 。 {ST2 134.3}

提起来我很惋惜， 今在

多家庭的家

一方面，

于属灵的事极其缺少

基

忱及关心。有些人

在礼拜堂里很少 到。他 既有了一个借口，以后又接二 三地再有别的借口，以便不参加礼拜；
而
原因却是他 的心并未 向宗教。在家庭中也没有培养一种虔 的精神。儿女 不是在主的
教

和警戒中养育起来的。 些人没有 到上帝所期望的。他 与祂没有活 的
；他 不 是
理
的人 了。他 没有和 的精神；在品行上缺少温柔，仁 ，及礼貌，以致 机被人
会，而 在具有的某些德行亦受人
。如果他 能明白自己的行径在上帝的眼中看来是何等的可
憎

，他

就会改良了。 {ST2 135.1}

上帝工人的
上帝的工作

由那些在基督的宗教中日日有活

作什么。”我 没有一个人能越
的人 ， 当 着，他 有一个

格
的人来

行。基督

：“离了我，你

就不能

探的权 之外。一切参加本会各机关，各区会，及其他 道工作
，其无 成 的目的就是使他 与基督──他 的力量──隔

。他 所 的地位 任越重，撒但的攻 也就越厉害；因 他知道，如果能激 他 采取那不正
当的行径，别的人也必效法他 的榜 。但那些不断在基督的门下受教的人，必能在他 的路上坦
然前 ，撒但虽尽力要打倒他 ， 必遭 著的失 。 探并不是罪 。耶 虽是神圣 洁的，但
祂也曾凡事受
拒 探成功，

探，与我 一 ， 不 祂所受 探的猛烈之力量，是人类永 不会受到的。祂抗
我 留下了光明的榜 ，要我 跟随祂的脚踪行。我 若是自恃自 ，就必被撇于

探的权 中；但我 若仰望耶 ，信靠祂，我 就 求了那曾在
上
仇 的大能者作 我
的援助，并在每次受 探的 候，祂要 我 开一条出路。当撒但象洪水般涌 来 ，我 必
用圣灵的宝 去 付他的 探，耶 要作我 的助力，并 我 高 旌旗
他。当上帝的真理以
烈火的力量扑向撒但的面前 ，那
于
就

之人的父就要恐惧 兢。 {ST2 135.2}

撒但尽各种努力引 人离开上帝；何
，以致他
成了。

何

固的保

没有用
大 子之

人的灵性沉溺在

忙碌之中，何

他能吸引人全神

注

，私祷，并且停止早晚在祭 上奉献 美感恩之祭，撒但的目的
的人是何其少啊!而 他阴 蒙昧无知的人，又是何其多啊! {ST2 136.1}

本会的弟兄 故意地不赴灵修聚会，何

不思念也不尊敬上帝，何

，那些世俗的思念及奸 的疑惑就要多么快地 了

不

祂

，

来，而虚妄的自恃及哲学也要迅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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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可靠的信仰。因 人 已
藏正当的原 ，并在每件

与耶 隔 ， 探便往往被人当作真牧者的呼声。除非他
上 行出来，他 便无片刻的安全。 {ST2 136.2}

“你 中 若有缺少智慧的， 当求那厚 与 人、也不斥 人的上帝，主就必
他。”雅各
一章五
种
比金 更宝 。 如果你 在每一
困惑之中虚心 求神圣的引 ，祂保
你
一个仁慈的答复。祂的 是从不落空的。天地可以 去，但祂的 却永存不 。倚靠主就不至于
羞愧，“投靠耶和 ，强似倚

人；投靠耶和 ，强似倚

王子。”

篇一一八篇八，九

{ST2 136.3}

刻需要帮助

必
世

不

在生活上我 得到何地位，不 我 作何事

，我 必

完全信 圣 的教 ，承 上帝在万事上的美意，并忠
人行事若倚靠自己的 明，就必收
与失望。你 要

步行在智慧的路上，你
教，就必向自己的心
圣之光。 {ST2 137.1}

卑，感

心祈祷。
心仰 耶和

到自己需要帮助；我

的弟兄 哪，你 在
，祂就要引你 的脚

今生与来生的福利也必得到保障。你 需要亮光与知 。你 若不向上帝
教；你 若不在自己所点的火把中行走；就必 自己从公 的日 聚取神

行 不可出于权 。本会
人 及
者的最大危 ，就是他 会离开基督，并向祂以外的地
方求助。彼得若不是想用权 来 免受人的斥 ，嘲笑，逼迫，及侮辱，他就不至于 出那 的
弱及愚蠢了。他的最高希望本来集中于基督身上；及至 到祂受羞辱，疑惑就 来，并 受
他陷于 探权 之下，在 急之 不但没有表 忠 ，反而卑鄙地否 了他的主。 {ST2 137.2}
多人因

要

的 故，便与上帝隔离，不

愁。

自己永恒的福利。他 所采的路 象奸猾的世人

一 ，但上帝不在其中； 是触怒上帝的。祂 成他 敏于
，精于
理，都当与上帝 大的道德律法相符。在日常生活的一切行 上，无份

行 划；但一切
的
，都当 行 上帝及

舍的原理。我
当有一种 于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的精神，那律法上更重的事，
就是公 ，怜 ，上帝的 ，决不可忽略；因 每个参加工作者的个人品格，是要在其上留下印
的。 {ST2 137.3}

基督化的事

人

多男女已 基督的 故撇下了一切。他 自己今生的福利，他 在社会，家庭，及朋友 的
趣，都已列 次要，而以上帝国的福利 最高。在他 的心意上，并没有以房屋，地 ，及无 何
等
的 戚朋友列 第一，而以上帝的圣工居次。那些
行的人，献身推 真理，使 多人作
上帝的儿女，他 是有了主的
，在今生要得着百倍，并且在来世要得永生。凡出于高尚立 及
无私

机而作工的人，就必将身，心，灵全部奉献

上帝。他

不高抬自己；他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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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拒
，因 他 心中切望自己能尽一切所能地去作。 些人不考究自己
乃是： 任是什么? {ST2 138.1}

地位越是重要的人，便越需要正当的感化力。每一个蒙上帝
参加特别工作的人，都要成 撒
但攻 的目 。 探重重，迅速地 到他的身上；因 我 机警的仇 深知道人的行 会在别人身
上有模 品格的影响。我 是生存于末日的危 之中，撒但知道自己的 候不 多，就气忿忿地下
来。他要行各 出于不 的
；但 于每位信靠上帝的人，天门是打开着的。我 任何人的唯一
保障，就是
着耶 ，而不 任何事物来使我 的灵性与大能的帮助者相离。 {ST2 138.2}

那些 有敬虔的外表而仍在 理
上参加教会工作的人，乃是可怕的。他 一定会不忠于所托
的。他 会被 探者的种种
所 ，而使上帝的圣工受危害。将有 多的 探使人 自私来当
权，操 一切；一种傲慢的，苛刻的精神要兴起，同
情及怜恤的心。 {ST2 139.1}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 六章七

于

我

多需要体

温柔相待的人，倒缺乏同

在撒的是什么种子呢?我

在今生及永

恒的来生，将要收割什么呢?主已按各人的才干分派 每个人一种工作。我 是在撒真理公 的种
子，抑或是撒不信， 争，妄疑，及 世界的种子呢?撒布坏种的人也 会看透自己工作的性 ，因
而悔改并得赦免。但主的 恕并不能改 他已撒种子的性 ，而使荆棘蒺藜 成宝 的麦子。他自
己也 可以从火里
而得救；但到了收割之 ，在那本来 当 漾麦浪之田地上，却只 一片有
毒的野草而已。那在疏忽之中所撒出的罪 种子，必要 出死的果 来。 种思想使我的心痛苦，
并充 了 愁。如果凡自称信仰真理的人，撒出了宝
天路中旅行之 ，心中向上帝唱出雅歌，欣然享受公
恒的

。 {ST2 139.2}

的仁 ，信心，及勇敢之种子，他 就要在
日 的光 ，并在 大的收 之日， 受永

二十二属世的心思乃是网
(

自

言卷五, 四三五至四三九，一八八五年著) {ST2 140.1}

在最后
之日，将要 明上帝是按名熟悉每个人的。人生的每一行 ，冥冥中都有一位
者
在 察着。“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 行走的 ：我知道你的行 。” 示 二章一，二
多少良机已被人 忽 失了，那位好牧人何等殷勤不倦地要 找那些迷亡在崎 之途的， 它 回
到平安 妥的道路上。上帝曾一再招呼那些
的人；祂也一再用圣 上的亮光照明他 的道
路，使能看出危 而逃避之。但他 一直前 ，嬉笑
地行在 路上，直到最后他 恩典 容
期

束

止。上帝的作

是公正平等的；在那向凡

出 欠的人宣判之

，各人的口都必塞住……

{ST2 140.2}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十四章廿三 所要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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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道理表示同意而已!所要的是那使人生

心及洁 人灵性的信心。

卑，温柔，及

从都不能算是信心；它 只是信心的成效或 果。你
当在基督的门下受教，以便取得 些美
德。你 不明白天庭的原理及情意；天庭的言
于你 差不多是陌生的。上帝的灵 在 你 代
求；但我却有
而痛苦的疑 ，不知你 是否肯听从 多年向你
求的声音。我希望你 要听
从，以便
你

回而得存活。 {ST2 140.3}

把可怜而无价 的自身献 耶 ，是否

得

牲太大呢? 你

是否宁愿受罪及死亡的

望捆

，而不愿自己的生命与世俗隔 ，用 之 索来与基督 系呢?耶 仍然活着 我 代求。 事
当每日使我 的心 出感 之念。那明白自己有罪的而无助的人，可以照他本来的状况来接受上帝
的福气。他若本着信心握住那
，那
就属于他。但那自以 是富足的，尊 的，公 的，他
的看法象世人所看的一 ，称
善，称善
，他就不能 求及接受那
少。他 得自己很充足；因此他必空无所有地走开。 {ST2 140.4}

，因

他

得并无缺

你 若 自己的灵性担心，你 若殷勤 求上帝，祂就要被你
；但祂决不接受无 意的悔
改。你 若 弃自己的罪，祂是随 要赦免的。你 肯立刻就
祂么?你 肯向髑 地仰望并且
道：“耶 的 种 牲是 我么?祂忍受侮辱，羞耻，
，以及十字架惨酷的死亡，是因 切望救

我脱离罪的痛苦及 望的悲惨，而使我在祂的国中有 不出的快 么?”当仰望那位被你 的罪所扎
的主，并立志 ：“我愿 身事奉主。我不再与祂的仇
伍；我不再以我的感化力去襄助那反抗

上帝 治的叛徒。祂
我， 我舍己──祂整个神圣的自己 一个
多罪 及
的我而死，
我和我一切所有的都献 祂，也是太微小了。” 当与世俗分开，完全站在主 一 ，向 人加
攻，
，你 就必得到光荣的 利。 {ST2 141.1}
那听从永生之道的人有福了。那蒙“真理的圣灵”引 的人，必被引 全部真理之中。他虽不受世
俗的敬 ，尊重及称 ，但在上天看来却是宝 的。“你看父
我 是何等的慈 ，使我 得称
上帝的儿女；我

也真是祂的儿女；世人所以不

我 ，是因未曾

祂。”

翰福音壹三章一

{ST2 141.2}

二十三医 的 任
(

自

言卷五, 四三九至四四八，一八八五年著) {ST2 142.1}

“敬畏耶和 是智慧的开端。”凡从事 门工作的人，不 他是从事何种
，都需要神圣的智
慧。尤以作医 的人，特别需要 种智慧，去 付各界的人士及各种的病患。他所 的地位甚至比
担任福音工作的 道人之 任更重大。他奉召作基督的同工者，他需要忠于宗教原理，并与智慧的
上帝有 密的
。他若接受上帝的指 ，就必得到大医 与他 力合作，也必在行 上极其小
心，以免因 自己的措置不当，而致 害上帝的 造物之一。他要 持正 ，固若磐石，而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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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却仍仁慈有礼。他必

自己的地位有

甚至于比俄斐

…… {ST2 142.2}

机和使基督的教 得美名的愿望。
然他也 不蒙那些与上帝无
之人
金更 宝

任感，从他的行医上可 出他是凡事出于

洁无私的

的医 必具天生的庄 ，并要成 世上有力的行善工具。虽
所 服，但他却要受上天的敬重。在上帝看来，他是比金，

行医之道甚多，但能得上天嘉 的只有一种。上帝的治法是采用
的自然能力，利用其强有力
的特性，既不使身体 担 重，也不容其 于虚弱。 洁的空气及水，清洁，合适的食物，洁 的
生活，及 心信
原因是由于巧妙

上帝， 些都是千万垂死之人所需要的治 ；但是 些治
用此 法所需之手 未蒙人 重 所致。 新 的空气，

洁雅致的居室， 些都是 用甚少，而 人人力所能及的；至于
或是在身体上所生的后果，都可算是代价昂 的。 {ST2 142.3}
基督化医

品，

不

法 今已
，其
， 洁的水，以及清
是金

方面的付出，

的工作，并非治 人肉体的疾病而已；乃当 大其努力去医治人心思方面的疾病，

去救人的灵性。除非有人要求他那 做，他也 无 去提述真理的各
明基督。神圣教 的教 是随 都适用的。他 当叫 怨者注意上帝眷

据；但他却可以向病人指
及关切的永
明之表

号，以及祂在自己 造之工中所 露的智慧与良善。然后就能引人的心思由自然界而
上帝，并集中于上帝
祂之人所
的天国。 {ST2 143.1}
医

到自然界的

当知道怎 祈祷。在 多症状中， 了救命，他必 加重患者的痛苦；无 病人是不是基

督徒，他若知道医 是敬畏上帝的人，就会更 得安全。祈祷能 病人持久的信任心。在
候，若存 卑信靠的心，把他 的病情呈在大医 之前，就会使他 得到
一切 物更
助益。 {ST2 143.2}

多
有效的

明罪与病的关系
撒但是疾病的

始者；医

乃是在与他的工作及权

作 。精神的疾病到

流行。人

所受的病

苦，有十分之九是根源于此。或者有些家庭常生的苦 ，正象 口一 ，在咬食人的灵性，弱化人
生命的精力。 罪懊悔的苦心有 会 坏人的体 ，并使精神失去平衡。也有 多异端邪道，例如
永火的地 及 人永 受苦之类，用夸大
及歪曲 强的
表上帝的品德， 些都已在人敏感

的心思中 生了相同的 果。 无信仰的人已把 些不幸的情形，大部分 咎于人 宗教的 狂；而
其
却是一种粗制 造的
，是他 将来 于 付的。基督的宗教， 非使人 狂之因，反而
是医治

狂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因它乃是最有效的神

安

。 {ST2 143.3}

医 需要超越于人类的智慧与能力，俾得明了如何救治他所遇 的关于 及心的 多疑 病症。
他若是不明白上帝恩典的能力，就不但不能帮助那受苦的人，反而加深其困 ；但如果他 心倚靠
上帝， 必能帮助 患病
的 筋。他必向病人指出基督，并教 他
那 大的担 重担之主。 {ST2 144.1}

将其一切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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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罪与病之 有一种神所定的关系。任何医 只要行医一个月，就可看明 种例 。他也 忽
事 ，他的心思也 忙着其他的事，而不暇注意及此；但若是他肯
察，就不得不承 在罪与
病之 ，彼此 有因果之关系存在。医
当敏察此事，并配以合适的行 。当他医治好病人的痛
苦，将他从死亡的
救回，而博得他 信任心之 ，就可以教 他 疾病是罪 的 果，也是那
堕落的仇
引 他 陷于那些 坏健康及心灵之 行。他可以使他
在心，需要自制及
从生命与健康的

律。尤其是在青年人的

海中，他可以徐徐灌

正当的原理。 {ST2 144.2}

上帝 其 造之物， 种 是 柔兼 的。祂 立了自然界的定律，但祂的律法却不是独裁 制
的。在每一条“不可”的律法中，不 其是有关物 的或道德的，都包含或暗示有
在内。如果 从
了，就有福气追随着我 的脚步；如果悖逆了，
要引其子民与祂更加 近。他 若肯随从主的引
。我

果乃是危 及不幸。 上帝 立律法的本旨，就是
，祂就要救他 离
善，但祂却从不勉强他

虽不能看透上帝的 划，但我 却当信靠祂，并用行

医
医

差不多是天天与死亡

来表 我

的信心…… {ST2 144.3}

面相 ，他 在可

的
是脚踏在坟墓的

上。有

多的

例，

明有

些医 因
于痛苦及死亡的情景已 司空
， 果便 人类的 患漫不 心，冷漠无情，并在
治病的工作上冒 草率。 种医 好似没有温柔同情之心。他 粗暴 莽，使病人望而生畏。 等
人，不 其学 与技 多么高明， 于病苦的人无甚裨益；但若是医 除了学 之外，兼有耶 所
表
他

的服
一个

病人之仁 与同情，他就无往而非福惠了。他必不
予拯救，否 必要 亡的生灵。 {ST2 145.1}

病人

一架肉做的机械，而是看

医 的
是辛苦的。很少人明白他的精神及身体是多么的
。在与疾病及死亡搏斗中，他必
用每一分的精力及才干，作最深切的挂心。往往他知道手 的偶一不慎，或是方位差之毫厘，
就要把一个没有
好的生灵永 断送了。忠心的医 多么需要上帝子民的同情与祈祷啊!他在 方
面所 得的，并不 于那些虔 献身的牧 或 道人。他往往被剥 了必要的休息与睡眠，甚至于
在安息日的宗教权力上也享受不到，他需要加倍的恩典，每日新 的供 ，否 ，他将失去信靠上
帝的心，并比别种
的人有更深陷于灵性黑暗之危 。 他 要常常忍受无辜的
任 任怨，作撒但最烈 探的目 ， 得自己被人 会，被朋友出 。 {ST2 145.2}

，独力

斗，

医学教育
有 多人因 明白医 的
是多么
，卸下挂 的机会是多么少，甚至在安息日也 例外，
便不愿
种工作 其 身
。可是那大仇
在不断在 法破坏上帝 手 造之物，因此
多有教养及有智慧的人士，便奉命来与 残暴的权 相争斗。 今需要更多合适的人才来献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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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当苦心尽力引 适当的人，使他 造就自己配 起
工作。他 必 是品格建立于圣
广大原理之上的──是具有天 的精神，力量，及恒心，以便能 到登峰造极的 准。并非人人都

能作成功的医 。有 多人参加 种
，在各方面未曾
好。他 没有基本必要的学
有机警
之才， 心及 明， 些都是欲 成功所不可少的。 {ST2 146.1}
一个医

若是体强力壮，就可作成更好的工作。他若是 弱，就要受不住

的操

；也没

。一个人

若是身体虚弱，消化不良，或是不能完全自制，就不配 付各种的疾病。我
当特加小心，不可
鼓励一个也 在 任
的工作上会有 献的人，在无多大成功希望的情形之下，花大量的光阴及
金

去学医。 {ST2 146.2}

有些人被 拔
可能在医 工作上有些 献，并受鼓励去学医了。可是有些人在开始学医的
候， 原 基督徒而竟不遵奉上帝的律法 首；他
牲了宗旨，并失去了信靠上帝的心。他
得
自己 独不能遵守第四 ，及 付那些雄心勃勃，
世俗，浮滑， 疑，及不信之流的揶揄与取
笑。他 未曾
好 付 种逼迫。他 雄心万丈，想攀 世上更高的地位， 果竟在阴森森的疑
惑大山上
已 成
在

跌，而 成不可靠的人。各种各式的 探在他 之前展开，他
，阴 多端的人，并犯下了重大的罪。 {ST2 146.3}

代每个学医的人是很危 的。往往他的教

无力抗拒。其中有些人

是只有世俗智慧的人，他的同学

是没有信仰

的人，毫不想到上帝，因此他很有受 些无宗教信仰之交游影响的危 。虽然如此，但也有些人
完医科而仍是忠于宗旨的。他 不肯在安息日上 ，并 明自己有行医的 格，而不辜 那些 助

其学医者的期望。他 象但以理一般荣耀了上帝，上帝也保守了他 。但以理曾心中立志，不理王
朝的 例，不食王膳，不 王酒。他仰望上帝施恩 力，上帝便
他 明，才能，及学 ，超
通国的 士，用法 的，和行邪 的。在他的身上
了主的
：“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 {ST2
147.1}

年青的医 可以接近但以理的上帝。借着神圣的恩典与权能，他可以在其
上大奏成效，正如
但以理在其崇高的地位上成功一 。但若是把科学的准 列 第一重要的事， 而忽略了那行医成功
之基 的宗教原理，那就 了。有很多人在医 方面被人誉 国手，他
笑 种在工作上要靠耶

智慧的思想。但是 些信靠自己科学知 的人，若得上天之光的 迪，就要 到何等更 越的
成就!他 的能力 是何等的更加强固，在 付 症 ，自信心也必更大啊!那和医治人灵性及身体之
大医 有密切
的人，就有天地的
人所不能行的。 {ST2 147.2}

源听其使用，他能 明而

慎无

地行事，

是不信上帝之

二十四当前的危机
(

自

言卷五, 四四九至四五四，一八八五年著) {ST2 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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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人 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争 ， 儿女就是那守上帝 命， 耶 作
的。” 示
十二章十七 在不久的将来，我 就要 到 些 的
，那 ，改正教会要与世界及
教的
力

合，反 遵守 命的人。那在以往 代中激
上帝 守忠忱者采取相同的手段。 {ST2 149.2}

教徒的灵，也将同

地引 改正教徒，向凡

教会与政府 今正是
未来的冲突作准 。改正教徒在 装之下，把星期日放在前面，正如
教徒所作的一 。在遍地各 ，
教正是兴建高大雄 的建筑物，而在其秘密之 ，将来要重
施往日的各种逼迫。 今正在 那 大的 面筹 ，届 将有哪些虚假的奇事出 ，如果可能的
，甚至

那将要

民，也要被撒但迷惑。 {ST2 149.3}

出的攻 上帝子民之命令，是与以斯帖

代

哈随

布攻 犹太人的命令很相似的。

那波斯王的通告，乃由哈曼 末底改的 念而起。末底改 他原属无害。只是拒 向他致那独 上
帝的敬礼而已。王之决定攻 犹太人，是由于那枉屈此特别子民的虚
所致。撒但煽
阴
，想除 地上保存有关真神知 的人。但他的
却被那管理人 的一种抗力所
。那有大能

的天使奉命去保 上帝的子民， 使仇 的
到他 自己的 上。今日改正教界看那守安息日的
小群，犹如那在朝门之前的末底改一般。他的品格及行 表明是敬重上帝的律法，
于凡已 弃
敬畏上帝之心及正在蹂 祂安息日的人 ，确是一种
打 者清除掉。 {ST2 149.4}
那在

代以来

阴 攻

忠心之人的主 ，

刻不断的申斥；因此，必

仍

法把

的

除 地上敬畏上帝及遵从祂律法之人。撒

但要激 人的 恨，攻 那因受良心 使而拒 接受流行之
及有声誉的人，将与无法无天及犯罪作 的人合作， 法攻

俗
的少数卑微之人。那些有地位
上帝的子民。那有 富，天才，受

教育的人要 合起来使他 蒙羞受辱。逼迫人的官 ，牧 ，及教友 ，要同 陷害他 。他 要
用口舌及笔墨来夸 ，威 ，及嘲笑，以推翻其信仰。他 要用虚 的宣 及 怒的煽 ，来激
民 的情感。他 既不能用“ 上 着 ” 句 来攻
圣 所命定之安息日的人，因此就 划
用强迫的法令来弥
缺憾。立法委
要得到
凡敬畏上帝的人不能接受那 背十 之一的制度。在
冲突。
争 的 果，我 也无 疑 。
冤的。 {ST2 150.1}

及

，就听从那 立星期日法律的要求。
斗中，展开了真理与异端之 的最后大

今，犹如末底改之日一 ，主要 其真理及其子民伸

明末日

近

我 的国家将因 出法令强行天主教的制度， 反上帝的律法而与公 完全脱 。 当改正教伸出
手来，越
，去与
教 力握手的 候；当她伸出手来，越 深渊，去与招魂 拉手的
候，在此三面言 ，携手合力的影响之下，我 的国家将弃 那奠立一个新基督教及共和国政体的
法上之每一原 ，并
事的 候已到，末日已

教异端邪道的推行作各种准 ，那
近了。 {ST2 150.2}

我 就可以知道，撒但要行大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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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基督教之

于我

是一个 兆，正如

的迫近，

于门徒乃是耶路撒冷城即将

亡的一个 兆一 ，表明上帝忍耐的限度已到了尽 ，我 国家的罪孽已届 盈，那恩典的天使快
要 离，永不复返了。到那 上帝子民将被陷入 先知所描述雅各遭 之 的困苦灾 之情景中。
那受逼迫的忠心之人的呼声，上 于天。犹如 伯的血从地里喊叫一 ，从那些殉道者的坟墓中，
从海洋下，从山岩洞穴里，从修道院的地牢中，也有声音向上帝喊叫：“圣洁真
在地上的人 我 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 呢?” {ST2 151.1}

的主啊，祢不

判

主正在 行祂的工作。全天庭都在 极活 着。 判全地的主快要站起来，要伸 祂被人羞辱了
的权威。凡遵守上帝 命，尊敬祂的律法，并拒
的印 或 像的人，将有得救的 号印在他
的身上。 {ST2 151.2}

亟待完成的工作
上帝已 示了在末日必有的事，使其子民可作准 ，能够 付反 与忿怒的大 暴。那些受到警
告知道当前大事的人，不 袖手安坐，静待暴 雨的来 ，而安慰自己 ， 主要在
之日 庇其
忠心的子民。我 当象那等候主的一班人，不是
坐待，而要具有不
今没有 候可容我 醉心于无关重要的事了。当人 睡
，撒但却

之信仰， 切地作工。
极活 地安排各事， 使

主的子民得不到恩典和公平。星期日的
， 正潜滋暗 。 袖 正在掩 其真正的争点， 多
参加此种
的人，亦不自知此股暗流将 向何方。在外表宣言上很是温和而似乎是基督化，但到
了
的 候，它就要 露出 的精神了。 {ST2 151.3}
我 的本分，是 当竭尽能力去防避
力消除人的成 。我
当向人提出

威 人的危 。我
当在人前取正当光明的立 ，以尽
的真正争点， 那剥削信仰自由的提案作最有效的抗

。我
当 考圣 ，以便能向人 明自己信仰的 由。先知
不明白，惟独智慧人能明白。”但以理 十二章十 {ST2 152.1}

道：“

凡借着基督而已接近上帝的人，当前有一番重大的工作。 今是

人仍必行

，一切

人都

当握住使我 有力之膀臂的

候。大 的祈祷， 当成 牧 及平信徒 的祈祷， ：“ 是耶和 降 的 候，因人 了祢的律
法。” 篇一一九篇一二六 主的仆人
当在廊子和祭 中 ，哭泣 ：“耶和 啊，求祢 惜祢的
百姓，不要使祢的
受羞辱。” 珥 二章十七 在似乎无望挽回
之 ，上帝常常 其 境极
危之子民行了大事。教会之仇 ── 人的种种奸 ，都受制于上帝的权能及 管万有的天意之下。
祂能够感 政治家的心；也能够 移那恨 上帝， 真理及其子民的暴徒乱党之 怒，正如河水改道
一 ，只要祂 出命令，就能那 成就。祈祷能
全能者的膀臂。那指
星在天循 而行，及
其言 控制深渊巨浪之全能 造主，也要 其子民行事，只要他 凭着信心去求告祂就行了。祂要
束黑暗之

力，直到警告 遍人 ，使凡愿听从的人就可

大斗争早作准 。 {ST2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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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迫使真理昌明
作
要使

的

道：“人的忿怒要成全祢的荣美，人的余怒，祢要禁止。” 篇七六篇十 上帝的意思是
人的真理被提到前面，甚至于在被人
之下，也要成
考
的主 。人 的

心思必 被激
促人猛省；否

。每一争 ，每一
，每一
，都要成
，人的心思便要沉迷昏睡了。 {ST2 153.1}

上帝的一种工具，来激起人去研究，

在上帝子民以往的 史中，就有
种情形。那三个希伯来人因 不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大金
像，便被投 烈火的 中。但上帝保全了祂在烈焰之中的仆人，使那原欲强人拜偶像之 ， 果反
将
真神之知 ，表
巴比 大国在 的 官 人 。 {ST2 153.2}
当命令 出，除向王之外，禁止人向任何神明祈祷之 ，情形亦然。当但以理照其素常 矩，每
日三次向天上上帝祈祷之 ，那些王侯官
就注意到了他的情形。
，祂就有一个机会替自己
， 明 是真神，并提出理由， 何只有祂当受人的敬拜，以及人有 美敬拜祂的本分。及至
但以理从 洞蒙救之 ， 他又有了另一种凭据， 明他所敬拜的一位，乃是真 而永活的上帝。
{ST2 153.3}

照

，保

也因 坐 ，而能将福音

君王，

侯，及官

等人；若非如此，他

便得不到

亮光。那 迫真理前 的种种努力而促使真理 展了。真理的高 反而在每一要点上更加 明，使
人都能看得清楚。异端邪道是需要 装及掩 的。它虽披上天使的外衣，可是在其每一暴露真相的
表 上，便减少其成功之机会了。 {ST2 154.1}
那受上帝委托 其律法之保管者，不 当 自己的亮光埋没 藏。真理必
。困 必要遇到并要克服之。有一番大工必需作成，此番大工已委托 凡

到地上各黑暗之
真理的人去作。他

刻 向上帝大求援助。基督之
当洋溢在他 自己的心中。基督之灵 当沛降在他 的身
上，他 必
好，能在 判之日站立得住。当他 将自己献与上帝之 ，一种 服人之能力就
要随着他 的服 ，将真理
别人，并使真理之光照到 多人的心中。 {ST2 154.2}
我 不 再沉睡在撒但的迷 中，乃当集中自己全部的能力， 精竭 地使用出天 的每一才能
来。那最后的警告必
“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同 主也
，“我就常与你 同在，直
到世界的末了。”

示

十章十一 ； 太福音廿八章二十

{ST2 154.3}

二十五教会乃世界之光
(

自

言卷五, 四五四至四六七，一八八五年著) {ST2 155.1}

主呼召祂的子民以色列人，又使他 从世人中分别出来，以便付以神圣的委托。祂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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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保管人，祂旨在借着他 而在人 保留 祂自己的
。天庭之光要借着他 照亮世上各黑暗
之 ，并使万民听到呼 的声音，要他
离拜偶像的事，而事奉永活的真上帝。如果希伯来人忠
于所托，他 早就 成世上的一大强国了。上帝会作他 的保障，并高 他 在其他列国之上。祂
的光及真理要因他 而
，他 也要在祂神圣
治权是超 各种拜偶像的制度。 {ST2 155.2}

明的管治之下

立，作

榜 ，

明祂的至高

可是他 没有遵守自己与上帝所立的 。他 随从其他各国的拜偶像
，不但没有在地上
造主的大名，反而因他 的行径，引起异教人的耻笑。但上帝的旨意仍是必 成就的。明白祂旨
意的知 必 遍及全地。上帝 迫人的手加在祂子民身上，使他 被 分散到各国。在苦 之中，
他
多人
各国的 俗

罪悔改 求主了。在散居于外邦各国之中，他 广 真神的知 。上帝律法的原理与
起了冲突。拜偶像的人尽力 法要扑 真 的信仰。但是主却本其美意，使祂的仆

人但以理，尼希米，以斯拉等去
君王及 治者，以便 些拜偶像之人有接受真光的机会。
，上帝当初交 祂子民于
利 在其本国内所要作的，而后来因他 不忠心而忽略了的工
作，便在他 被 而大遭磨 及困苦 堪的情形之下作成了。 {ST2 155.3}

上帝已呼召今日的教会，犹如呼召古代的以色列人一 ，站在世上作光。借着真理的大力的 ，
就是第一，第二，及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祂使他 从别的教会及世人中剖开，引他 与自己作神圣
的 近。祂已使他 作祂律法的保管者，并将 代 言的 大真理交 他 。好象交托 古代以色
列人的圣言一 ， 些也是神圣的委托，要
他 。 示 第十四章上的三位天使，是代表一
班人接受上帝信息之光，前去作祂的代言人，向天涯地极宣 警告。基督向祂的门徒宣告 ：“你

是世上的光。” 太福音五章十四 髑 地的十字架 每个接受耶 的人开声 ：“看哪，生灵的价
是何等的大!‘你 往普天下去 福音 万民听。’” 可福音十六章十五 任何事物都不能阻 此 工
作。 是当代第一重要的工作； 是一
之 ，必激 一切跟从祂的人。 {ST2 156.1}

我

及永恒的大工。耶

在 救

要重演以色列人的

人灵性所作的

牲上表

么?

在接受真光的人中，很少有人在作主所托付他 的工作。很少有人具有不移之
，不 安逸，
便利，及自己的生命，而到
找机会
真理之光， 明上帝的神圣律法。可是 多控制世界的
罪 却已 入各教会之内，也 入了那些自称是特作上帝子民之人的心中。 多已接受真光者
出一种影响，使那些世俗之人及形式上自称
在自称是等候主的人中，甚至也有是

日来
并放
的

信徒之人止息了惧怕的心。 {ST2 156.2}

慕世界的。

藏

富

的野心。当基督 到在上帝的大

之 ，祂形容 等情形好像网
到一切住在地上的人。 个世界就是他 的家 。他
来 取属世的 宝。他 建筑豪 的住宅，配以各种美好的
；他 追求衣 上的享 ，
食欲。世上的事物乃是他 的偶像。 些 西横阻在基督与人之 ，以致那些
迫 我
可怕的事

，反而

得模糊而分辨不出了。那在犹太教会中所 到的悖逆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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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在末世警告信息上有天庭大光之子民中尤有 之。 道我 也要象他
会及特权，直到上帝容
制及逼迫 到我 么? 道 在太平之 可能比
着不作，直到必

在黑暗

日，在苦

及逼迫的

力之下才作成么? {ST2 157.1}

一 ，荒 我 的机
利完成的工作，要留

人所犯的罪，有极大部分是 由教会
的。那些已有真光的人， 何不迫切尽力将真光
别
人呢?他 看出世界的 局已近。他
到成千成万的人每日干犯上帝的律法；他 也明白 些人在
罪中不能得救。可是他
于自己的
，自己的田地，房屋，
，衣 ，及 食，却更有兴
趣，甚于注意他 在 判之日必
面相 的男男女女之灵魂。自称遵守真理的人是睡着了。如果

他 是醒着就必不得安逸。他 胸中 真理的 心已逐 消失。他 的榜 不能使世人信服他 所
有的真理比一切世人的更丰富。 当他
在上帝内 强，每日具有活
之 ，也是他
当尽
心尽性，用口用笔，
来服 别人之 ，他 却是 弱，犹疑，而靠
道人来支持他 。
{ST2 157.2}

自取
弟兄姊妹
弱无能么?
你

弱

哪，你
多人借口自己没有能力 别人作工，而求苟免。但 是上帝使你
不是因你 自己的不活 ，你 既自己蓄意如是， 不是自愿 取的么?上帝

没有

至少一份的才干去予以善用，非求自己的便利与 足，乃是 祂而用么?你 有没有察 自己
的
， 自己是祂雇用的仆人， 当 明灵巧地 用 受托的 本而把利息交 祂 ?你
非忽
机会，未曾 展你 的能力去 成 一切 ?那已 在 悟自己 上帝所 之 任的人，真是太少
了。 心， 解，
，
服 上已 表 了更大的
忽

了上帝的圣工，你

，机智，精力，以及各 的功能，都被献
明， 于在上帝圣工上所表 的。由于你

已 歪曲了，残

自己之用。你 在邪 的
切活 于世俗的企 ，而

了，甚至于 坏了自己的能力。 {ST2 158.1}

你 仍然安慰自己的良心， 你 不能挽回 去的事，而 得生机，力量，及技巧；其 你 先
前若照上帝所命定的 用你 的能力， 些都是你 可以有的。
得，祂要你
你 的不忠心
而未作成，或是作得很 虎的工作
。你 越 主更多
力量，就越能成 更机警技巧的人。
你 越密切地与光及能力之源
，就愈得更大的光照耀，并 得更大的能力 上帝而用。你 本

来可以 得的一切， 只因你 埋 于世事以致未能得到，你 也必
此
。当你 作基督门徒
之 ，你 曾自己立 要事奉祂，
事奉祂，祂也
要与你 同在， 福与你 ，祂的光 兴
你 ，将祂的平安
你 ，并使你 在祂的工作中快 。你 曾否 失了 些福 的
呢?要知
道

是你

在

争

自己行 的后果啊。 {ST2 158.2}
期，

要免役的

故，有些人故意染病，也有些人使自己残 ，以便不配

子足以 明有 多人 于上帝圣工之关系，也曾采取同 的行
能力，以便不能参加那正有极大需要之工作。 {ST2 159.1}

。他 摧残自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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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看守我兄弟的

?

假 有一笔金 放在你 手中，叫你
某 目 而投 ； 道你 会把
在一 不管，并宣
称 自己 在不必 那笔 的用途
么? 道
作你 会 得自己已 免除一 重大的挂 么?
可是，你
于上帝的恩 ，就是
置的。你 借口 弱无能而原 自己不 别人作工，同
却 心致志于世俗的事
及亮光，要 付邪 全

，
在是 慢上帝。成千成万的大 ，正日
的人却寥寥可数；可是即使 小群的人，也竟

于 亡；那已 接受真理
其精力于其他各事，而不

去学 如何能救人脱离死亡。教会的 弱无能，上帝 于那号称作祂子民的人无能 力，又何足奇
呢?他 自置于上帝不能与他 同工及 他 作工的地位上。你
敢 此忽 所命定的呢? 道你
要 看上天最神圣的委托么?”你
要同
一
：“我 是看守我兄弟的 ?” 世 四章九
{ST2 159.2}

得，你 的 任不是照着你
的 力及才干来衡量，乃是照着那原先 与的 能力及其
展的可能性来衡量。每个人所 当自 的，并非他 在是否缺少
而不配在上帝的圣工中服 ，
乃是他如何及 何陷于此种情形中，并如何方能 救之。上帝决不以超自然的方法 我 所缺的
格才能；但是在我
用自己已有的才干 ，祂就要与我 同工，增添及加强我 的每一才能；我
潜藏的精力要被激 ，那久已麻木的能力必 得新生命。 {ST2 159.3}
只要我 一旦生存在世上，我 与世 的事物必 生关系。我 必
刻 理今生属世的事 ；
但 却始 不 成 全神 注的事。使徒保 曾留下一 安全的条例：“殷勤不可 惰。要心里火
，常常服事主。”
十二章十一 生活上低微而平凡的本分，都当忠
行；正如使徒所

：“都要从心里作，象是 主作的。”不管我 的工作是哪一部门，或家 或 事或 心的工作，只
要我 能常以基督 万事之始， ，与至美，我 就可以 利 行， 荣耀与上帝。但除了 些世
俗的工作之外，上帝也 每位基督徒一份特别的工作，建 上帝的国度── 是一种需要个人之力从
事救人的工作。
工作不是在礼拜的 所每周 行一次就行了，乃是随 随地要行的。 {ST2 160.1}

献身

主服

每位参加教会的人就 下了庄 的愿，要 教会的福利而工作，并 持 种福利超 一切俗 之
上。他的工作就是要保持自己与上帝之 的活
，全心全意地参加
大的救
划，并在生
活及品格上
上帝 命的崇高性，适与世俗的
及教 相反。 每个既然承 基督的人，就是
身尽一切可能去作属灵之工作的人， 极， 心，而且有效地
分；但愿全体跟从祂的，都以此 座右 。 {ST2 160.2}

主人服

。基督期望人人尽其本

我 不要等待别人来求我 去 光，或是由人一再地
，才 以忠告及指教。每个从公 日
接受光 的人，都要向其周 的人返照光 。他的宗教信仰 当有 极及确定的感化力。他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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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圣灵，以致能融化并折服人心。耶

：“你 的光也当

照在人前，叫他

看 你 的好行 ，便将荣耀
你 在天上的父。” 太福音五章十六 一个世俗的人，与其接近
一个忽 敬虔能力的人而受其影响，倒不如始 没
一个口 承 主的人 好得多。若以基督
我 的模范，以祂的生命 我 的准 ，就要表 何等的 忱， 出何等的努力， 行何等的慷
慨，及何等的克己自制啊!我 要怎 不倦地服 ，及作何等 切祈求能力与 明的祷告上 于上帝
啊!如果一切号称 上帝子民的人 得一生最大的工作，就是奉行上帝吩咐他 的工作，如果他 肯
在圣工上作无私服 ，那么，在人的心上和家庭中，在教会内，甚至在世界上，都要起何等的改
啊! {ST2 161.1}
代基督徒都奉命必 警醒及忠 ；而今我

是站在永恒世界的

，持有真理，

有大光，

有重大的工作，就当倍加殷勤。每个人要竭尽所能地去作。我的弟兄啊，你 在若退后，就有 失
自己救恩的危 了。你若不作上帝所派定的工，祂是要你
的。你有了真理知 么? 当
别
人。 {ST2 161.2}

我能 什么来 醒我 各地的教会呢? 那些在
末世信息中居于重要地位的人 ， 我能 什
么呢?“主快来了，”我 不但要在口 上作
，也当在生活及品格上作
；可是 多已蒙上帝
以真光及知 ，委以
酊大醉，以致被今生的思

力的人，却是不 真理也不 行真理的人。他
所沉迷。 {ST2 161.3}

在自私及世俗的杯中酩

弟兄 哪，你 若仍旧那
惰，那 属世，那 自私，上帝一定要撇下你 ，而 用那些不那
么自私和追慕世俗虚荣的人。他 要象主所行的一 ，毫不犹豫地到 外去，忍受凌辱。 工作要
交 凡肯接受它，肯宝 它，及肯将它的原理交 在日常生活
中的人。上帝要 用那 法荣耀
祂名，并推 祂圣工 于尊重自己及高升自己的
及追求上面来的能力与教 的人。 {ST2 162.1}

卑人。祂要提拔那没有多大属世智慧，但却与祂

真敬虔的能力
本会的 袖中，有些人喜
容昔日使徒 翰所表 的精神，那 他 ：“夫子，我 看 一个
人，奉祂的名赶鬼，我 就禁止他，因 他不跟从我 。”
与 律固然是必需的，但 今却有一
种很大的危 ，就是离开了基督福音的
性。我 所需要的，就是少倚靠那 有的形式及 文，
而多仰 真敬虔的能力。如果他 的生活及品格是可 范式的 ，那么大家凡是愿意的，都当不拘
任何地位而作工。虽然他 也 不完全合于你的方法，切不可 一句
或使其灰心的 。当法利
人要耶 遏止小孩子 ，不要唱歌 美祂之 ，救主却 道：“若是他
呼叫起来。”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
言的 必 要
的。 {ST2 162.2}

口不

， 些石

必要

照 ，当今之日，圣工也是必 完成的。工作的部门很多；但愿每人各竭所能，各尽其 。有一
千 子的人，不可把它埋在地下。上帝已 照各人的才干分派工作。凡奉派以更重寄托及更大才干
的人，不 出力制止其他少有才能及
浅薄的人。那 一千 子的人所能接触的一等人，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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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千或五千 子的人所不能接触到的。大的器皿和小的器皿都是一

被 用来装生命的水

渴的生灵喝。但愿那些 道的人不要向那最卑微的工人干涉 ：“你必 在 一范 里服 ，否
完全不要作。”弟兄 哪，赶快收手吧!我
每个人在他自己的范 内，披上他自己的盔甲，用

他自己 朴的方法，作他所能作的工。当使他的手 强作工。 今没有光阴可容法利
了。 上帝借着祂所愿用的人去作工吧。 信息是必
开的。 {ST2 163.1}

向平信徒

的主

控制

求

大家 于上帝所委托的 本，不 是金 一 ，也是在其他足以建 祂国度的各种天 上，都当
予以 明的 用，借以表明自己忠于上帝。撒但要用各种可能的
， 阻真理 及那些埋没在异
端中的人；但警告与祈求的声音必
他 。在此只有少数人参加此 工作之 ， 当有成千成
万的人与他

一

上帝从来无意

心才是。 {ST2 163.2}

教会的平信徒可以推辞，免在祂的圣工上服

。主 每个门徒的命令是，“去，到

我的葡萄园中作工。”何 只要世上仍有未悔改的人，我 便当 出最活 ， 切，
， 决的努
力去拯救他 。已 接受真光的人， 当 法光照那些没有得着的人。如果教友 不个别地 自参
加 种工作， 那就 明自己与上帝没有活 的
。他 的名字要被列
惰的仆人。 道你不能
看透

今我

上帝已

的教会何以没有更属灵化的理由么?原来那就是因

你没有与基督同工啊。 {ST2 163.3}

每个人派有工作。但愿我 各人等候上帝，祂必指教我

怎 作以及什么是最切合我

去作的工作。然而却不可有人抱着独立自 的精神来提倡什么新的理 。工人
兄 和 。 当商量及合作。但他 却不要以 每一步 都必 等候向上
事或那事。不可仰望人的指 ，乃当仰望以色列的上帝。 {ST2 164.1}

当与真理并与弟
求，是否可行

教会在太平 利之 未曾作成的工，将要在最沮 而可 的 境下，在非常的危急关 中作成。
由于随从世俗之 而停息不 的警告，必 在信仰之 最猛烈的攻 下 开。到了那 ，一班肤浅
保守的人，其影响曾
固地阻滞了圣工的前 ，就要弃 信仰，与其公 之 ，也就是他
情投意合了的，采取同 的立 。 些叛道者从此要表 最 毒的 意，尽其一切所能地来
害自己以前的弟兄 ，并激 公怒来反 他 。 种日子 要 到我 了。 {ST2 164.2}

久已
迫及

教会的教友将要个别地受考 及
。他 要被置于某些 境之中，而被迫要 真理作
。
多人要被召到会 及法庭之前
，或者是被隔开 独
。有些
本可在此 急之
他 有
助益的，却因他
权。 {ST2 164.3}

素来忽略未曾得到，所以他 的心

莫再

悔交集，痛惜那些荒

的机会和忽略了的特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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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我 求你 考
些事。你 每人都有一种工作要作。你 的不忠及疏
忽，都在天庭 簿中留下了不利于你 的
。你 已削弱自己的能力及减少自己的才智。你 缺
乏那本来可有的
及效能。 今
尚非太晚，在悔悟不及之前，我 求你
醒起来。不可再
延了。白昼将尽，夕阳即将沉落，永不复 了。当此基督之血仍在代求之 ，你 尚可求得赦
免。当
你每一分的精力，利用 余的少数 辰， 上帝和同胞
服 ! {ST2 165.1}

我心坎的深 都在激 着。在我 将亡之人代求 ，我的感情 非言 所能形容。我的代求一定
要落空么?我愿以基督使者的身份激励你 空前地迫切作工。你 的
不能卸与他人。你 的工作
除你 以外，无人能作，若掩蔽自己的光，就必有人因你 的疏忽而被撇在黑暗之中。 {ST2 165.2}
永恒延展在我 之前。帘幕快要揭开了。我
什么， 道当四 有人 于 亡之 ，我 竟自私

于
及
安逸么?

地位的人， 今在作什么，在想
道我 的心已全都麻木了么? 道

我 不能感 或明了自己 别人的得救有一份工作要作么?弟兄 哪，你 是属于那一等 而不 ，
听而不 的人么?上帝 你 明白祂的旨意， 是徒然的呢?祂一再警告你 ， 是枉 的呢?你 相
信永恒真理所宣布那行将 到世界的事 ?你 相信上帝 判已 到万民了 ?你
能仍然静坐安
逸，

疏忽，

宴

呢? {ST2 165.3}

于天
在没有

候可容上帝的子民来思念世事并

蓄

宝在地上了。

门徒一 ，被迫到荒僻之 避 。当年耶路撒冷城被
兵
种信号，照 ，我 国家( 者按，作者意指美国)的越权擅定

候快到了，我 也要象早期的

困，乃是犹太基督徒 当逃亡的一
教的安息日 法令，迫人遵守，

于我 也是一种警告。到了那 ，我 即当离开大都市，并
离开小城市，而到山
僻之
居。因此 今我 不但不要在此世
豪 的居室，乃当
迁移到那更美的家 ，就是天国。
我 不 花 来求自己的 足，乃当学 如何
。上帝所 与的每份才干，都 用在向世人
警告的事上荣耀上帝。上帝有一种工作交 祂的同工 在各城市中去作。我 的布道区必 予以
持，新的布道区 当 法开辟。若要 利推
种工作，必需很大的 用。也需要礼拜堂，以便
人到那里去听聆 代真理。 了
故，上帝已将
俗的企 上，以致圣工受阻害。凡你 所能 用的
国之前，先把 宝送往天庭。 {ST2 166.1}

交托
，

祂的管家。你 的
不可投
上帝圣工之益而用。要在你

在世
入天

每一位教友 当个别地把自己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在上帝的祭 上。救主的忠告 今是空前
地合用：“你 要
所有的周 人， 自己
永不坏的 囊，用不尽的 宝在天上，就是 不能

近，虫不能蛀的地方。因 你 的 宝在哪里，你 的心也在那里。”路加福音十二章卅三，卅四
那些正在把
于高楼大厦，田园地 ，及世俗企 上的 人，他 的行 无异乎是 ：“上帝不
能要；我要自己用。”他 已把自己的一千 子用布包好，埋藏在地下。
的人 有予以警醒之必
要。弟兄

哪，上帝并未把

交托你 置而不用，也不

婪地扣留或埋藏起来，乃当用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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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圣工，救人免于沉 。 今的 候，不
把主的
固 在你
房半空而听任祂的圣工象乞丐一
跚而 ， 决非主推行工作的方式。
要宣布

：“把你所

的交代明白。”

的居室及大企 上，
得，那日子快到，就

道你 不能分辨 代的兆 么?” {ST2 166.2}

每日光阴的消逝，使我 更接近那最后的重大日子。比起一八八四年年 ，我
在距离 判及
永恒及更接近一年了。( 者按，本文乃一八八五年所写。)我 是否更加与上帝 近呢?我 是否警

醒祈祷呢?我 作工的另一个年 又永 消逝了。每天我 所交游的男男女女都是要受 判的。每一
天 于某些人都可 是一条分界 ；有些人也 已断定了来生的命 。我 在 些同行旅客的身上
有何影响呢?我 已尽了多少力量引 他

向基督呢? {ST2 167.1}

的生活

我
改

死乃一

之事，而生 尤

。我 一生的一切意念，言

和行 ，都要与我

再

面的。

在恩典 容 期中把自己造成什么 的人，必要保留到永永
。死亡能化解身体，但却不能
品格。基督的降 并不改 我 的品格，而只是定 千古，无从更改了。 {ST2 167.2}

我再

求教友

要作基督徒，就要象基督。耶

是一位 人不

己的工人。祂 造福 及拯救沉

的人而 苦。你 若是基督徒，就当效法祂的榜 。祂已立好了根基，我 是与祂一同建造的工
人。但我 在 根基上安放什么材料呢?“各人的工程必然 露，因 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

， 火要
各人的工程怎 。”哥林多前 三章十三 如果你 将自己一切的精力才能 用于
今世的事物上，你 的生平工作就是那所形容的草木禾 ，必被末日的火所焚 。至于 基督及未
来生命所作之无私服 ，就要象金， ，宝石，是永存不朽的。 {ST2 167.3}
我的弟兄姊妹 啊，我 求你 从死亡沉睡中醒起吧， 今 候太晚了，不可把 力，骨力，及
肌力留 己用。但愿在末日不会
你 毫无 宝 蓄在天上。 法要推促十字架 利， 法光照
生，

你

同胞的得救服 ，你 的工作就可

火 的

而永存。 {ST2 168.1}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
。”当忠心的工人 被聚集在上帝与羔羊
的宝座四周之 ，他 要得光荣的
。当 翰在必死的肉身情形下 到上帝的荣耀 ，他便仆地
如死；他受不住 种情景。但到了必死的肉身将来 成不朽之躯后，得救的群 就要象耶 一 ，
因 他 必得 祂的真体。他 站在宝座之前，表明他 是蒙接 的。他 一切的罪已被涂抹，一
切的
的

已被除掉了。此 他 能
上帝宝座所 出的明亮荣光。他 已与基督同受苦楚，已在救
划上与祂同工，而今也必因眼 自己工作所救回的生灵千古永恒 美上帝而与祂同感快 。

{ST2 168.2}

第三位天使

在空中，宣

上帝的 命及 耶

作

， 乃是代表本会的工作。天使的向前

，并不使信息失其力量，因
翰 到它的力量与才能一直增加，直到全地因它的荣耀 光。上
帝守 子民的行程是前 ，永 前 的。我 所 的真理信息，必
至各国各方各民。 信息不
久必用大声 出，全地要因它的荣耀 光。我 是否在
接受上帝圣灵的沛然大降呢?── 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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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八三，一八八五年著
我

一幅

{ST2 169.1}

画，上面画着一只牛，站在祭

愿茹苦含辛
克苦自己，及

和耕犁中 ，旁

着几个字道：“愿供两用，”──

服 ，或 血 牲之 。 就是上帝儿女所当常抱的立 ──愿意去 任所在之 ，
真理圣工而 牲。基督教会原是奠基于 牲原理之上。基督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九章廿三 祂所要的是人的整个的心和全部的
。 多虔 门徒所向世人表 的 心， 切，及无私的服 ， 当激 我 的 心，引起我 去
效法他 的榜 。真 的宗教信仰，会 人一种 切而 定的心志，照上帝的形象模 人的品格，
并使我 能将万事当作有 的，而以基督 至宝。
素。── 言卷五, 三○七，一八八五年著 {ST2 169.2}

二十六
(
其
捆

如果使分隔能

自

的与不能

种 一的心志，必

明是一种强大能力的原

与天使

言卷五, 四六七至四七六，一八八五著) {ST2 170.1}
的世界之幕被揭开，上帝的子民就可看出在基督及其圣天使与撒但及

天使之 ，正在因 人类的救 大 ，而作重大的斗争；如果他 能明白上帝 救人脱离罪
而行的奇妙工作，以及祂如何常常
大能来保 他 免受 者的毒害，他 就会更加

好，能抵 撒但的种种
了。他
到救恩 划的极其广博与重要，以及 在他 面前作与基督
同工者之工作的 大，他 的心意就必庄 了。他 必定 卑，但又很受鼓励，知道天庭全体都在
关心他 的得救。 {ST2 170.2}
在撒迦利 先知的 言中，有一个最强力而 人的例 ， 明撒但的工作与基督的工作，以及我
中保的大能，怎 制 上帝子民的控告者。在神圣的异象中，先知 到大祭司
，“穿着

的衣服，”站在耶和 的使者面前， 其深陷苦 中的国民向上帝求恩。撒但也站在他的右 ，与他
作 。因 以色列人曾蒙
要在地上保存关于上帝的知 ，故此他 从当初立国以来，就成 撒
但仇恨的特别目 ，而且他决心要使他
亡。在他 忠 上帝之 ，他是不能加害于他 的；因
此，他就 用其全部能力及奸 ，要引 他
于他 力量之源隔 ，而成 外邦仇 的俘

犯罪。他 曾被其 探所陷， 犯上帝的律法，以致
。 他 被 到巴比 ，在那里居留了多年。但他 仍

没有被主所弃 。祂派先知去指 并警告他 。民 醒 起来，看明自己的罪，便在上帝面前虚
己，并 心悔改 向祂。然后主就 他 兴 的信息，宣布祂要救他 脱离俘 的生活，并向他
重施恩 。撒但所决心 阻的，正是此事。以色列的余民已 回到故 ，而撒但却 法
外邦列
国，也就是他的工具，去完全
当

由，

明他

卑祈求上帝

不

他

祂的

。 {ST2 170.3}

，撒但大胆站起来与他作

重蒙上帝的恩 。他声称他 是他的 物，并

。他
他

出以色列民的犯罪

，便强求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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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中。 {ST2 171.1}
那大祭司 于撒但的控 ，无法 自己和他的百姓
。他不声称以色列民是无罪的。他穿着那
象征百姓罪 之
的衣服，充当他 的代表，站在使者面前，承 他 的罪，但也指出他 的悔
改与 卑，信靠救 主的赦罪恩典，并本着信心要求上帝的 般
。 {ST2 171.2}

耶和

你

随后那位使者，也就是基督本身，罪人的救主，使那控告主百姓的 口无言，祂宣布 ：“撒但
哪，耶和
你，就是
耶路撒冷的耶和
你； 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么?”撒迦利
三章二 以色列人久已 于苦 之洪炉中。他 因犯罪，而被撒但及其爪牙燃火
被 尽了，但如今上帝伸手要救他 出来。他 在 悔及 卑之余，慈怜的救主必不
在残暴外邦人的权 之下。“

的芦 ，祂不折断；将残的灯火，祂不吹 ”以

他 ，几乎
弃祂的子民

四二章三

{ST2 171.3}

的代求蒙了 允之 ，即有命令 出 ：“你 要脱去他
的衣服，”那位使者又
：“我使你脱离罪孽，要 你穿上 美的衣服。”“他 就把洁 的冠冕戴在他 上， 他穿上

美的衣服。”撒迦利 三章四，五 他自己和他百姓的罪都被赦免了。以色列被穿上了“
服”──就是基督的
与他 。
上戴着祭司 所戴的冠冕，上面刻着“ 耶和
表明不管他以前的罪 如何，从今以后他是配在圣所中供 于上帝之前了。 {ST2 172.1}

美的衣
圣。” 是

了
隆重的 授庄 的祭司 分之后，那位使者宣告 ：“万 之耶和 如此 ，你若遵行
我的道， 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 些站立的人中 来
往。”同章七 他要在圣殿及其一切崇祀中被敬重如管家或官 ；他甚至于在今生要在那些侍立的天
使中来往，并且最后也要参加那些在上帝宝座周 得着荣耀的群 中。 {ST2 172.2}
“大祭司

啊，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

是作

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

的苗裔

出。” 里指明了以色列人的希望。
和他的百姓就是因 信那要来的救主，所以得蒙赦免。他
因信基督，才得重蒙上帝恩眷。靠着祂的功 ，他 若行在祂的路上， 守祂的典章，他 就要
作“ 兆”，在地上列国中被尊 上天特 之民。基督是他 的希望，他 的保障，他 的
正如祂是祂今日教会的希望一 。 {ST2 172.3}

与救

，

控告人的撒但
撒但在各 代中，也象控告
及其百姓一 ，控告凡是 求上帝慈悲及恩眷的人。 示 上
称他 “在我 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 弟兄的。” 示 十二章十 每当有生灵从 者权 之下被救出
来，及其名字
在羔羊生命册上 ，都要重演一 同 的争斗。从来没有一个离开撒但家庭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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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帝家庭的人，不激起

者的 决抗拒。撒但控告那些 求主的人，并非因 不喜他

的罪

。

离他的权 。 个反 巨魁一 到基督至高王权的凭据，便激起一切的仇恨与 毒，并千方百
施魔力，要把接受主救恩的人类余民，从主那里强拉出来。 {ST2 173.1}

大

他 的品格有瑕疵，他便雀 大喜。他只有在他 干犯上帝律法上才有权力 服他 。他的控告完
全是出于仇恨基督的心而起。耶 正在借着救恩的 划擘开撒但 人类家庭的掌握，并拯救生灵脱

他引人陷于疑惑主 ，使他 失去信任上帝的心，离弃祂的

后宣称他 是他的俘 ，并 于基督从他那里把他
恕与恩典的人， 果必定得着；因此他把他 的罪

却要
并用髑

付 些控告。他穿着罪所

破坏上帝的律法，然

回去的权力提出抗 。他明知凡向上帝祈求
在他 之前，使他 灰心。他常常不断

找机会；攻 凡尽力要 从上帝的人。甚至他 最好而最蒙悦
的。他用无数的
，最阴 最残忍的手段，尽力使他 被定
人不能自己

；他 探他

的服 ，他也要 法使它
罪。 {ST2 173.2}

的衣服，承 己罪，站在上帝之前， 但我

腐

的中保耶

一切凡因悔改以及因信而把自己灵魂交主保守的人 ， 出有效的代求。祂 他 求情，
地 大 据来克服他 的控告者。祂完全 从上帝的律法，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使祂得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而要求祂的父 开恩与罪人和好。祂 控告祂百姓的 ：“‘撒但哪，耶和
你。’ 些人是我用血 来的，是从火中抽出来的柴。”凡凭信心倚靠祂的人，必得那安慰的保
：“看哪，我使你脱离罪孽，要 你穿上 美的衣服。” {ST2 173.3}

一切已 穿上基督 袍的，必要站在祂面前作蒙
，忠心，而
的人。撒但无权把他 从基
督的手里 去。凡是悔改而本着信心要求主保 的，主必不 他 之中的一人
撒但的权下。祂
保 的 是：“ 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以
廿七章五 那
的
，也是
人 的；“你若遵行我的道， 守我的命令……我也要使你在 些站立的人中
往。”撒迦利 三章七 上帝的天使必在他 的两 行走，甚至在今世也是如此，并且最后他
站在那

上帝宝座的天使之列。 {ST2 174.1}

上帝所承

的子民被形容身穿

的衣服站在主的面前， 种事

当使凡承 主名的人

来
要

卑并

深刻省察己心。凡借着 从真理而洁 自己心灵的人， 于自己的估价必是
的。他 越清楚地
看出基督无瑕疵的品格，就必越渴望要 成祂的形象，并越少看出自己里面有什么 全圣洁之 。
我 一面 当明白自己有罪的情形， 同 却要倚靠基督 我 的公 ，圣洁，和救 。我 不能
付撒但 我
祂自己的功

的攻 。只有基督能 我 作有效的代求。祂能用那不是出于我 的功
的 据止息那控告者。 {ST2 174.2}

，乃是出乎

但我 仍不 以自己有罪的生活
足。有一种思想 当激 基督徒在得 邪 的事上要 出更
大的 心与
，那就是品格上的每一瑕疵，以及他 不能 付上帝 准的每一弱点，都是一道敞
开的门 ，撒但可由此 来 探他 ， 坏他 ；尤有甚者，就是他 身上的每一失 及瑕疵，竟
探者及其爪牙有机会侮辱基督。因此我 要
灵性的每一分精力来作得 之工，并仰望耶
予能力， 我 成就自己所不能行的事。 {ST2 175.1}
凡要穿白衣与基督同行的人，必不能容忍任何罪

。

的衣服必 脱掉；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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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我 借着悔改与信心，就能 服上帝的全部 命，而得以在祂面前无瑕无疵。凡要蒙上帝嘉
的人， 今要刻苦己心，承 己罪，并借耶
中保，而 切求 恕。他 的心意 注于祂，他
的希望，他 的信心，也都集中于祂，及至命令 出“ 他脱下
的衣服，穿上 美的衣服，并
将洁

的冠冕戴在他 上”之

，他 就

好，把自己得救的一切荣耀

祂。 {ST2 175.2}

余民教会
撒迦利

余民教会要
但将世人列

所

到的

及使者的异象， 于

罪大日 束

上帝子民的

，特别切合有力。

大磨 与苦 。 凡遵守上帝 命和耶 真道的人，必感 到 及其全 的忿怒。撒
其臣民，他已得着了控制那些背道教会的权力；但 里竟有一小群反抗他的霸权。若

能把他 从地上除 ，他就完全 利了。他在不久的将来，也要象昔日唆使外邦列国去 以色列人
一 ，去激 地上的
力残害上帝的子民。 人都要奉命 从人的告示， 犯神圣的律法。那些
要忠于上帝及忠于 守的人，将遭威 ，
，排斥。他 要被“父母、弟兄、 族、朋友”交到官里
去。 {ST2 175.3}
他

唯一的希望是靠上帝的慈悲；他

唯一的保障就是祈祷。余民教会也象

在使者之前祈

求一 ，必要 心及存 切的信心，借耶
中保而求赦免与拯救。他 充分地感 到自己生活上
的罪孽，看明自己的 弱及不配，而且他 一看到自己，便几乎要 志了。 探者站在旁 控告他
，象以前站在
旁 与他作 一 。他指出他
的衣服，他 有瑕疵的品格。他提出他
的
吓他
他

弱与愚昧，他 忘恩
的罪，他
的心灵，叫他 想到自己的情形是

的信心，以致他 会屈服于他的

不肖基督之 ，已使他 的救 主受了羞辱。他尽力恐
望的，
的痕迹是永 无法洗清的。他希望
破坏

探之下，不再忠于上帝，而接受

的印 。 {ST2 176.1}

撒但在上帝面前 决控告他 ，声称他 已因他 自己的罪而 失了蒙神圣保 的权力，并宣称
他有权除 他
些罪人。他 他 是与他本身一 ，不 再蒙上帝的恩 。他 ：“ 道 些就是
代替我在天上的地位，以及凡与我 合之天使的地位的人么?他 虽 口称遵守上帝之律法，但他
曾否 守律法的条例呢?他 何 不是 自己 于 上帝呢?何 不是看重自己的福利 于上帝的服
呢?他 没有
世俗的事物么?且看他
毒，他 的彼此仇恨。” {ST2 176.2}
上帝子民在

生活上所表 的罪

多方面是有很多 失的。撒但

于

些他曾引

。看哪，他
他

的自私自利，他

去犯的罪，知道得很

的

确，而

今他把 些罪 大肆渲染，宣称 ：“上帝怎能把我和我的使者从祂面前 除，却又
些犯同
罪 的人?主啊，从公 上 ，祂不能
作。祂的宝座有失公 和公平的立 。公平会要求祂判他
有罪。” {ST2 177.1}

然而基督的门徒虽曾犯罪，但却没有自置于 者的控制之中。他 已除去罪 ， 卑痛悔地祈求
主，神圣的中保已 他 代求。那曾被他 忘恩
尽情侮辱的主，明白他 的罪及他 的悔改，
祂宣告

：“‘撒但哪，耶和

你。’我曾

些人舍命，他 是

刻在我掌上的。” {ST2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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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他的迷惑
他 ；但耶 要救他

督的形象可以完全返照出来；必

可怕；但主的眼目看 祂的子民。他 的患 很大，火炉的
出来象火 的金子一般。他 属世的品 必 化除，以便基
疑惑；必

培养信心，希望，与忍耐。 {ST2 177.3}

上帝的子民正 地上所行可憎之事而 息哭号。他 流泪警告 人以蹂
有 不出的
，在主面前 自己的罪孽而 卑。 人 笑他 的
，

上帝律法之危 ，心中
他
的 告，并

嘲笑他 的自承 弱。可是上帝子民的愁苦及 卑，正是无 的
，表明他 在重新
因犯罪而失去的品格上之力量与庄 。因 他 更 近基督，注目于祂的完全 洁，才

得那
清楚地

辨明罪的深重极 。在上帝的眼中看来，他 的 悔及自卑，是比那些看不出悲哀原因， 笑基督
的 卑，以及在干犯上帝神圣律法 而竟自称完全之人 的自
傲的精神，更无限量地可蒙悦
呢。温柔 卑的精神是得能力和 利的条件。荣耀的冠冕在等待着屈身于十字架下的人。 些哀
的人有福了，因

他 必得安慰。 {ST2 177.4}

忠心，祈祷的人 ，似乎是被关在里面，与上帝同在的。他

自己不明白，他 是何等安全地蒙

保 。世上官
受了撒但的追迫，正在 法要除 他 ；但他 的眼睛若能 开，象多坍地方以
利沙仆人的眼睛一 ，他 就要看出上帝的天使在他 四 安 ，用他 的荣耀光
住幽暗的
兵。 {ST2 178.1}

基督的

袍

当上帝的子民在祂面前刻苦己心，祈求清洁之心 ，有命令 出 ：从他 身上“脱去
服，”并有鼓励的
：“看哪，我使你脱离罪孽，要 你穿上 美的衣服。”基督无玷染的
在受苦 ，受 探，而仍然忠心之上帝子民的身上。那被人
被世俗的 坏所玷 。他 的名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被 入
者的
探者

，也没有被 的咆哮所 服，而改 其忠 不
之害。他 的罪已
罪的起源者了。 {ST2 178.2}

的余民要穿上荣美的衣服，永不再
代忠心子民之列。他 已拒 那欺

之心。从此他 是永

余民不但得赦免蒙接 ，也要被尊荣。“洁 的冠冕”要戴在他

安全，不再受

的 上。他 要成 君王，作祭

司， 于上帝。当撒但 决控告及 法
群人的 候，圣天使在冥冥之中来来往往，
上永生上帝的印 。 些人要与羔羊一同站在 安山上，有父的名字写在他 的 上。他
前唱新歌，他 是从人
来的，作初熟的果子 与上帝和羔羊。在他
是没有瑕疵的。” 示 十四章四，五 {ST2 179.1}
今是那位使者的 已到完全

之

了：“大祭司

的衣
袍要加

口中察不出

他 盖
在宝座

言来，他

啊，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

是作 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 的苗裔 出。” 里表明基督是其子民的救 主及拯救者。 今余
民确 是“作 兆的”，他 旅途上的眼泪和耻辱，要在上帝和羔羊的面前被快 及尊荣所代替。“到
那日，耶和
生的苗必 美尊荣，地的出 必 以色列逃脱的人
荣 茂盛……那 ，剩在
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 名的，必称 圣。”以
四章二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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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2 179.2}

二十七安息日的重要
(

自基督复

安息日会国外布道史略, 二一五至二一八，一八八六年写于挪威之

列士坦拿) {ST2

180.1}

分

凡身居

地位的人 当留心自己的言 和榜

，以便能使人有正确的

慎，无 如何不可 看上帝的命令。由于第四条 命是
决心 法尊重上帝神圣法律的 一律例。我 要向世人

方面上帝

我

一个

，我 若 到 准，就可成

念及行 。他

当十

普遍地被人忽 ，所以我 更当
的，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在 一

特别的子民。 {ST2 180.2}

任何 从第四 的人，都会看出在自己与世人之 划有一道分界 。安息日是一个
，并非人
的命令，乃是上帝的
。从此可以区别出 是事奉上帝，及 是不事奉上帝；并且在 一点

上，将要
在

生真理与异端之争的最后大冲突。 {ST2 180.3}

些国度中(

者按，指北欧 国)安息日在本会大半教友的身上， 没有立于上帝所安置之一

种崇高的地位上。世界是
教会的工具，可以
教友之真
受了，就使他的生活与信仰 于不能相符的境地。 {ST2 180.4}

。世界提出

多的

惑，若信徒接

与非信徒合伙
有些本会弟兄 商，没有按 命遵守安息日。有些人与非信徒合伙， 些干犯安息日 之伙伴的影
响已在他 身上 生效果了。有些人盲目到了 种地步，以致看不出 种关 的危 ；正因 未曾
察， 种危 也就更 重大。当一位股 自称是 守安息日之 ，而另一位股 却与其雇
行
店里的生意。那守安息日者虽然表面上没有参加工作，但却免不了要思想到生意的事上去。他虽然
尽力要守安息日，其 却没有守。主看他乃是一个犯法者。 {ST2 180.5}

即使在生意往来的关系上，我 也不能使自己与那些不忠于上帝的人
而不涉及原理。在一方
得是良心不 之事，而另一方却 得事属可行。 不 是关心宗教的
，也是在
上有
此情形。一方的行 是出于自私的 机，不 上帝的律法及灵性的得救；而另一方若是
上帝
及真理的人，就必 生若非 牲原理， 将常感痛苦之争 。 {ST2 181.1}
他需要常常

斗，反抗其不信上帝之伙伴的世俗影响与榜 。他有 多重大的困 要

付；因他

已自置于仇 的境地上。唯一安全之道，就是听从上帝的警告：“你 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
一 ； 和不 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你
要从他 中 出来，与他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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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要沾不洁

的物，我就收 你

。”哥林多后 六章十四，十七

{ST2 181.2}

安息日上学的
有些本会的人在安息日送他 的子女去上学。他 并非受迫要
行，只是因 学校当局 于儿
童若非六日上学，就必拒收。 在有些
的学校中，不但教学生 以一般平常的科目，同 也教他
作各种的工作；而自称 守 命的人，竟也送其子女在安息日去上学。有些父母引用基督的 ，
法 自己的行
， 在安息日行善是合法的。但 同 的理 ，亦可用来 明人在安息日工
作也是可以的，因 他 必
来养活儿女；
便没有限制，没有止境，以辨明什么是当作及
什么是不当作的了。 {ST2 181.3}
些

的弟兄 若有更大的灵性，若明白我

各人所 察悟的上帝律法

束人的主权，他

就是上帝向他和他后裔

大福的

就

必明了自己的本分，并不至于行在黑暗之中了。他 很 看出自己 能采取任何其他的行 。但上
帝 于自己的 命，并不 及我 是否便利。祂期望我 要 从 命，并以之教 自己的儿女。在
我 之前有信心之父 伯拉罕的榜 。天上的上帝 ：“我眷 他， 要叫他吩咐他的 子和他的眷
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

。”

世 十八章十九

故。 {ST2

182.1}

本会的弟兄 在仍把儿女置于不能 从第四 之境地 ，他 不能指望得到上帝的嘉 。他
当尽力与学校当局安排好，使他 的儿女可以在第七日免去上学。如果
不成功，那么，他 的
本分是很明

的，只有不

任何代价

在欧洲中部有些地方，人

从上帝的条件了。 {ST2 182.2}

因 在安息日不送儿女上学，以致被

款及

禁。在有一

地方，一

位弟兄明明白白 出他的信仰之后，一个 法的官吏到他的门口，强迫儿童 去上学。 父母 把圣
交 他 去代替平日的 本，
他 便将光阴用在 圣 上了。但无 何 ，若是可行的 ，
本会的人 当 自己兴 学校。若是在那里 不到此事，他 就当尽速搬家到一些能够自由 守上
帝

命的地方去住。 {ST2 182.3}

忠心的

明

有些人固

主 于他的条件不是那么 真的；如果

，便要在此

明。从上帝 待其 代子民的史

守安息日而遭受那

大的

失，或是使

自己与当地的法律有所冲突，那并非他 分所
的。但在 里却正是到了
之点，看我 究竟
是否敬重上帝的律法 于人的命令。 事要分别出 是尊敬上帝， 是不尊敬上帝。我 是否忠
上，我 可以看明上帝是要求人

格

从的。

{ST2 183.1}

当

命的天使巡行埃及全地，要 死

生的人和牲畜之 ，以色列人曾受到指示，把儿女留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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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与自己在一起，并在门框上洒血，不可有一人离开屋子；因

凡 在埃及人中的，都必与他

同遭 亡。假 有一位以色列人忽略了他门上血的 号， 上帝的天使一定能分别出 是希伯来人
与 是埃及人；你想，天庭的哨兵肯站在那里
那一家么?我
当采用 个教 在我 自己的身
上。 {ST2 183.2}

那 命的天使 今又快巡行全地了。将有印 要印在上帝子民的身上， 印 就是 守祂的圣安
息日。我 不
从自己的意志和 解，而自慰 上帝会依 我 的 些条件。在上帝 我 所行

的事上，祂也 我 一份工作要作，借以
我 的信心。那些能符合 些条件的人， 祂的
就
必
；但一切胆敢擅离祂教 而照自己心愿行事的人，在祂
刑 全地之 ，必与 人一同
亡。 {ST2 183.3}

如果父母 儿女接受世俗的教育，以安息日 普通的日子，
上帝的印 就不会盖在他 的身
上。他 必与世人同遭 亡；他 的血 不
到父母的 上么?我 若忠心以上帝的 命来教 儿
女，引他
是祂已

服父母的权力，然后借着信心及祈祷把他 交 上帝，祂就要与我 的努力合作；因
的。当灾 瘟疫流行全地之 ，他 就可与我 一同被藏在主的 密 。 {ST2

184.1}

慎的守法
上帝引 祂的子民以色列人出埃及，使他 能守祂的安息日，祂也 他 特别的指示当如何遵守
之。祂在西乃山上 口所授的十 ，以及祂 摩西的 多教 ，都已
下来， 一切居在地上之
人的益 ，直到末 。上帝已指定六天的功夫要 作，但祂已 自己保留第七日，同 也宣布要降
福

守

日

圣的人。 {ST2 184.2}

在安息日的前一日 当作

日，以便一切都

了，要煮的就煮了。”“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

好，等候神圣的光阴来到。“你

守的圣安息日。”出埃及

要烤的就烤

十六章廿三

{ST2

184.3}

神圣的慈悲已指明病人及受苦者是 当受照 的； 使他 安适而作之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也
不算干犯安息日。但一切不必要的工作，却当避免。 多人很是粗心，直到安息日 开始的 候，
要作一些本当在
日完全作好的小事。
在是不
的。到了神圣
么事被疏忽了，就 当留下不作，直到安息日 后再作。 {ST2 184.4}
思想与言
。我

人

也当十分留意。那些在安息日

要守安息日

圣，就 当

开始之

及安排 划的人，上帝

自己的心思也不想念到那含有世俗性

大半已把星期日当作吃喝快 的日子；但主却愿祂的子民

，如果

他 是

有什

在

的事。 {ST2 185.1}

理

世人作一个更高尚，更圣洁的榜

。当在安息日庄 地把全家奉献 上帝。 条 命包括一切在我 家门之内的人；家中一切的人
都 当把世俗的事 放下，而利用神圣的光阴来虔 事奉主。但愿我 大家 合一致，在上帝的圣
日以快 的事奉来荣耀祂。 {ST2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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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关心弟兄 的福利
自

(

言卷五, 四八○至四九○，一八八九年著，原

每位教友在

浸的 愿上，已

“教会中的

与

”) {ST2 186.1}

地立 要关心他弟兄 的福利。大家都会受 探，只注意自己

心中所藏的 划及 念，在他 看来 些都是合理的；然而他 却当警醒祈祷，并尽其所能地在世
上建 耶 的国度。上帝命定每个基督徒， 尽其最大的能力留意每一 影响，免得有分毫
，
引弟兄姊妹 离开 代的圣工，或他 的兴趣与圣工分道
。他不
注意自己的灵性福利，
也当表 一种 他有关之人的灵性 任心：同 他也 靠着基督而 会中其他教友有一种 束能
力。他的言 及品行 具有一种感化力，引 他 在克己， 牲，及 他人上，效法基督的榜 。
{ST2 186.2}

如果教会中有何人 出一种与 心相反之影响，也不关心基督向我 所表 的慈善精神，如果他
与自己的弟兄 分离，忠心的人 便当 明地 理 些事， 他 的灵性 力，但仍当小心免得
他 的影响 染 别人，也不可因 他 的 争及虚假的
，而使教会 入迷途。有些人充 着

自足自 的精神。有少数的人自以 是，而 于别人的每一行 却猜疑并 吹毛求疵。我 切不可容
些人危害教会的福利。 要提高教会的道德 气起 ，每个人
得自己有 任，借着 守圣
的原理，

一种如在神圣上帝眼前的生活，来增

个人灵性的造

。 {ST2 186.3}

每位教友 当 得，自己必 与上帝相合，必 借着真理成圣。然后他才能向别人表 基督徒的
品格，并能立下大公无私的榜 。果能人人如此，教会的灵性就必提高，也必多蒙上帝的眷 ……
{ST2 187.1}

我 是 近末 了。外来的苦 将必甚多，所以不可 教会内部再生
。但愿自称是上帝子民
者 真理及基督的 故，克己自制。“因 我
人必要在基督台前 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
的，或善或 受 。”哥林多后 五章十 每位真心 上帝的人，就必有基督的精神，并 弟兄有火
的 心。人的心越与上帝交通，他的情意便越集中于基督，并越少受今生遭遇的困苦 沛所
。那些在基督耶 里 大 有成年身量的男女，就必在品格上越久越象基督，超离那些怨 及不

平的癖性。他

必不屑于作吹毛求疵者…… {ST2 187.2}

是“警醒祷告”的
我

所

的

代，正是大家 当特别留意救主的

候了

告之 ：“

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太福音廿六章四一 每个人当切 在心，他必 向上帝
忠心，信仰真理，在耶 基督的恩典和
知 上有
。救主的邀 是：“我心里柔和 卑，你 当 我的 ，学我的 式，
，你 心里
就必得安息。” 太福音十一章廿九 主愿意帮助我 ， 福与我 ，及使我
强；但我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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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的 程，直到我
。 {ST2 187.3}

品格中的一切

全被

。每位教友都必

熬

，非要

，乃要

主已在你 中 作工，但撒但也自行 入，
宗教 狂的道理。 有 多其他的邪 ，也是
当避免的。有些人很是危 ， 于上帝的光及 只是浮光掠影，便自 自足， 果停止前 。他
并没有 持警醒祷告的生活。正当他 高喊着“ 些是耶和 的殿，是耶和 的殿”之 ，(耶利米
七章四
灵性
主

) 多 探 到了， 云黑 ──世俗，自私，自炫的事──包 了灵性。需要主 自向人的
祂自己的 念。 种思想何其深 !──除去我 自己可怜，属世，狭隘的 念及 划，而由

授我

以祂的 念。祂的意 是尊 ，广大，深邃，而

刻

向上天的。 {ST2 188.1}

你 的危 就是没有“向着 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 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
。”腓立比
三章十四 主可曾 你 亮光没有?你 是 当 那亮光
的；不 是当那光 正照在你 身上的
候要
，也是当 一切在以往 日曾
行在光中，并希望得更多的光；因 从

黑暗之中，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ST2 188.2}

你 的
。你 当每日将心志 服上帝；你 要
之救主所照射的光，必要更清楚，更明亮地照在道德的

你 教会的全体教友，是否每日早晚收聚新 的 哪?你 是否 求神圣的光照耀?抑或你 是在
尽力想 般方法以 荣耀自己呢?你 是否借着引人来就“世上的光”而造福周 的人，以表示你 尽
心，尽性，尽意，尽力地 上帝，事奉上帝呢?你 是否以往日的福气
基督行走，作工象祂作工，而在自己的言 及行 上向世人表明祂呢?你

足呢?抑或是你 行走象
是 命之子， 着清洁神

圣的生活么?必 把基督引 你 的生活之中。 只有祂能医治你 嫉妒及猜疑弟兄的病；只有祂能
除去你 中 有些人所保持的有害自己灵性的自 精神。只有耶 能使你
得自己的 弱，自己
的愚昧，自己的腐 天性。只有祂能使你
洁，
你 ，使你 配享受 那蒙福的人所
的。 {ST2 188.3}

“我 倚靠上帝，才得施展大能。”

一不仁的念
从事仁 服
你 没有
不久就要体

篇六十篇十二

你 若忠于上帝，忠于你 的弟兄，遏制每

，每一妒忌或自大的感想，你 就能作出何等多的善事啊!但愿你 的生活充 着 人
的精神。尚 多久就要奉命卸下盔甲，你 是不知道的。死亡或会突然 到你 ，使
可准 最后的改 ，没有体力或心力去 想上帝的事，并使你 与上帝和好。有些人
到人的帮助全是枉然的，他

所引以得意的自尊，及自 ，是多么的没有价

! {ST2

189.1}

我
我

得主的灵迫切要我 你

享有特权的日子

， 今正是你

享特权，蒙信任，及得福气的日子。你

肯不肯

善 利用呢?你 作工是 上帝的荣耀， 是 自己的利益?你 的心眼是否灼灼于世俗的成功，以
便能得自我 足及金 之利呢?如果
，你 将要 致最痛苦的失望。但你 若追求一种 全圣洁
的生活，在基督的门下每日学 祂 我 学 的心里柔和 卑的教 ，那么，你 就可得一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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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所不能改

的。 {ST2 189.2}

在基督里的生活，就是平静安宁的生活。不平安，不

意，及不安定，都是表明没有救主同在。

如果把耶 引 生活之中，那种生活就要充 着 主而作的善良尊 的事。你 要 忘 服事自己，
并要在生活上与
的救主近而又近；你 的品格要 成象基督一 ，你 周 的 人都要 明你

是跟 耶 和学祂 式的。每个人本身都具有一种使自己得福或得 之根。他若愿意，就可使自
己超脱 多人所
的卑鄙及情欲的感 之上；然而何 他若自 自 ，主就不能 他作什么。撒
但要提出 多的雄 大略，使人的神志昏迷，但我 却当 刻保持 宗旨“向着 竿直跑，要得上帝

在基督耶 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
。”腓立比 三章十四 你 当尽一切所能地在今生力行各种善
事。因“智慧人必 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
的，必 光如星，直到永永
。”但以理 十
二章三

{ST2 189.3}

我 的生活若充 了圣洁的香气，我 若 别人常存好心，并行善以造福他人而荣耀上帝，那么
不 我 住在哪里，或茅舍或皇 ，都没有关系。原来 境 于人灵性的
影响极其微小。只是
那存在我 心中的精神，才使我 的一切行 染上色彩。一个与上帝及同胞和好的人，是不致 成
不幸的。他的心中没有妒忌；猜疑不能插足其中；仇恨也不能存在。那与上帝和合的心是超升于今
生的

与

之上的。 {ST2 190.1}

那没有基督的平安在心中的，就不快 ，且充 了不知足；他到 看出毛病，并使那最 美的天
庭音 也失去和 。自私的生活就是邪 的生活。那些心中充 自私之 的人，必 藏 于弟兄
的 念，并要出口反 上帝的工具。撒但所鼓 的狂烈的情欲乃是一个苦毒之泉，
毒害他人的生命…… {ST2 190.2}

流苦毒之水，

但愿每个自称跟从基督的人，少重 自己，多尊重别人。要
，
!因
合即是 力量与
利； 争不睦就有 弱及失 。 些 是上天 我 的。我以上帝 差的身份，向你 述 。 {ST2
190.3}

但愿每个人都尽力

基督的祈祷：“使他 都合而 一；正如祢父在我里面，我在祢里面。”

真是何等的 合啊!基督又 ：“你 若有彼此相
福音十七章廿一 ；十三章卅五 {ST2 191.1}
一旦在我

的心， 人因此就 出你

之中有一个人死了，我 可回想到他曾受

什么

是我的门徒了。”

的看待 ?在

之

翰

上所挂的

画，是否美 可喜的反照呢?它 是否 念那些仁 的言 ，及在适当之 所表 的同情呢?他的弟
兄 有否 身不 那些随便播弄是非者的 意猜忌呢?他 有否辨明他的事?他 有否忠于圣 的教

：“勉励灰心的人，扶助 弱的人”呢?帖撒 尼迦前 五章十四 “你素来教
多人，又 固 弱
的手。” 伯 四章三 “你 要使 弱的手 壮，无力的膝 固。 胆怯的人 ，你 要 强，不要
惧怕。”以
卅五章三，四 {ST2 191.2}
如果 位我 在教会中所交游的人死亡了，如果我 知道他的案件在天上的簿册中已注定了，他
必 在 判之日 付 些
，他的弟兄
于自己向他所采的行 ，究竟有何种反 呢?他 在他
身上有何影响呢?

，心中要多么清楚地回想起每一句暴躁的

，每一件 莽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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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机会的

，他 自己的行

将要如何的不同啊! {ST2 191.3}

使徒保 感 上帝在 患中所 的安慰， ：“愿
与…… 各 安慰的上帝。我 在一切患
中，祂就安慰我 ，叫我 能用上帝所 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 患 的人。”哥林多后 一章三，
四 保
得上帝之 的安慰与温暖深入其心灵中，他也照 反映 些福气在别人身上。 但愿我
能
好好管理自己的行
上。 {ST2 191.4}

，以便在

之

所挂的

画，不至于有我

不忍目睹性

的反照在

在那些我 所交游的人 死了之后，永 不再有机会可收回自己曾向他 所 的什么 ，也不能
从
中抹去什么痛苦的
了。因此我
当留心自己的行 ，使我 的口舌不冒犯上帝。 当
把一切冷淡及 争除掉。每逢想起上帝用慈悲 待我 ，便 当在祂之前，使心化 温柔怜 。但
愿上帝的灵象圣洁的火焰， 化那堆在心门之前的垃圾， 耶
想，及行 上，祂的 就会从而惠及别人。
，如果死亡使我
判的台前才能相会，我

的言

呈上之

，我

来；然后在我 仁慈的言 ，思
与我 的朋友分离，直到上帝

也不至于抱愧。 {ST2 192.1}

当死亡使人 上了眼睛，双手合在安静的胸上，此 ，那些 争不和的感情，要起多么快的 化
啊!没有 恨，没有 毒；嫌怨与 失，尽都消 忘 了。 死者 了多少的好 !回 起死者多少的
善行!歌功 德，此 侃侃道出；但他已耳不 ，心不 了。如果 些
曾在他憔悴的心灵最需要
之 ，在他的耳能听而心能 之
出，那么，在
之中所要留下的，必是何等美 可喜的 画
啊!多少的人，当他
地站在死人之前，回想起以前的言 行 ，曾使 个从此永 静息的心
，便不禁羞悔交集!但愿我 从今以后常常把一切的美， ，及仁慈，表 在我 的生活中。在我
与别人彼此相交之 ，我
当存体 ，感激，忍耐，及容 的心，并把那些站在垂死及已死之
人面前所要

表的心意及感情，在生活上活用在我

日常所交游的弟兄姊妹

的身上。 {ST2 192.2}

二十九在上帝殿中的
(
所

自

言卷五, 四九一至五○○，一八八九年著) {ST2 193.1}

于 卑有信心的人而言，上帝在地上的殿就是天国的门。
的 歌，祈祷，及基督的代表人
的言 ，都是上帝所指定的媒介， 要
一班人 天上的教会，作更高尚的崇拜，凡是不洁

的都不得参与。 {ST2 193.2}

基督徒可以从地上圣所所具有的神圣性 ，学

如何重 上帝与祂子民会晤的地方。关于宗教礼

拜的 俗， 已有了大改 ，但不是 得更好，乃是 得更坏。那些宝 的，圣洁的，使我 与上
帝相 的事物，已从我 的 中及心上，很快地失去其 有的地位，而被降至和世俗普通的事物平
等。古人 于在圣洁崇祀中与上帝相会之圣所，所表 的敬畏精神， 今已大半消逝了。虽然如
此，上帝却

自命定崇祀的次秩，高

之超越一切属世性 的事物。 {ST2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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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是家庭的圣所。密室或林 ，乃是作个人崇拜的最幽静之所在；但礼拜堂却是公

集会的圣

所。关于
，地点，及礼拜的 式，都当有一定的
。凡属神圣的事，和有关敬拜上帝的事，
决无一件可用不关心或冷淡的 度去 置。人 若要在表 自己称 上帝的事上有最好的成 ，就

必 在思想上 于圣与俗有判然分明的 念。那些具有广博的 解，高 的思想与希望的人，乃是
那具有能增强一切关于神圣事物之思想 念的人。凡 有一个圣所──无
圣所是朴 或
，是
在城市里或是崎 的山穴中，在陋室中或是在 野里──的人有福了。如果那是他 所能 主找到的
最好地方，祂就必 自降

使那地成圣，且要 万

之耶和

圣。 {ST2 193.4}

在聚会前
敬拜上帝的人

入聚会的地方 ，他

也不宜呈怠惰疏忽的 度，群集在火炉四
及嬉笑。凡来礼拜的人，都 当表 一种

止端庄，安静地各自就座。若是室内 有一个火炉，

。无 开会前后，在礼拜 所中均不
心而十分敬虔的特性。 {ST2 194.1}

，交

接耳

假若有些人需要在开会之前等候几分 ，他 就 用安静的默想来 持一种真正敬虔的精神，借
着祷告使自己的心上 到上帝之前，求祂使 次的聚会能特别有益于自己的心，也能使别人受感而
悔改。他
得天上的使者也在殿中，我 因 不安静，不利用光阴反省和祈祷，就 失了 多
与上帝作
人

切交往的机会。当 常省察自己灵性的情形，当将心意 向那公

入礼拜堂 ，若 上帝存有真正恭敬，而且

的日

。 {ST2 194.2}

自己是在上帝的面前， 必在

一种甘美的感 力。在平常 事地方不以耳
笑 罪，在敬拜上帝的殿里决不可容其
将心意
妥当， 听上帝的道，俾使之有相当的力量，适于感 人心。 {ST2 194.3}

静中生出

生。

当

在聚会
当 道人 来 ， 有庄重 穆的 度。他一登上 台，就当跪下默祷， 求上帝的帮助。 将
人以何等的印象啊!在会 之中将必 然起敬。他 的 道人正在与上帝交往；在他敢于站在会
面前之先，他把自己交托 上帝了。全
敬，上帝的天使也在 近。凡是敬畏上帝的每位会 ，
也当低

和他一同默祷，祈求上帝光

在采用祈祷作

圣会，使祂借人口所

开会 目之 ，人人

的真理有力量。 {ST2 195.1}

当跪在圣者之前，个个的心 在静默虔 之中升

上帝那

里。忠 敬拜者的祈祷必蒙垂听，所 之道也必
有效。 道工作之所以未能更著良效的，其大
原因之一，就是在上帝殿中作礼拜之人存着没精打采的 度。美妙的 歌若是明白而嘹亮地从 多
人心坎中唱出， 原是上帝救灵工作的方法之一。全部聚会 在庄
穆的气氛中 行，好似是在
一切集会之“主持者”
弟兄

，你

之下一 。 {ST2 195.2}

当 住，当 道之 ，你 是在

听上帝借其作代表的仆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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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不可片刻打盹，因
一打盹，也 会失掉你 所最需要的几句 ──你 若听到那几句 ，也
会保守自己不致失足迷途。撒但及其使者正忙着制造一种使人感 麻木的情形，以致忠告，警
惕，及
的 ，都充耳不 ；或是 而无 于衷，也不去改善其人生。 有些 候，一个小孩子会
引起听 的注意，以致宝 的种子不能落在好土上，使之生
。也有些 候，青年男女 于圣
所及敬拜上帝是那么地不敬重，在 道之 ，他 彼此不断地喁喁交 。 些人若能看出上帝的使
者正在 察他 ， 下他 所行的，他 就要 心 愧，痛恨自己了。上帝所要的是留心的听
因 当人睡 之 ，撒但才来撒他的稗子。 {ST2 195.3}

。

在聚会后
在祝福散会之后，大家仍当静默，惟恐失去基督所 的平安。大家离开会堂 ，不可 笑或高
， 当自 如在神前，祂的眼目注 着他 ，他 的行 也当象在祂
之下所行的一 。不
可停留在 道中作
或
，以致阻碍交通，使别人不能出去。礼拜堂的周 也当包括在神圣敬
畏的气氛中。不 作 老友相会，彼此交 普通意 ，及从事世俗交易
的地方。 些都 留在
会堂之外。在有些地方，常 粗心哄笑及脚步嘈 之声，致使上帝及天使遭受羞辱。 {ST2 196.1}
父母 啊，你 要在自己儿女的心中提高基督教的 准；帮助他
耶
入他 的
中；教
他
上帝的殿有最高的敬意，并明了当他
入主殿的 候，他 的心 当 以下的 些思想
所制伏并 化：“上帝在 里， 是祂的殿。我必 有清洁的思想和最神圣的 机。我必 没有
傲，嫉妒，猜忌， 念，恨 ，或欺
子民会晤并 福与他 的地方。那永
最秘密的思想和行 。” {ST2 196.2}

在我的心里；因 我是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 是上帝与祂
存的至高者和圣者注 着我， 察我的心，洞悉我生活上

父母的

榜

弟兄

哪，

道你 不肯用心略想 事，注意你

任
自己在上帝殿中的行

如何，以及在借教

与

培养儿女敬畏之心的事上，你 在作着何种的努力?你 把极大的 任 到 道人的身上，叫他
你 儿女的灵性
；却没有 悟到自己 父母 教 的 任，象 伯拉罕一 ，吩咐你 的
子和眷属，使他 遵守主的律例。由于你 自己的榜 及松懈的教 ，你 的儿女 已 坏了；但
你 却不
种家庭
的缺乏，竟希望 道人来消除你 日常所行的，而在
他 的心及生活
使之成 有德行及虔 的事上，能有出奇的成就。在 道人 用忠 而
的警告，忍耐的
，
与 切的祈祷来挽救生灵，尽其一切所能来
的未悔改而 咎于他，其 那也 是由于他

教会服 而仍无成效之 ，父母 竟往往因自己儿女
自己的疏忽所致呢。 {ST2 197.1}

任原是落在父母 的身上；然而他 是否肯

起上帝所委托他 的工作，而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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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愿意前 及上 ，存 卑，忍耐，恒心的 度去作工，自行 到崇高的 准，并使儿女 与
自己一同提高呢?无怪乎今日我 的教会是 弱的，在其范 内缺乏那 有的深切之虔 。我 眼前
的 俗，使上帝蒙羞，并使圣洁属天的事物降低到凡俗的水准， 都是与我 不利的。我 既 有
圣洁的，
人的，使人成圣的真理；我 的
与常 若不与 此真理相符，那么我 就是反 大
光的罪人，并犯相当程度的罪了。在上帝 判
之日，外邦人所受的倒要比我 所受的更容易得
多哩。 {ST2 197.2}

在返照真理之光上，我 尽可以作一番比 今所作的更大的工作。上帝期望我 多

果子。祂期

望每位教友 出更大的 忱与忠心，更 切
的努力，去 他 的 居及那些与基督无关的人
作工。父母 必 以高尚的行 水准开始其工作。一切称呼基督之名的人，必 穿上全副 装，
求人，警告人，并 法救人离罪。当尽你 所能的
大家在上帝的殿中聆听真理。我 必 比
今作更多的工作，以 救生灵免被焚
人

。 {ST2 198.1}

于上帝的殿几已失了敬畏之念，

是

在在的情形。圣洁的事物及圣洁的所在，都未被辨

明； 于神圣及崇高之事，也无人
。在我 的家庭中缺乏 心敬虔， 道没有原因么? 不是因
高尚的宗教 准已被委弃于 埃之中么?上帝曾将关于秩序，完全，与精确的 律
祂古代的子
民。 道祂的品性有了改 么?祂 不是那在 天之上管理万有的 大全能之上帝么?且 我 常
上帝昔日
的殿，

自 希伯来人的指 ，以致那已蒙荣耀真理之光照亮我 ，可以仿效他 怎 敬重上帝
不是好么?我 有极充分的理由当在敬拜上帝的事上， 持一种 切虔 的精神。我 甚

至于有理由， 在我 的敬拜上， 比犹太人更加关切和敬重。可是仇
我
于基督徒神圣礼拜的信仰。 {ST2 198.2}
奉献

上帝的

所，决不可当作

俗 之

。如果在一 平日用

却一直在工作着，要破坏
室或

藏室的房

里招聚

儿童来敬拜上帝，而欲他 在敬虔礼拜的思想中，不 以平日所 生的事及功 的 念 ，那么，他
就要 成超人了。青年人的教育及
， 当有一种能提高圣事及助 在上帝殿中 洁敬神之念
的性 。 多自称 天上君王之儿女的人， 于永恒事物之神圣性，尚无真正的
。差不多每个
人都需要受教，借知自己在上帝殿中的 止 当如何。父母 不但要教 ，也要吩咐自己的儿女，
存庄重恭敬的 度 入圣所之中。 {ST2 198.3}

在上帝圣所中敬拜的人，其道德趣味 予以提高，洁 ，及成圣。很可惜 件事却素来被人疏忽
了。因其重要性已被忽 ， 果便流行着紊乱及不敬，并
了上帝。如果教会中的 袖， 道人

以及教友，父 及母 等，没有提高 于 事的 念，那么， 于那些毫无
的儿童 ， 能希
求什么呢?他 常常成群
，离开了那
他
任的父母 身 。他 不 自己是在上帝面前，
祂的眼目正在察看他 ， 是 狂浮躁，耳
笑，粗心，失敬，及不留神。他 少受教 ，不知
道人是上帝的 差，他所 的信息乃是上帝所 定的救灵方法之一，以及其 于凡有机会与他
接触的人 ，可成 活的香气叫人活，也可成 死的香气叫人死。 {ST2 199.1}

批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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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幼弱易感的心思， 于上帝仆人工作的 价，全 乎其父母如何的 待
而定。 多
身 家 的人，在家中把聚会当作一个批 的 目， 成某几点及
某几点。于是上帝
人的

信息便受人的批 及 疑，当作 浮
的 目。 些粗心不敬的
予青年人何等的印象，那
只有天庭的
才能 明之。儿女 于 些事，很快就能看出并明了， 于父母所能想到的。他
的道德意 接受了
的偏 ，天 地久也 完全改 。而父母 却 儿女 的硬心，及不能 醒
其道德意

以

但在天庭

上帝的要求，深感

。 {ST2 199.2}

的案卷上，那准确之笔会写出其真正的原因来。父母 自己未曾悔改。他

与上天

或上天的工作不相符合。他
于上帝圣所及 道工作的神圣性所存卑下通俗的 念，也
在
其儿女的教育之内。任何人若 年累月受了 种有害家教的影响， 于上帝的 道人及祂 定的救
灵工作，能否再存有一种敏于敬畏及重 的心， 在是成
。在 起 些事的 候， 当存敬畏
的心，用合宜的
，并具有良好的感染性，以便向你 所交往的一切人，
所 的信息乃是上帝 自 你 的信息。 {ST2 200.1}

明你

尊重上帝仆人

父母 哪，你
小心自己 儿女 留下了什么 的榜 及 念。他 的心思是具有可塑性的，
很容易把印象留下。关于圣所中的聚会，如果 道的人有瑕疵， 当 避不提。只好
些他所行
的善事，所提的好意 ， 些都是你 所当听从的，是由上帝的代言人而来的。我 可以很容易立
刻看出，儿女
受的教育，在

何 于 道人的
方面上有了缺憾。他

缺少印象，以及 何 上帝的殿
的父母 当每日与上帝交往。他

缺少敬重。因 他 所
自己的 念需要洁 及提

高；他 的嘴唇需要从 上取下来的 炭沾 ，然后他 的
，他 家庭 的常 ，便可在儿女
的心思及品格上留下良好的印象，宗教的 准也必大大地提高了。 等父母必 上帝作一番 大的
工作。他 在家庭中，必少有属世的，少有情欲的，而多有高尚及忠 之 气了。他 的生活必被
一种几乎从未想到的庄

气氛所包 。凡是属于聚会及敬拜上帝的事，都必不致当作普通的俗事。

{ST2 200.2}

整洁及高尚的
当我走

敬拜上帝之所，

止

到男女衣着的不整洁，常使我感到痛苦。如果人的内心及品格能由外

表的衣冠来表示的 ，那么，在他 的身上 在是看不出有一点属天的性 。他
于上帝所命定
凡到面前来敬拜之人 有的整 ，清洁，及高尚的 止，并无真确的 念。 些事将 那些没有信
仰的人及敏于 察易下
的青年以何种的印象呢? {ST2 201.1}
在
穿着

多人的心意中， 于上帝的殿并不比 最通俗的所在有更圣洁的 念。有些人竟戴着帽子，
不洁的衣服，走入敬拜的 所， 等人不明白自己是要与上帝及圣天使相会。本会各地的

教堂 于 事， 有一番根本的改 。 道人本身需提高自己的 念，并
事具有更良好的感染
性。很可惜
工作被人忽略了。由于人 在 度，衣冠，与 止上的不敬，缺少敬拜的心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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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上帝往往

离开那些聚集敬拜祂的人。 {ST2 201.2}

当教 大家在衣冠上整 清洁，但也不可太 于注重那与圣所全不相宜的外表
。不可在衣
上炫耀；因
是助 不恭敬之精神的人。人 的注意力往往被 个或那个好 看的衣 所吸引，
以致 些在敬拜之人心中所不 有的意念突然 入。在 里 当以上帝 思想的主 ， 敬拜的
象；任何足以引人心思离开庄 圣洁之礼拜的事物，都是冒 上帝的。至于用
，彩 ，
，
帽羽，以及金
物来炫耀，也都是拜偶像之类，与敬拜上帝的圣会不相宜，因 在那里礼拜之人
的眼目都当

注于荣耀。 {ST2 201.3}

当 格留心一切关于服装的
，切 遵从圣 的律例。 装已成 管治外界人的女神，他也
往往暗暗偷 教会之中。教会 当以上帝的
准，父母 也当 明地思想 件事。他 一 到
儿女 有随从世俗的 向，就当象 伯拉罕一 ， 决吩咐家人效法自己。不 他 与世俗 合，
乃当使他 与上帝
。切不可有人以炫耀的衣 来
上帝的圣所。因 上帝和天使都在那里。

以色列的圣者曾借祂的使徒 道：“你 不要以外面的
、戴金 、穿美衣
，只要以里面
存着 久温柔、安静的心
， 在上帝面前是极其宝 的。”彼得前 三章三，四 {ST2 202.1}

教

新教友

若 立了一个教会，而没有提出 些要点来教 人，那 道人便是失 ，并要
些流行的
向上帝
。除非使会
于真敬拜与真敬畏有正确的 念，教会中便不免要逐 生出一种
，
将圣洁永恒之事物降到普通凡俗之事物的水准上，而且那些口称信仰真理的人，也必成了冒犯上帝

及 羞信仰的。 他 永不能以其未 教化的 念来
洁神圣的天国，也不会
好去与那引起
敬拜者在天庭上 合，在那里一切都是 洁而完全的， 生都是完全敬畏上帝及其圣洁的。 {ST2
202.2}

保

形容上帝

差 的工作，就是把每个人完完全全地奉献

基督耶 。凡接受上天所

真理的

人，都当因真理而洁 ，而提高，而成圣。要 到上帝所定真正成圣的 准，是必 下一番苦功
的。从石 所开采出来的不
的石 ，必 予以雕 ，其粗糙面也当加以琢磨。 {ST2 203.1}

是一个以浮面的工作， 松的方法，夸 的圣洁， 离上帝所立品格之 准而 名的 代。一
切的近路，一切的捷径，以及一切未曾高 上帝之律法 宗教品格之 准的教 ，都是虚浮的。完
全的品格乃是 身的工作，凡不愿遵循上帝 定的方法，而用 健 忍的步 去努力争取的人，就
必不能

到。我

不堪在

件事上有任何

失，乃当天天在我

三十

永活的元首基督里生

。 {ST2 203.2}

的敬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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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卷五, 五三二至五四一，一八八九年出版，本函系一八八七年三月一日写于瑞士之巴塞尔)
{ST2 204.1}

的奥克 地方的弟兄姊妹 哪：我 心吐意地写信 你 。我 得自己一再地在梦中和你
交 ，并且每次你 都是在困 中。但不 有何事 到，切不可削弱你 的道德勇气，而使你 的
宗教退化成一种漠然的 式。可 的耶 快要 丰富的福气；但我 却需要在信心，在 切祈祷，
以及在上帝之 的喜 中 得
自己，留心自己天性中之分毫
虞。 {ST2 204.2}

。我 之中是否有人要被称在天平里 出 欠来呢?我 必 留心
的邪念，免得 上帝所托作祂人 代表的重 ，有背信不忠之

我 必 研究祂 代以来 其子民的警告及 正。我 并不缺少亮光。我 明白自己 当避免何
种行 ，以及祂要我 遵守何种条件；因此，我 若不 法明白及 行合理的善事，那就是因
的行

之正当的

更适于肉欲之心的

故。 {ST2 204.3}

世上常有不信之徒，要靠别人的信心来提携前

。他

主已在加利福尼 省，尤其是在奥克

你

既没有

的真理知

， 果就没有在自

己的心灵上 察出真理的圣化之力。教会的每位教友 当安静而殷勤地作省察己心的工作，
己的生活及品格是否与上帝 大的公
准相符合。 {ST2 204.4}
地方，

行了 多大事；但是你

与信心相称， 那祂所 意行的事也必更多得多了。上帝从不将丰富的福气
已行的事，然后就知道那不 是祂所愿行之事的开端吧了。 {ST2 204.5}

看自

若肯使自己的行

不信的人。回

上帝

考圣
我 必 提高圣 的价 ， 于我
在所估 的，因 其中乃上帝向人类 明的旨意。 是同
意圣 是真 的，
不够，我
必研究圣 ，学 明白其内容。我 是否接受圣 作 “上帝的
圣言”呢?它 在是神圣的信息，正如清晰可 的
其宝 。 {ST2 205.1}
使者在我

一

四 工作，只因我 凭着肉眼看不

他

。只因我

不

从其教

，所以

，所以没有尽情想到他 的

不

存在，犹

如圣 上所 明的一 。如果圣 上没有什么 于明白的事， 人类在研究之下，便会 傲自
来了。人最好不要以 自己明白真理的每一方面， 原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可有人自 得意，

起
他

是正确了解全部圣 ，并 得他有本分叫别的人个个都要照他的看法去了解它。当消除智力上的
傲。我 声警告各种各类属灵的 傲。在今日的教会中正是充斥着 种 象。 {ST2 205.2}
我

今日所

持的真理在初次被人看作圣 真理之

，是 得何等的奇怪，并且在初次把它

人之 ，我 也要 付何等强烈的反 ；然而 从真理及
真理的工人 ，却是何等的 切与
心啊!那 我 确 是一班奇特的子民。我 的人数不多，既没有 富，又没有属世的智慧及属世的
尊

；但我

仍然信仰上帝， 强而

利，并使作

的人生畏。 我

彼此相 的心是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28&start_paragraph=1003612904&finish_paragraph=1003615864&references=1

的；不易
Page 95 of 268

Ellen G. White Writings

被

。于是上帝的能力在我 中

12/16/13, 11:04 AM

，病弱的人痊愈了，以致洋溢着恬静，甜蜜，圣洁之

。

{ST2 205.3}

然而亮光虽
增加，但会 却没有按比例前 。精金逐 暗淡无光，无生气与 文虚套便 入
会中，使会 的精力衰残。他
多的特权及机会并没有使上帝的子民前 上 ， 到 洁神圣的
地步。他 若忠心善用上帝所交托的才干，就必增加 多的才干。多
就向 多要。只有那些忠
心接受并珍 上帝所 我 亮光的人，以及在克己 牲上采取高 立 的人，才可以成 向世界
光的媒介。那些没有前 的人，即使是在天上迦南的 境，也必退步。我蒙 示知道，我 的信心
与行 ， 无法与所 的真理之光相比。我 决不可存一种无 意的信心，只当存那完全的生 仁
的信心，以致心灵得洁 。上帝呼召你 住在加利福尼 省的人，要与祂作 密的
。 {ST2
206.1}

独立的个性
有一点 当 防的，那就是独立的个性。既然当基督的 兵，就当在各部门的工作上有
的行
。不可有一个人有权擅自挺身而出，于明知本会中有别人 圣 要道持不同意 之 ，在本会的
上 表有关 道理的 念，那必会 成 争的。在“守第一日基督复 派”的信徒中，就有 此种

情形。他 每人各持自己的独立 解，力 其新 的 念，以致彼此之
安息日会一事上尚能合作之外，都是互相矛盾的。我 切不可效法他
上

，也 除了在反 基督复
的榜 。每个工人在行

当 及别人。 跟从耶 基督的人，不可各自采取独立的行 。我 的力量必 寄于上帝，也必
予以培养，使能 出高尚
的行 。切不可在无 的行 上浪 精力。 {ST2 206.2}

之中有力量。本会的
与本会其他机关之 当有 系。如果有 种
，就必 出一种能
力。在工人之 不可有 争或区别。工作原 一，也是在一位“ 袖”的 督之下。
性及 歇性的
努力，足
害。不 其是如何活 有力，收效仍然甚微!因
健的恒心， 刻 求明白及 行上帝的旨意。 {ST2 207.1}

反 一定会来的。我

当培养一种

上帝看人的品格
我
当知道自己当怎 行才可以得救。我的弟兄姊妹啊，我 不可随着世俗的潮流而 浮。我
今的工作是要从世人中出来，与他 有别。只有 一条路使我 象以 一 ，能与上帝同行。
神圣的感化力常常与他的努力配合。我 也是象他一 ，必 有一种 强，活 ， 践的信心，惟
有如此，我 才能与上帝同工。我 必 符合圣 所定下的条件，否 必定死在自己的罪中。我
必 明白 当借基督的恩典，在我 的品格上作何种必要的道德改革，庶能配承受天上的住 。我
本着敬畏上帝之心向你
：我 有象犹太人那 生活的危
，竟缺乏上帝之 ，也不明白祂的大能。 {ST2 207.2}

──当真理

的光 照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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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千千万万的人口称

从律法与福音，而仍然生活在罪

之中。人

也

会以明朗的

度向

别人
真理的要求，而自己的心却仍是属乎情欲的，暗地里 恋而且 犯罪 。因 他 的心未
曾被真理所圣化， 所以上帝的真理 于他 也不成其 真理。救主的 在他 卑 的情欲上不能
束之能力。我 从以往的 史上得知，人 也 会站在圣洁的地位上，而仍以欺 妄用上帝的
真理。他 不能向上帝“无忿怒，无疑惑， 起圣洁的手。” 是因 他 的心思未受上帝的管束，真
理也始 没有印刻在他 的心上。“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 。”
十章十 “你要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
没有
行

主你的上帝。” 可福音十二章三十 你
。他 的悔改只是表面的。 {ST2 207.3}

是否

行呢?

多人并未

行，也始

使徒 ：“所以你 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 。你
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歌 西 三章，一，二 人的心就是人的城堡，生死的果效
由此 出。人除非心地 洁，就不配与圣徒相交。 察人心的主 不知 是留恋罪 不 自己性命
的人么? 道没有一位
各人生活上最秘密之事的么?我曾被勉强听到一些男人
女 的 ──
媚的，会迷人 人的 。撒但利用 一切方法来
生灵。你 有些人也 已
充其工具；若真
如此，你 在受 判 就要 付 些事了。天使
等人 ：“他 从未将心献 上帝。基督不在他
里面。真理也不在那里。其地位已被罪 ，欺 ，及虚 所占住。不信上帝的 ，也没有照着
行。” {ST2 208.1}
撒但 今在人心，在教会，以及在各国的活 情形，是每个研究 言者 当震 的。末日近了。
但愿我 的各教会兴起，并愿上帝使人悔改之能力体 在每位教友的心上， 然后我 就要看出上帝
之灵的深刻 行。罪的得蒙赦免并非耶 代死的唯一效果。祂无 的 牲，不但可以除去罪孽，也
可以从 亡中恢复人性，再予美化，重加建造，以便配站在上帝面前。 {ST2 208.2}
我

当用行

来表 我

的信心。

当 出更大的渴望，

要更丰盛地得着基督之灵；因

教

会的力量即在乎此。撒但竭力要离 上帝的子民。唉，我 是多么缺少 上帝及彼此相 的心啊!真
理及真理之灵若在我 的心中，就必使我 与世界分开。真理及 的不 原理要使人心心相 ，
种
的力量也必按所享有之恩典及真理的程度而定。最好我 各人能拿起 子，亦即上帝的律
法，从其中看祂品格的反映。我
当小心，不要忽略圣 上所 的警告及危 的信号。除非听从
些警告，克服品格上的瑕疵，那些有瑕疵的人就要被其瑕疵所克服，以致陷入
，背道，及公
开的罪 之中。人的心思若非提高到最高的 准上，久而久之就要失去能力，不能保持以前所有
的。“所以，自己以 站得 的， 要 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 十章十二 “
的弟兄啊，你
既然 先知道 事，就当防 ，恐怕被 人的
惑，就从自己 固的地步上 落。你 却要
在我 主救主耶 基督的恩典和知 上有
。”彼得后 三章十七，十八 {ST2 209.1}

灵性与效能
在

末后的日子中，上帝已 召了一班子民，作祂律法的保管人， 班人必常有 多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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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作。“我知道你的行 ， 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 人，你也曾
那自称 使徒却不
是使徒的，看出他 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 我的名 苦，并不乏倦。” 示 二章二，三 要
保守我 的教会不 邪 侵入，是需要愈加殷勤及不断 斗的。必
持 格而公平的 律；因
有些人徒具宗教的虚表，

法 坏别人的信仰，并在暗中 行抬高自己。 {ST2 209.2}

主耶 在橄 山上明白地提到“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多人的 心才
冷淡了。” 太福音廿四
章十二 祂 到有一班人已从很高的属灵地步 落。但愿 些 能在我 的心上 出
，省察之
能力。那与我 口称相信之 大真理相配的 心及虔 在哪里呢?那 世俗的心，及 恋 舍的罪，
已将 祈祷及 默想之念断送了。一套 式上的崇祀固然是奉行了；但 耶 的心在哪里呢?灵性垂
危。

道
而熄

种麻木可悲的退化情形，将如此
呢? {ST2 210.1}

下去么?是否真理之灯要因没有

充恩典之油，以致

我 愿每位 道人及每位本会 工能看明 种情形，象我所蒙的指示一 。自高自 的精神正在
戕 属灵的生命。高 自己，
自己。唉， 自我 予治死!使徒保
道，“我是天天冒死。”哥
林多前 十五章卅一 当 种 傲，夸大的自 ，及 种矜矜自 的精神渗透心灵之 ，就没有耶

插足的余地了。在自我增大到占 全部灵性之殿 ，就只留下一个低劣的地位 祂了。 就是
什么主只能 我 成就很少的事。因祂若与我 通力合作， 作 工具的人，就会将一切荣耀 功
于其自己的 明， 巧妙，及才干，并会自 自 ，好像法利 人所行的：“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
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二 自我若 藏在基督之内，就不致常是如此地被
露到表面上来。我
否迎合上帝之灵的心意呢?我
否多思想
的敬虔，而少思想机械式的
安排呢? {ST2 210.2}

基督的仆人 当 一种如在基督眼前及在 天使眼前的生活。他
追求明白当代的需要，及准
去 付。撒但不断用新奇及从未
的方法来攻 我 。在上帝 中的官
可无效能呢?他
何任凭天 之能不予 展呢?有一番 大的工作要作，如果缺少任何作工的
行 ，那就是因
自 及自高所致。惟有在我
慎 行主人的命令，而在工作上 毫不留下自己的印象及 号之
，我

才能工作得和

而有效。天使 ：“

思念
我

你

服 圣事的人多思念

吧，

吧。” {ST2 211.1}

的宗教

的宗教。真是何等 得

到柔 的良心，真

由衷的性灵

的
，及 于罪 的警 啊! 是因 上帝的灵没有在我 之中深切 行之故。我 的救主就是雅
各所 的梯子，梯脚在地，梯 升入最高的 天之上。 是表明上帝所定的救 方法。我 任何人
若 于得救，必是 靠着耶 ，象靠一架梯子一 。基督 于信的人乃 智慧与公 ，成圣与救
。切不可有人以
仇 是容易的事，及自己可以不必出力而高升到不 坏的基 之中。向后
看就要
；一撒手就要 亡。 很少人珍
不断 斗争取 利的重要。他 疏懈了殷勤之心，
果

成了自私及放 ，不想到属灵的警醒是必需的，在基督徒的生活上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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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2 211.2}

那些自以 站 了的人，将有可怕的 跌，他 自 有真理，其 他 所有的不是象在耶 里面
所有的。 刻的粗心也 会将一个生灵投入不能挽回的 亡中，第一个罪引人到第二个罪，第二个
罪又 第三个罪开路，并要 此演 下去。我 作上帝忠 使者的人，必
常祈求祂施展大能来
保守我 。我 若偏离本分一寸，就有随从那引入 亡的罪
但也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把我 自己与基督 在一起，并
格。 {ST2 212.1}

之路的危 。我 每个人都有希望，
用每一分的力量去取得祂完全的品

那使人看罪
微的事，想念上帝 罪人而不 其行 的宗教，只能鼓 罪人相信当他在
其明知之罪 ，上帝也会接 他。 就是有些自称信仰 代真理的人所行的。真理已与生活脱
因此之故，真理就无力使人 悟及悔改了。 {ST2 212.2}

犯
，

上帝已指示我，有些住在加利福尼 省的人，始 没有把在耶 里面的真理引入他 的生活中。
他 并没有圣 的信仰。他 从来没有悔改 ；除非他 的心被所接受的真理所圣化，他 必被捆
在稗子之中；因 他 没有 出累累的宝 果子，表明他 是活葡萄 的枝条。 {ST2 212.3}
“当趁耶和 可

找的 候 找祂，相近的 候求告祂。

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

的人当除掉

自己的意念， 向耶和 ，耶和 就必怜恤他；当 向我 的上帝，因 上帝必广行赦免。”以
五五章六，七 可惜 多人的生活 明他 与上帝没有活 的
。他
流到属世的 渠中。
他
上与基督无关无份。他
好宴 ，并且充 自私的 念， 划，希望，及野心。他 在
假装事奉上帝之下事奉仇 。他 受督工的 束，而 种 束是他 自取的，使自己作撒但的 命
奴仆。 {ST2 212.4}
多人存着虚 的 念，以 管束儿女是有害的事， 种情形正在 坏成千成万的人。如果你
不留心管教自己的儿子，撒但就一定会把他
去。切不可鼓励他 与不信上帝的人来往。 当把
他 引开。你 自己也 当从那等人中出来，并向他 表明你 是站在主 一 。 {ST2 213.1}
凡自称 至高者之子民的人，是否愿意高
准，不 在聚会之 如此，乃在有生之日一直如此
呢?你 愿否站在主 一 ， 心 意地事奉祂呢?你 若效法以色列民所行的，拒 上帝明 的要
求，你 就一定会受祂的
你 了。 {ST2 213.2}

；但你

若除掉罪

，

用活

的信心，

天庭最丰富的福惠必属于

三十一理所当然的
(

自 言卷五, 五四一，五四二，一八八九年著)

{ST2 214.1}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 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十二章一

{ST2 214.2}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28&start_paragraph=1003612904&finish_paragraph=1003615864&references=1

Page 99 of 268

Ellen G. White Writings

12/16/13, 11:04 AM

在古代以色列人中，每份 来献祭的供物，都要
祭司 格的
。若
了什么毛病，那祭
物就被拒 ；因 主已命令 ，一切的供物都 当是“无瑕疵”的。我 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 上
帝， 不
使 祭物尽可能地完全么?凡是有关于我 肉体，精神，及道德上所需要的每一种教
，上帝都已 指示我 了；我 每个人的本分，就是 使自己的生活
在各方面与神圣的 准
相符。我 若没有尽自己所能地作最好的奉献，主能否喜 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主你的
上帝。” 太福音廿二章卅七 ； 可福音十二章卅 ；加拉太 十章廿七 你若真的尽心 主，就
必切望向祂奉献你一生最好的事奉，并尽力使自己的每种能力与那促 你的才能去奉行祂旨意的定
律相和合。 {ST2 214.3}

所
我 身体上的各部分官能，乃是使我 能向我 的 造主献上可蒙悦 的服 。当我 在
罪 之中， 用上帝的恩 ，把自己的能力出
黑暗之君 ，基督甚至用自己的宝血 我 付了
价。“祂替 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 自己活，乃 替他 死而复活的主活。”你 不可效
法世界的 俗。“不要效法 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 化。” {ST2 214.4}
我 的服装，若是朴素而不 尚 髦；我 的餐桌上，若 常是
而有助于健康的食物，避免
一切奢侈浪 的珍 美味；我 的房屋，若是建筑 朴及布置合适，就必 出真理使人成圣之力，
及向非信徒有一种 化的影响。反之，我 若在 类事上效法世俗，在有些方面且 出是与世人出
奇争 ，那么，
真理的能力就很微小，甚或是完全无效了。若自称相信 代真理的人，他以行
否 了他的信仰，有
相信 庄 的真理呢? 并不是上帝向我 关 了天上的窗 ，乃是我
自己效法了世界的

。──

言卷五, 二○六，一八八二年著 {ST2 215.1}

三十二一
(
有

自

人的梦

言卷五, 五七一至五七三，一八八九年著) {ST2 216.1}

的M弟兄：昨晚我得了一
人的梦。我想你是在一艘 固的船上，在 涛 浪之中行 。
浪排天，盖 你的船 ，把你 得湿淋淋的。你 ：“我要离开； 船快要沉下去了。”那位看

来象是船 的人 着，“不可以， 条船要开 港口了，它决不会沉下去的。”可是你却回答 ，“我
快要被水冲到海里去了。我既不是船 又不是大副， 管它呢?我一定要冒
法去搭你看 的那
的一条船。”船
道，“我一定不 你 到那 去，因 我知道那条船在抵 港口之前会触礁
的。”你挺身正色，非常肯定地 ，“ 条船快破了；我可看得再清楚没有了。”那船 用 利的目光
注 着你，并 决地 ：“我决不容你到那 船上去 牲你的性命。那条船身的木 都是虫蛀 的，
它是一条 人的船。你若有更多的知
的了。” {ST2 216.2}
我醒了之后，

，就可分辨出真 的与虚假的，圣洁的与那注定要完全

梦使我要写信 你。我正在深思到

些事的

候，却收到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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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 探与磨 之中。”M弟兄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撒但再来 探你么?是上帝 你又回
到先前曾 跌倒的同 地步么?你 刻要
疑侵占你的灵性么?你 要每次跌倒，象古 的以色列
人一 么?惟愿上帝帮助你能抗拒魔鬼，并因每一次你信心的磨 而更加 强! 当留心你的行 。
修直你脚前的路。 扃 疑的门，并使上帝成 你的力量。如果感到惶惑，就当 持 静，不要在
黑暗中作任何行 。我深切关心你的灵性。 或是上帝 你的最后一声
。切不可向 亡之路前
一步。要等待，上帝必帮助你；要忍耐，更清楚的亮光就要出 了。你若向各种的想象屈服，你
就要 失你的灵魂， 灵魂是上帝所极宝 的。 {ST2 216.3}

我近来一直在写作“善 之争”初稿，当我温 到 些重要的 目── 造及自撒但 落到 当 落
之 的种种大事──之 ，使我 得非常的 重。在我写作之 ，主好像是很 近我，当我沉思 从
太初直到 在的大斗争，我便深受感 。黑暗权 的作 在我面前清清楚楚地展开。我 当前有最
的 期；撒但披上天使的外衣，要向人施展其 探，好像昔日在 野 探基督一 。他会引用
圣 ；除非我 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他就一定会使我 的灵性陷于不信之中。 {ST2
217.1}

日很短促了，一切当作的事
赶快作成。天使 掌着四方的 ，任何人若没有完全建立在真
理之中，就要被撒但占了上 。每一个人都要
。品格上的每一瑕疵，若不是借上帝圣灵之
助而予以克服，就必成 致人 亡的媒介。我空前地感 到，本会的人 当受真理之灵的激励而振
作起来，因 撒但的
要使每个未以上帝 其力量之人陷入 网。主有大量的工作要完成；如果
我 照祂所派定的去作，祂就要与我 通力合作了。 {ST2 217.2}

三十三上帝工作的成功要素
(

自 言卷五, 五七三至五八○，一八八九年著，原

“每日

之必要”) {ST2 218.1}

凡奉上帝之召在道理及教 上效力的人， 当 常是勤学好 的人。他
不停地求 步，俾作
上帝群羊的榜 ，并向一切与他 接触的人行善。凡不 得自修求 是何等重要的人，就不会在基
督的恩典和知 上有
。 {ST2 218.2}
天庭全体都在关心着 世上所 行的工作，就是
男女 得来生不朽之生命。上帝的 划是要
人在救灵的工作上与耶 基督同工，而得此高 的荣耀。圣 明白 示出 是参加此
大工作之
人的特权，得以看出有一位主在右 随 帮助他一切 心的努力，使之在救主的工作上 到至高的
道德与灵性之佳境。凡自 需要帮助的人，都必有如此的成就。他
上帝的圣工 神圣，每天
向主献上快 及感恩之祭，借以 答祂使他 在属灵的生活上有
的恩典之能力。工人 当常
存

卑之心，承 由于自己 工作缺少勤力及重
重新尽力去 惜光阴。 {ST2 218.3}

，而致失掉

多的机会。但他不必灰心，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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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 道的人， 当借

底省察己心及与世人的救

主有密切

而

自己。他

若在救灵 向基督的事上不成功， 那是因 他 自己的心在上帝的面前不正。 道人中，有一大
部分是 于自甘愚昧。他 没有借着
了解圣 ，
自己承担 工。他 不 得 代真理的重
要，所以真理 于他 也不是活 切 的。他 若在上帝之前虚心；他 若肯凡事 卑，遵照圣
而行，然后就会更清楚地看明自己
摹仿的典范；可是他 却没有注目于他 信心 始成 的
主。 {ST2 218.4}

探
无人必需向撒但的 探屈服，以致 背良心并使圣灵担 。上帝的圣言中已有充足的准 ，使凡
尽力要得 的人都可得到神圣的帮助。他 若保持耶 在面前，就要 成祂的形状。凡因信而有基
督常在他心内的人，就有能力加在他 的工作上，使能成功。他 要在工作上不断地日益有效，并
在工作的
上 明有上帝的 福， 明他 确 是与基督同工。一个人在属灵的生活上无 是
展到何程度，也不会 到一个无需乎殷勤 考圣 的地步；因 从其中才 出我 信心的凭据。各
要道，即使已被接受 真理，也当拿来与律法及 言 照；若是受不起 种考 ，“必不得 晨
光。” {ST2 219.1}

末 圣工 束中所 明的 大救
划， 受 格的
。那与天上圣所有关之各种情景， 当
在 人的心思上造成
的印象，以致能感 别人。 大家 于 今在天上圣所中 行的 罪之工，
都需要更多的了解。在
大的真理被看明及 会之 ，那些 有此真理的人就要与基督 力工
作，
一班人得以在上帝的大日站立得住，并且他 的努力也必成功。 {ST2 219.2}
上帝的子民借着研究，默想，及祈祷，必高升超

普通世俗的思想感情，也必得与基督及其清除

民罪 ，洁 天上圣所之大工上相 和。他 的信心要与祂同 圣所，在地上敬拜的人也要仔
自己的生活，而将自己的品格与那 大的公
准相 比。他 必看出自己的缺点；也必看出
自己若要配作上帝使者所 的 大而
之 代工作，就必 有上帝圣灵的帮助方可。 {ST2 220.1}

基督 ：“你 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 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
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
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 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 ，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翰福音六章五三至五七
今在道理上教 人的人，有多少人是吃基督的肉和喝祂的血呢?有多少人
能够理会 个奥秘呢?救主 自解
事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 你 所 的
就是灵，就是生命。”同章六三 上帝的道 与信者的生活品格交 。那唯一活 有生命的信仰，
就是那接受真理而与之同化，以致成 个人之一部分，
生命之 力。耶 被称 上帝的道。祂

接受祂父的律法，在生活上 行其原理， 表彰其精神，并在内心 出其仁慈之力。 翰 ：“道成了
肉身，住在我 中 ，充充
地有恩典、有真理。我 也
祂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
光。” 翰福音一章十四 基督的门徒当在祂的
上有分。他
吸收上帝的道。借着基督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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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他 必要 成祂的 式，并返照祂的圣德。他 必 吃上帝儿子的肉，喝祂的血，否
里面必没有生命。基督的精神及工作，必 成 祂门徒的精神及工作。 {ST2 220.2}

在他

真理在生活中
真理是不够的；必 在生活上 行出来。要 行上帝的工作，基督必 常在我 里面，
我 也常在祂里面。各人 有一种个人的
，并 自努力去接近人。上帝要求各人全力工作，并
要不断努力，
自己去作那能蒙悦 的工作。祂期望人人心中有基督的恩典，以便能成 明亮的
光照耀世人。若上帝的工人 底
自己一切的能力，就可以十分 明通 地作工，上帝也必要垂
允他 的努力，去提拔，修 ，及拯救其同胞人类了。一切工人 当 用机智，使自己的各 器官
才能受上帝圣灵的 束。他
当 真研究圣 ，及从祂永生圣言中听上帝 他
的声音，
受教 ，或勉励，并蒙圣灵的 固，以便作上帝的工人，在宗教
上
。
，他 就蒙引
，步步升高，并得到 足的喜 。 {ST2 221.1}

在从事上帝交托去作之工作 ，他 就必感到无暇也无心去荣耀自己；也没有功夫去抱怨 苦，
因 他 思念上面的事，而非地上的事，并从此将心，灵，身体 献在主的工作上。他 不是自私
地工作，乃是 基督的 故而克己。他 要高 祂的十字架，因 他 乃是祂的真 门徒。他 天
天要享受圣 宝 的真理，以致有力 行本分，并振起精神以 付
。
，他 就要成 在基
督里 固而 展完全的男女；也从此成 天上君王的真 儿女了。 {ST2 221.2}
他 所 慕及思想的 大真理要 大其心思，强化其判断力，并提高其品格。他 在救灵的工作
上必不是初出茅 的生手，因 他 是 用上帝所 的智慧在作工。在宗教生活上，他 也不是
育不全的侏儒，乃是在永活的元首基督里生 的男女，成
有耶 基督 成的身量。他 与真理
之 所起的冲突只有加强他 的希望，他 会得 多宝 的 利，因 他 呼求那大能的帮助者来
援救，祂是从不会叫 卑 求的人失望的。如果他 的努力是成功的，一切的荣耀都要
上帝。
上天要很 近他 ，与他 同情及合作。他 确 成了世界，天使，及人类的一台
生活上的 洁，他 强固的意志，以及在上帝圣工上的 定与效用，都使他 成
乃是上帝的 人。 {ST2 222.1}

超拔于困苦患

。他 的心与
要的人物。他

之人

在凡得最后 利之人的宗教生活上，将有 多
苦 的 面；但他所有的圣 知 会使他想起
上帝的鼓励与
，可安慰他的心，及加强他信靠大能之主的能力。他 到
的
：“所以，你
不可 弃勇敢的心，存
的心必得大
；”“叫你 的信心既被
， 就比那被火
仍然能
坏的金子更 宝 ，可以在耶 基督
的 候，得着称 、荣耀、尊 。你 虽然没有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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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 祂；如今虽不得看 ，却因信祂就有
彼前一章七，八 {ST2 222.2}

不出来、 有荣光的大喜

。”希伯来

十章卅五

；

信心的
是比金子更宝 。大家 当学 明白， 是在基督门下所受
的一部分，是使他
成
洁，及
世俗的渣滓上所必要的。他 必
心忍受仇 的欺侮及攻 ，并
撒但安放
在他 的路上，阻 他 前 的种种障碍。他 法引 他 忽略祷告，及挫 研究圣 的 气，在
他

的路上横投其可恨之阴影，使他

看不

基督及天庭的各点可 之

。 {ST2 223.1}

无人必 畏
兢地前 ，在不断疑惑之下，沿途乱散怨尤；反之，大家 当仰望上帝，注 祂
的良善，及在祂的 中快 。 当集中你的全部力量向上仰望，不可向下看你的 多困 ；如此，
你在路上就不至于 志跌倒。你不久就要 到那在云彩之后的耶 ，伸出手来援助你；在你 一方
面所要作的事，就是本着淳朴的信心，伸出你的手来， 祂引 你。你既然存信靠的心，就必因信
耶
成有希望了。从髑 地十字架上所 出的光要向你 明，上帝 于人灵性的估价是何等的
大，又因你感激祂的
估价，就 法向世人返照那光。 {ST2 223.2}

人 的美名盛誉，独如沙 留字，可是无疵的品格，却要垂于永恒。上帝
你智慧及理性的
，使你可以明白祂的 般
；耶 也随 愿意帮助你去培养一种 强匀称的品格。凡有此种品
格的人，始 不必因 自己未在世俗的事上成功而灰心。他 “是世上的光。” 撒但不能破坏或削弱
从他

照耀出来的光 。 {ST2 223.3}

上帝 每个人有一份工作去作。在祂的 划中，并没有 人在人生的 斗上，靠 人类的同情及
美来支持；祂的意思是要他 出到 外，忍受凌辱，打信心美好的仗，并在每 困 之下，靠着
祂的力量而站立得住。上帝借祂儿子宝 的恩 ，已将天上一切的宝藏向我 敞开，圣子借其美
之品格足能提拔我 ，使我 高 ，且使我 在今生有所作 ，并配入圣洁的天庭，祂降生在我
的世界上， 一种祂指定其门徒去 的生活。祂的生活是克己的且是 刻自我 牲的。我 若助
自私，安逸，及
足的性格，不肯尽力与上帝合作那使我 提拔，使我 高 ，使我
洁，
及使我 成 上帝儿女的奇妙工作，我 就没有迎合上帝所要求的条件；我 在今生 遭不断的
失，而 究也要失去来生不朽之生命。 {ST2 224.1}

上帝要你去工作，不要存自 自 的心，乃当存最强的信心与指望，高兴而又喜 ，向世人代表

基督。耶 的宗教是快 ，平安，及幸福的。当我
考圣 ，看到了圣父无尽的
，将耶
世人，叫一切信祂的人可得永生，我 的每一分力量都 当 极地用来 美祂，尊崇祂，荣耀
祂，因 祂 人类儿女的 ， 非口舌所能形容的。 {ST2 224.2}

三十四工人的教育
(

自

言卷五, 五八○至五八六，一八八九年著) {ST2 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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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有一种工作要作，可是知道的人却是很少，那就是将真理 遍万国。在外国各
国本土一 ，有很大的园地需要工人作工。上帝呼召凡献身的， 洁的，心志 大，
又 卑的人 入 些园地。但能体会
更高之立 作工。 {ST2 225.2}

大工作的人是何其少啊!我

必

，正如在美
开明，而

悟并站在比以往所取的

今接受真理的人享有各种的益 ，尤其是可由本会出版物中收集亮光与知 。 去种种丰富的
， 在可照真相而予以
。我 知道当初推 工作是多么困 ，横遭 多的障碍反抗，先
所能 用来 展圣工的各种帮助是多么微少；但 今却全然改 了，有清朗的光亮照着。如果基

督教 朴的本 能 入凡自称相信真理者的心中，就会使他 有新的生命及能力。那在黑暗中的人
就要看明真理与异端，及圣 的教 与迷信的 言之 的相异之 了。 {ST2 225.3}

接近上等人士
我 久已失策于未 法将真理
道人及上等人士。我 已
分避免接近那些与我 不同信
仰的人。虽然我 不 当与他 交游，接受他 的模 ，可是到 都有 心 意的人，是我
当
慎重， 明地，智慧地，及
怜地 他 作工。 当筹款去
可 国内及国外上等人士作工
的男女。我
于降 以就普通的人士，已 提倡得太多了。上帝需要有才干及良好心志， 能权衡
各种 据，要 掘真理象 掘 藏的 宝一 的人。 等人不但能接近普通人，也能接近上等人。
他

刻是研究圣 的学者，充分活

于受托的神圣

任。他

必要完全尽到所 的

分。 {ST2

225.4}

缺乏受

的工人

在各部门的圣工上，我 的才干太少了。 当推 新的 划。我 需要能于策划的才智，以接近
陷于异端黑暗中之生灵。我 需要各等人的智慧，而不 因 他 的 念与我 的未尽切合，就向
他 吹毛求疵。我
当有 大的 划，教育工人去
信息。那些信仰及
真理的人已慷慨地
献上
，来 持各 的 划，可是能干的工人却甚 缺少。 {ST2 226.1}
不断地花 开辟那些尚未开 的田地，而同 却未作多少
工人去从事 些田地的工作， 乃
是不 明的。上帝的工作 不 因 缺人 行而受耽 。祂呼召受 教化的，熟悉圣 的， 他
向别人所 明的真理，又在自己的生活及品格上
出来的人。我 需要那 耶 并与祂
相
，能 服祂 堕落人类而作之无
牲的人。我 需要嘴唇被圣火沾 ，心地 洁不受罪 玷
的人。那些有浅薄的敬虔，而以其强大野心 至高至美的人，不是
代所需要的。那些重 自己
的方法
我

于思想圣工的人，乃是不需要的。 {ST2 226.2}

各

的教会所受的

， 并未能使他 以

卑全心行事，抛弃一切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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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荣美努力。教会的成效，全在乎 道人的 忱， 洁，克己，及 明的 力。活 的 道精神
当成 各个教友的特点。他 当有更深的敬虔，更强的信心，及更广的眼光。他 必 在个人工
作上更加 底。我 所需要的就是一种活 的信仰。一个 于本分有更大 解的人，他的心与上帝
相通，及全心 忱 基督作工，就必
强有力的善良影响。他不是 于那下流，混 ，
的溪
水，乃是从

洁，高尚的泉源上取水；他能向教会

流一种新的精神及能力。 {ST2 226.3}

外来的 力既然日增，上帝就要祂教会借着所信的圣洁庄 之真理激 活 起来。从天而来之圣
灵与上帝儿女同工，就必
各 阻碍，并据于有利的地 来抗拒仇 。上帝 祂喜 真理， 守
命的子民保留有 多 大的 利。田地上的庄稼已 成熟待割了。我 有了光，及在已得的真理
中享有上天所 的丰富光荣之恩 ；可是 多的男女却未受教育及
，去到快熟的田地上作工。
{ST2 227.1}

上帝知道每个人以何等的忠 及献身的精神来
他的使命。在
大的工作上， 惰的人是没
份的，那些 欲 德的人，或是不能使此生在任何事 上成功的人，是没份的。凡没有 心，没有
烈精神，甘愿忍受 苦，反 ，辱 ，或 基督而死的人，也是没有份的。基督徒的服 ，游惰
的人是无份的。有一等不整 ，不小心，及不礼貌的人，却
圣洁的真理，倒不如去种地 好。 {ST2 227.2}

想要 道。他

与其去教

人以上帝

青年人不久必
起老年人所 的担子。因 疏于
青年人上前，及 他 更高，更切 的教
育，我 已虚耗了光阴。圣工不断地 展着，我 必 服从命令：“前 !”青年人在真理中 立，不
容易受 境的影响而偏离正道，与上帝同行，多多祈祷，并尽力迫切 求一切所能得的光，他 是

能作成 多善事的，工人当准 好，本着天 的性情，及上帝的恩典，而
其精神及道德上的最
高精力；然而他成功的大小，却要看他在工作上所 的献身克己而定，并不在乎他先天的禀 或后
天的造就如何。极度 切不断努力， 于使自己配成有用之材，乃是必需的；但若非上帝与人力合
作，就毫无所成。基督 ：“离了我，你 就不能作什么。” 翰福音十五章五 上帝的恩典是拯救之
力的重大元素；若无此， 一切人 的努力全属徒然；即使有最 强及最急切的人力，教 真理也
需有上帝恩典的合作。 {ST2 228.1}

需要有

格的教

上帝的圣工需要品德高尚，堪寄以教育人才之任的教

帝同行，
禁戒各种邪 ，并与上帝密切
化的君子。 等人所 出的好印象是永不磨
程中所忽略的， 将无法 救。有 肯担任

，他

是信仰

正，机警而忍耐，与上

，以致能成
光的 管── 而言之，他 是基督
的，并且他 所施的教育可持至永恒。在 种
工作呢? {ST2 228.2}

但愿今日有 多 强的青年人，在信仰中立定脚根， 与上帝有
活 的
，因着本会 袖弟
兄 的 告，而能 入国内更高学府，在那里得有更广 的研究 察之园地。借着与各等人士交
游，熟悉一般通行的教学法的功用与效果，及 略著名学府中所教授的神学知 ，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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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可以

那引起受

教育的人士作工，并能

西派的人就曾采用 种方法；本会的青年若忠于上帝象他 一
育之 ，也可把真理种子撒入别人的心田。 {ST2 228.3}

付 代流行的各种异端。古代瓦典
，就可作成一番善工，甚至在受教

“要 强，要作大丈夫。” 当向那位 你受
， 蔑，侮慢的主 道：“主啊，祢要我作什么
呢?”没有人因受了太高的教育，以致不能成 基督 卑的门徒。凡 得从主那里 受的生命及学
，将其中最好的拿来奉献祂， 此 一种特权的人，必不逃避 苦， 牲，而用上帝所托的才干
来作最高的服 ，以 答祂。在人生大斗争中，
他 没有作工象基督作工一 ，以致罪的致命咒
象。 {ST2 229.1}

受

更佳

多工人没有看出所 使命的
与神圣性。因
便
坏及
那在他 身上的上帝的道德形

的

道人

我 看出需要鼓励人有更高的教育 念，及多聘用受
的人来参加 道的工作。那些在参加
上帝工作之前未受 正当教育的人，是不配接受 圣托去推 改良工作的。可是大家在参加了工作
之后， 是 当
修。必 有上帝的道常存在他 的心里。在本会的工人中，我 需要更多的
教化， 雅，及高尚的灵性。 象 种 修的效果，可在永恒中 明出来。 {ST2 229.2}
“父老啊，我曾写信 你 ，因 你
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哪，我曾写信 你 ，因 你
强，上帝的道常存在你 心里，你 也 了那 者。” 翰福音壹二章十四 使徒在此把父老的
与少年人的相提并 ；照 ，在 圣工上，老年门徒与那些在本会信息的早期大事中无
的
年 人之 ，也当有一种 系。那些在本会信息 起之
是年少的人，都 当受那些掌旗的先
的教 。 些教
必 明白，在先
能高 旌旗的 候，在那些已 久
的人 仍可
再得 利的 候，就当
人配 其圣托，无
多大的苦心，亦不
。他 已
底熟悉
撒但的
，就不致 易被
，离开古道。他 追想上古之日，他
那从起初原有的主，他
一直是擎光之士，上帝忠 的
者，是 人所知道所念 的活的荐信。 {ST2 230.1}
因此，我
当感 上帝象昔日留下 翰一
之
，及接受我 今日所十分宝 之信息的
明的

法，就是

别人去 起他

所

， 我 留下了几位来叙述他 在本会信息 起
。可是他 正在相 从其 位上倒下，所以唯一

下的工作。 {ST2 230.2}

当 筹各种力量使青年人配作圣工，他 必 上前 起 任，承担重担。 今年青的人， 当
成
强的大丈夫。他 必 能 划筹 。上帝的道常存在他 里面，必使他
洁，并充 信
心，希望，勇气，及
。 今因
任的人是不配的，所以工作便大受阻滞。 种大缺欠 要
增加么? 些重大的 任可以从年老有
的工人手上落到那些不能 理之人的手中么? 我 没
有教 及
本会的青年人配担任那受重托的 位，是否忽略一 非常重大的工作呢? 但愿工人
都受 教育，而同 他 也当存温柔 卑的心。我
当把工作提到最高的可能的 准， 常牢
着，如果我 作成自己的一份工作，上帝也必作成祂那一份的工作。 {ST2 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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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各 的 事
(

自

于那引起参加向世人

言卷五, 五九一至六○三，一八八九年著) {ST2 232.1}
末日警告信息的人，我

得有向他

迫切 辞之必要。他

所服

的

象，是否看清并接受真理，端 乎各工人的表 而定。上帝的命令乃是：“你 扛抬耶和 器皿的
人哪， 要自洁。”以
五二章十一 保 也吩咐提摩太 ：“你要 慎自己和自己的教 。”提
摩太前 四章十六 工作必 先从工人身上开始；他必 与基督 合，象枝子与葡萄
合一 。
基督
：“我是葡萄 ，你 是枝子。” 翰福音十五章五
里表 出的是最 密不 的
。把
没有叶子的 枝，接种在繁荣的葡萄 的干上，就成了活的枝条，从 干上吸收汁液及养分。
与
相接，脉 与脉
表罪人。及至人与基督
了。 {ST2 232.2}

互通，幼枝
着
合了，心心相 ，

干， 至于 芽，开花，及
。没有汁液的枝条代
弱有限的与圣洁无 的相 接，人就与基督合而 一

基督 道：“离了我，你 就不能作什么。”我 自称是与基督同工的人，是否与祂 合了呢?我
常住在基督里面么?是否与祂合而 一呢?我 所 的信息是遍及世界的，它必
到各国，各方，
各民。除非主先
我 恩典及能力，使我 能用与此重要信息相称的方式去向万民
，祂就不
会要我 任何人出去
信息。我 今日的大
就是：我 去向世人 此
真理信息的方式，
是否能 明其重要性?如果工人能以基督 唯一的依靠，主就必与他 同工。 祂从不想要使祂的布
道士可以无需祂的恩典，缺少祂的能力就去作工。 {ST2 232.3}
基督已从世人中

出我

来，使我

可以成

特别的圣洁的子民。“祂

我 舍了自己，要

我

脱离一切罪 ，又洁 我 ，特作自己的子民， 心 善。”提多 二章十四 上帝的工人，必
是 心祈祷，殷勤研究圣 ， 渴慕 的人，好能成 别人的光及力量。我 的上帝乃是忌邪的上
帝；祂要求我 用心灵，
，及圣洁之美来敬拜祂。作 的人曾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
听。” 篇六六篇十八 我 当工人的， 当 慎自己的行 。如果作 的人因 心里注重罪孽就不
蒙垂听，那么 今的人与罪
伍，他 的祈祷怎能蒙主垂听呢? {ST2 233.1}

避免与罪

接近

在一八八四年的 期 去之后，宗教 狂之
入了复 信徒当中。上帝 出警告的信息阻止
种侵 的邪 。在有些男女之
于 密了。我向他 提出，我
到的真理圣洁之 准，及

我
持 洁的品行，俾蒙上帝嘉 ，并可除去玷 ，
，以及 如此类的病。上帝向 等
男女 出了最
的申斥，他 一面自称是特蒙上帝恩眷，可是在思想上却流入 管 渠，使上帝
所 的信息遭人
及拒 。他 反向我 ：“ 道上帝只借你
，而不借我
么?”他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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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直到 迹成了他

生活上的

。 {ST2 233.2}

直到如今，我
是没有脱离 种危 。每位参与向世人
警告信息的人，都要遭受 重的
探， 那要否 其信仰的生活。 撒但 心
要使工人 ，因 品格上的缺点，而在祷告上 弱，
能力上 弱，及感化力上 弱。我
班工人必 同心合力， 于在彼此交游上凡有分毫引人近于
邪僻的事，都
心 弃斥 。我 的信仰是圣洁的；我 的工作是要彰 上帝律法的尊荣，而毫
无引人在思想及品行上

于下流之性

。 {ST2 233.3}

我

可以立足于一种崇高的立 上。我 必 相信并教 在耶 里面的真理。圣洁的心地决不引
的行 。人若自称教 真理，却喜 混身在年 女子或甚至于已婚 人之中， 密地把手搭
在她 的身上，或是表示一种 昵的 度与她
，就 当防 他；真理的 洁原理是没有
交 在他的心中。 等人没有在基督里面，基督也不常在他 里面。在上帝能接 他 的服 之
前，他 需要先 底悔改。由天庭 源的真理，决不降低 受者的品德，也不会引他有分毫 薄不
宜的狎昵之 ；反之，它使信者圣洁，使他的嗜好文雅，使他高尚尊 ，及引他与耶 有 密的
。它会使他重 使徒保 的警戒，“各 的 事禁戒不作，”免得他的“善被人
。” {ST2 234.1}
个
都 当

是我 必
避。上帝

慎的。我 必
防此堕落世代的罪 。凡含不相宜的 昵 气之事，我
种罪。那是禁地，涉足其中必不安全。一言一行都 当能提高，
，

及使品格尊 。若不留心 些事，就有罪了。使徒保
告提摩太要殷勤及 心去 道，又勉励他
要思想那些 洁完善的事，好使 人看出他的
来。 同 的教 也是 代青年人所十分需要
的。 慎的考 是必需的。只要人 能凡事三思，减少冲 的行 ，他 在服 上就可有更大的收
了。我 所 理的 目是无 重要的，我 不能 自己品格上的缺点交 在我 的工作中。我
要表 基督的品格。 {ST2 234.2}

在思想及行

上力求高尚

我 有一种 大的工作要作，要提拔人， 服他
向基督，引 他 去 取及切求与上帝的性
情有份，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 坏。工人 的每一思想，每一言 ，及每一行 ，都 当有高尚的

性 ，与他 所宣 的圣洁真理相合。 在本会重要的布道区内，男女工人也
免在工作上有 系
的必要。若果是有 种情形，他
当万分 慎，无 怎 小心亦不
。已婚男子 当自 自
防，庶几无人能据
出
的 来。我 所 的 代是罪
盈的 代，一句不留心的
，或
一件不合宜的行 ，也 会使那有此弱点之人的 献大受 害。但愿工人
守 防 的藩 ，不
留一件事可使仇 借以大放厥辞。如果他 开始彼此恋 ， 于所 的人特别关心，及用巧言媚
等，上帝就要收回祂的灵了。 {ST2 235.1}

如果已婚男子出外工作，留下妻子在家照 儿女， 位 妻 母者所作的工作，其重大亦不下于
夫 父者的工作。虽然一个是在外面 道，一个是在家内 道，但她的 心挂 与重担，有 竟
于 夫 父者所有的。母 的工作乃是一种
而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陶冶儿女的心思，培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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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
他 在今生成
人的尊重，但那在家中辛

有用之才，且使之配得来生不朽的生活。丈夫在外面公开 道也 会受
的妻子，却可能得不到人 她操作的夸 。然而若她 家人的最高福利

而工作， 法仿照神圣的模范来培养他 的品格，那掌簿的天使就要 下她的名，列
道家之一。上帝看事物，不象人有限的眼光所看的一 。 {ST2 235.2}

世上最大布

夫 父者 当何等留心持守自己 于婚 的忠 啊!他的品格 当何等端庄，以免鼓舞了青年女
子，甚至于已婚 女，生出与崇高神圣的 准──上帝 命──不相合的意念。基督把 些 命 明
得极其广大，甚至于包括人心中的思想意念及目的。 多人在 方面有了 失。他 心上所想念
的，不是上帝所要求的神圣 洁的品 ；无 他
了何等高的 任，无 他 有何等大的才干，
上帝 要 下他 的罪孽，并定他 比那些少有才干，少有亮光，及少有感化力之人的罪更 重
大，更当受祂的怒气
。 {ST2 236.1}

避免

美与

媚

当我 到人 被人称 ， 媚及
，我就很痛心。上帝已 示我，有些受到
注意的人，
在是不配口 祂的名；但他 竟被有涯的，只看外貌的人类所重 而高捧入云。我的姊妹 ，切切
不可
或 媚那些可怜，会失足，有
的男子 ，不管他 是不是年 或年老，是已婚或未
婚。你 不知道他 的弱点，也不知道 些 心及多余的 美，可能使他
坏了。 多人在 方
面所表

的，是眼光短浅，缺乏 明，使我甚感

异。 {ST2 236.2}

那作上帝的工作而有基督常在心内的人，必不降低道德的 准，乃是 常 法提高。他 不以被
女 的 媚或蒙她 的
。但愿男人 ，不
身或已婚的，都当
：“授受不清!我
不 分毫机会使我的善被人
。我的美名是我的 本， 比金 宝 得多了。我当保全它免受玷
。若有人攻 那名，不可是因 我已授人以 柄，乃是因 我与基督有同 的理由而被人
──
他

恨

祂

洁神圣的品格，因

种品格不断

他 。” {ST2 237.1}

我巴不得能使每位上帝教会中的工人感 到有 刻迫切祈祷的最大需要。他 虽不能 刻跪在地
上祈祷，但他 却能把心升高到上帝面前。以 与上帝同行，就是
。 当留心，免得自 自
足，把耶
开，靠自己的力量而不靠主的灵及力量作工。片刻千金，不可虚耗于 浮的
。当
你布道回来，不可称 自己，乃当 荣耶 ； 起髑 地的十字架。 {ST2 237.2}
不可 人称 及 媚你，或是抓住你的手舍不得 开。 于 种表情， 当十分戒惧。当青年人
或者甚至是已婚的人表示向你
其家庭 之秘密 ，你 当小心。当他 流露出一种欲得你同情
之心意 ， 知此刻正 大加警惕。凡灌注有基督之灵及与上帝同行的人，必无
乞怜之邪念。
他 有一种友 ，是能 足心意之每一愿望的。那些接受 女的 心，称 ，及 怜之已婚男子，
当确 明白， 一等的 及同情乃是毫不足取的。 {ST2 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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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的
女人往往是 探者。他 用不一而足的佯 ，来博取已婚或未婚男人的注意，引 他 直到干犯
上帝律法的地步，直到他 的 献
之 ，并使他 的灵性陷于危殆， 瑟 史的
，乃是
一切象他一 要受 探之人的益 。他 守正理， 如磐石，回答那 探者 ：“我怎能作 大 ，
得罪上帝呢?” 世 卅九章九 象他
的道德力量，正是 今所需要的。 {ST2 238.1}
女

只要肯提高自己的人生，成 基督的同工，她

就会减少危 的影响；可是她

今的感

情不寄于家庭的 任上，也不留心上帝 她 身上的要求，她 的影响便往往在不良的方面加强，
她 的能力受摧残，她 的工作也没有神圣的印 。她 不是家庭布道士，也不是家庭以外的布道
士；家庭，宝 的家庭，往往就被弃置荒 了。 {ST2 238.2}

但愿每位称呼基督的人， 法
一切柔情，一切 弱及愚昧。有些人从未得以 大成人， 有
基督 成的身量。他 乃是幼稚及自我 欲的。 卑的虔 可以 治 一切的毛病。 全的信仰决
不含有 种幼稚及自我 欲的性 ，乃是最可受人尊敬的。凡已 征当基督精兵的人，不可有一位
在 磨 之日要 惶 胆。大家 当 得自己要迫切作工，去救拔其同类。在
善
的 事
上，无人有权稍息。在永恒世界的 一面(也就是今生)，活着的基督徒是没有休息的。 从上帝的
命，就是行事正直，惟有正直而已。 才是基督徒大丈夫。 {ST2 238.3}
你

基督是我

信心的 始成

者， 多人 当从祂的生平中常得教

。 “那忍受罪人

撞的，

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 与罪 相争， 没有抵 到流血的地步。”希伯来 十二章三，四
你
当表 出在基督徒的美德上有
。在激怒之下 出温柔， 离下流的俗事而力争上游，
便 明你 有救主居住在心内，每一思念，言 ，及行 都吸引人 向耶 ，而非 向自己。要作
的工很多，但作工的光阴却很短促。你 一生的工作就是激
人，使他 想起 当 基督去作一
番工作。无 何 何地，若有别人不愿 清他 一生的工作，以致不了解
的 任，你 都要承
担而

践。 {ST2 238.4}

名誉
在上帝子民之中，道德的

准 得 不够高。

全的人
多自称 守及

上帝

命的人，却正在破坏

些 命。 探用某种方法出 ，使被 探的人以 自己有干犯的借口。凡参加布道区的人， 当是
与上帝同行共 的男女。那些站在圣台上的 道人，当是声名无玷的人；他 的生活 是无瑕无疵
的，
一切
的气息，不可步上 探之途而置自己的名誉于 境。 {ST2 239.1}
如果一个 女恋恋不舍地握住你的手， 当快快收回来，并救她免得犯罪。她若表示不合宜的
心，及怨 自己的丈夫不 她不同情她，你切莫
去 足她的需求。在 种情形之下，你唯一安
全而

明之道，就是 束自己的同情心。

类情形真是不 枚

。 {ST2 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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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指出那背 重担的主，那

而安全的

。如果她已

基督 朋友，祂会

她

恩典，能受得起冷淡而不埋怨； 同 她 当向丈夫表示自己
的忠 ，使家庭的生活快 可羡，
殷勤尽力使他与自己相 。若她的全部努力仍属徒然而不蒙
，她就可从 福之救主得到同情与
援助。祂要帮助她忍受一切的重担，并在灰心失意中安慰她。何 她去 求人充当那基督所愿随
充当的
，她就是表示自己不信任耶 了。在她埋怨之中，她便得罪了上帝。她最好是 格
自己的心，看明是否有罪潜藏在心灵中。人若向别人求同情及接受非法的关心，在上帝之前他那
的心是不洁而有罪的。 {ST2 239.3}

圣 上已有很多 人的例 ， 明心思邪 的 人所有强烈的影响力。当巴 被召去咒 以色列
人之 ，主不 他那 作，因 “祂未 雅各中有罪孽，也未 以色列中有奸 。”民数 廿三章廿一
可是 已向 探屈服的巴 ，此 完全 成撒但的工具，决心用 接的方法去行上帝所不 他直
接行的事。他立即布下陷井，使以色列人被美 的摩押女子所迷，引 他 干犯上帝的律法。
，在他 之中就可找到罪孽，上帝就不会降福在他 的身上。他 的力量大 削弱，仇
怕他 的能力，因 万 之耶和 已不在他 的 中了。 {ST2 240.1}

便不再

段 史是有意留 末日上帝子民的一个警告。他 若果 从公 与真 的圣洁，他 若果遵守
上帝的全部 命，上帝就不 撒但及其爪牙来
他 。他 最凶狠之仇 的一切反 ，也必 出
无力破坏或拔除上帝 自栽种的葡萄 。撒但明白巴 从痛苦的
中所得的教 是什么，如果在
以色列人中没有罪孽存在，断没有法
用他的力量及影响，去破坏他 的
弱他
善的能力。 {ST2 240.2}

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 因此，他要一直
，及
他 品格的 洁。他千方百
下 多 网，要削

提倡社交

有目的

我再迫切向你
明，在一切意念，言 ，和行 上，必
洁。我
上帝有个人的 任，个
人的工作，是别人不能代作的；那就是借着教 ，个人的努力和榜 ，使 世界更好。我 虽然需
要
社交，不可
因
的 故，乃当抱有一种目的。 多的人需蒙拯救。 用个人的努力
去接近他 。 当向那些暴露在 探之前的青年人敞开你 的门 。邪 的事在各方面引 他 ，
法引起他 的兴趣。如果他 有 多
， 当 法去 正他 。不可自己 离他 ，乃当 近
他 。 他
炉共 ； 他 参加家庭礼拜。有成千成万的人需要别人 他 作一番工作。在撒
但园中的每棵 上挂有 惑人的毒果，凡摘取而 食的人就有 了。但愿我
住上帝在我 身上
的要求，使走向天国的路清明而有吸引力，以便能救人 离撒但摧 人的魔力。 {ST2 241.1}
我

上帝已

我

的理性要作

高 用途。我

今是

来生而作受

者。

个 辰是太

了，

任何人都不可粗心，或彷徨无定地妄 。我 与别人交 ， 当有庄 及天国心思的特色。我
的
也 当是关于天国的事。“那 ，敬畏耶和 的彼此
，耶和
身而听，且有 念册在
祂面前，
那敬畏耶和 思念祂名的人。万 之耶和
，在我所定的日子， 他 必属我，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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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必怜恤他 、如同人怜恤、服事自己的儿子。”

拉基 三章十六，十七

{ST2 241.2}

有什么能比 心研究救 的 划更有价 呢? 个 目是无 无尽的。耶 的 ，祂无 之 所
予堕落人类的救恩，圣洁的心，末世 代宝 的救人真理，以及基督的恩典── 些 目都能激

人心，并使心地 洁的人感 到快 ，象门徒在以 忤斯的路上与耶 同行共
所得的一 。人
若将自己的情意集中于基督，就必欣
种圣洁的交游，并从 种
上收取神圣的力量；人若
于 种
不感兴趣，而只喜
感情上无意 的 ，他就是 离了上帝，并 于高尚圣洁的愿
望 成死的了。 等人把情欲及属世的事解 作属天的事。何
的性 是 浮的，含有不 的
气息，求取人的同情及感激，那就是从情欲恋 而 生的，
于人，不 是青年或
斑白的老
年，都是不安全的。何 上帝的真理成了心中 存的原理，它就要 成活的泉水。即或
去
它，它仍要自别 迸流出来；源源而出，无法遏止。真理在心中乃是生命的泉源，使疲倦的人
醒，并禁戒思想与言 上的邪 。 {ST2 242.1}

抑

那在我 周 所 生的事， 道 不够明白表 出那伏在我 路上的种种危 ?到 都可 到破
坏的人性，荒 的家庭祭 ，破碎的家庭。正 原理被人离奇地 弃，道德的 准被人降低；那使
上帝的刑 降在洪水的世代及用火
所多 人的种种罪 ，正在迅速地加增着。我 正是 近末
日了。上帝久已容忍人类的悖逆，但他 的刑 并不因此稍减。 但愿凡自称是世界之光的人 要
离一切的罪孽。我
到人 表 反 真理的精神，正如基督在世之日所 到的一 。那些欲使上
帝律法无效的人，因 缺乏圣洁的 据，便制造假 来 辱及暗害工人。他 曾
待世人的救
主；也要如此 待祂的门徒。那些毫无根据的 告，却要被人 持 真理。 {ST2 242.2}

能力的秘
上帝已 福 祂 守 命的子民，凡用以攻 他 的种种反 及虚 ， 于那引起 立保 从前
一次交付圣徒之真道的人 ，只能增加其力量。但若是那些自称保管上帝的律法的人， 成了干犯
律法的人，祂就要撤回其保 关心， 多人就要因
坏及荒淫而跌倒。那 我 就 在无法于仇
之前站立得住了。如果祂的子民保持与世俗隔离有别，作行 的国度，上帝就要作他 的保障，
所有攻 他 的武器都必无效。 {ST2 243.1}

我
等 守上帝 命的人， 于眼前 代的危 ， 可不放弃我 中 的一切罪 ，一切不
与邪念呢?自称信仰真理的 女 ， 可不
自防，以免有 毫助 不合宜之 昵呢?如果她 能
始

守端庄的品行， 多 探之门就可被她 关 了。但愿男人 从 瑟的生平上得到模范，不
探是何等 强， 立在正 原理上。我
当成 正 方面 强的男女。我 周 的 多人在
道德力量上是 弱的。他 需要与那些 固的， 与基督密切心心相 之人相交。每个人的 操都要
。有些人 入 探之中，好像一个愚人自枷一 。他 招 仇 来 探自己。他 自己心
虚，在道德力量上 弱， 果便得到羞辱而狼 。 {ST2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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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世界
那引起自称要

上帝的律法，而又破坏其典章的人，在神圣上帝的眼中看来，真是何等的可耻

啊!他 使宝 的圣工受羞辱，并 反 真理者以 利的机会。在耶 门徒与撒但从者之 的分别
号，切切不可磨 。在教会与世界之 ，在 守 命者与破坏 命者之 ，上帝 自划下了明 的
界限。他 不能混而 一。他 的分别好像中午与半夜一 ──在 好上，在目 上，在事 上，在
品格上都是不同的。如果我 培养 上帝及敬畏祂的心，我 就必 憎稍涉
。 {ST2 244.1}
愿主吸引人

向祂，并分 他 每个人 悟自己圣洁的 任，养成那使基督可以称他

弟兄

而不以 耻的品格。 当高
准，以便在那人人要照本身所行的受
之中，天庭的福惠可以降
在你 的身上。上帝的工人必
如在神前的生活，不断地 展品格，并要有真 的德行及敬
虔。他 的心意，必
底充 基督之灵，并受自己所要 之圣洁信息的
庄 的影响，以
致每一思念，每一行 ，每一 机，都是超乎属世及属情欲的。他 的幸福不是被禁止的自私的
足，而是在耶 及其 中。 {ST2 244.2}
我的祈祷是
：“主啊，求祢膏祢子民的眼睛， 使他
利之人。” {ST2 244.3}

能分辨罪

圣洁，

与公

，而

成

在与内部的腐 及外界的 探相 之 ，甚至于 明有力的所 门也打了 仗。若容 自己稍稍
离最 格的忠 ，就不安全。“各 的 事要禁戒不作。”帖撒 尼迦前 五章廿二
女若向别人
其家庭的困 ，或是埋怨其丈夫，她就 背了自己的婚 ，羞辱其丈夫，并打破了那 保障婚

姻神圣关系而建立的 垣；她大开门 ，招 撒但 着各种阴 的 探 来。 正是撒但所情愿有
的情形。如果一个 女来 一位主内弟兄，想要 苦，道 自己的失意及磨折等等，他 当指教她
，她若一定要向别人密
情，最好 姊妹
心腹，
，就可 离 事，而免上帝的圣工受
羞辱。── 言卷二, 三○六，一八六九年著 {ST2 245.1}

三十六 惜犯 的人
(

自

言卷五, 六○三至六一三，一八八九年著) {ST2 246.1}

基督降世是将救恩 到人人能得的范 之内。祂在髑 地的十字架上， 一个 亡的世界付出了
无 的 价。祂的克己与 牲，祂无私的服 ，祂的含唇忍垢，尤其是献上自己的性命，都 明祂
于堕落人类所具有的 心是何等的深厚。祂来到地上，就是要 找及拯救失 的人。祂的使命就
是救罪人，各国各族各等各色的罪人。祂
人付出代价， 他 回来与祂 合，与祂同心。祂不
放

那些

最多与罪

深重的人；祂特别

那些最需要祂所

来 救恩的人服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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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便越得祂的关心，越蒙祂的同情，并越得祂 切的服 。那些最 望无助与最需要祂恩典感化
的人，也越能打 祂 大之 的心坎深 。 {ST2 246.2}
在 找亡羊的比 中，彰 了基督 于犯 迷途的人所存奇妙的大 。祂并不常 在那些接 祂
救恩的人之中， 他 尽瘁， 受他 的感恩与 戴。忠 的牧人要离开那 祂的羊群，出到
野，忍受 辛，面 危 与死亡，去 找拯救那若不 回就必 亡的离群之迷羊。
勤 的搜
， 于找到了亡羊，那牧人虽是 受 寒困倦之累，却没有 那羊 弱地跟随祂，也没有 赶
它，反而是 明何等奇妙的大 !慈祥地把它抱在 中， 掮在肩 上， 回羊圈中。然后他召集 里
友

失而复得的迷羊，与他同

祝。 {ST2 246.3}

浪子的比 与失 的比 ，也含有同 的教 ，每个 入 探而在特别危 中的人，都使基督心
痛，叫祂 起最温柔的同情与最 切的服 。祂 一个罪人悔改 喜，比 那无需悔改的九十九个
人 喜 大。 {ST2 247.1}
些教

是

我 的益 而 的。基督曾吩咐祂的门徒与祂合力同工，以便能彼此相

象祂

他

一 。祂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痛苦， 明祂 于人类生灵的重大估价。凡接受
大救恩的人，
当 身与主同工。无 何人不可自命得天独厚，而
其兴趣与注意于一己身上。凡自 参加基
督之服 的人， 当作工象祂作工一 ，并要
那些无知犯罪的人，正如祂
他 一 。 {ST2
247.2}

与犯

的人表同情

可是在我
等人中， 于受 探犯 的人，缺少深切，
， 人的同情与 心。 多人曾表
出极端的冷漠与有罪的疏忽，正如基督所形容的“从那
去”，使自己尽量 离那些最需要帮助的

人。那新近悔改的人，常常和已往的
及特种的 探存有 烈的冲突，被一些控制他的情欲或
向所 ，因失 或行 而有罪。
正是需要他弟兄
用努力，机警，与 明，来使他可以恢复
灵性的健康。在 种情形之下，圣 的教 是合适的：“弟兄 ，若有人偶然被 犯所 ，你 属灵
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 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 。”加拉太 六章一 “我
固的人，

当担代不

固人的 弱，不求自己的喜悦。”

十五章一

{ST2 247.3}

然而自称 基督门徒的人所表 的基督仁慈之怜 ，真是何其少啊!在一个人有了
之 ，别的
人竟往往随意 件事渲染得尽可能的坏。殊不知 些人也 在某些方面同 是罪 深重，但竟 待
他 的弟兄非常冷酷无情。那由于无知及无意或 弱而犯的
，被人夸大成 存心
的罪 。
当他
到人陷入迷途之 ，有些竟袖手旁
：“我告
你 种情形了。我早就 得他 是靠不
住的。”他

行，是使自己抱撒但的 度，因自己邪

的猜 得以

无 ，便兴高采烈。 {ST2

248.1}

于那些年青无
的人，我
当 料并容忍他
法用温柔的精神去挽回他 ，我 若采什么行 使他

多重大的不完善之 。基督曾吩咐我 要
于灰心，失望，与 亡之中，祂就要我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28&start_paragraph=1003612904&finish_paragraph=1003615864&references=1

Page 115 of 268

Ellen G. White Writings

12/16/13, 11:04 AM

的。除非我 天天培养宝 的 苗，就有陷入褊狭，寡情， 固，苛刻之危 。我 自估
，其 离上帝的嘉
很 。有些人很没有礼貌，唐突，及粗暴。他 好像栗子的芒刺，你碰到
它，就会刺 你。 等人 表了我 可 的救主， 在是 害无 。 {ST2 248.2}
我
当 到一个更高的 准，否 不配称 基督徒。我
当培养基督 拯救有 之人而服
的精神。基督珍 他 象我 一 。他 同 地可以成 祂恩典的 利品和承受祂国度的后嗣。只
是他 暴露于奸 之网 ，并危 与 坏之前，若无基督拯救之恩典，自必 于 亡。我 若具正
当的眼光来看 情形，就当如何激 自己的 心，加增自己 切不自私的努力， 以便能 近那引起
亟需我 援助，祈祷，同情，及 心的人啊! {ST2 248.3}

别人作无私的服
但愿那些疏忽此 工作的人 ，借那条 大 命──“当 人如己” 太福音十九章十九 ──的眼
光，来衡量一下自己的本分。 个 任是落在 人身上的。大家都奉命 当尽力 同胞消减 患，
增加福惠。我 若是力能抵
探，我 就有更大的 任，去帮助那引起 弱而易屈服的人。我
有了知 ，就当教 无知的人。上帝已 我 今生的物 ，我 的本分就是当 助 困的人。我
当 别人 福利。但愿我 大家尽力之所及，彼此分享各人所能得的最高恩 ，不可有一人以自
生命之粮而不分授周 的人
足。 {ST2 249.1}
那些只

基督而生活及荣耀祂名的人，才是忠于他

的主，尽力去拯救沉

的人，真

的敬虔必

出被 十字架之救主， 那些祂所代死的人所表 的深切之愿望与
的努力。我 的心若被基
督恩典所 化与降服，并感 上帝的良善与仁 而火 起来，就必自然而然地流露出 心，同情，
及体恤别人了。真理表明在人的生命中，必在凡与他接近的人身上
其能力，象 藏的酵母一
。 {ST2 249.2}
上帝

定入若要在恩典与基督的知 上

，便必

效法祂的榜

并照祂所行的去行。

往往需

要勉力控制自己的情 ，并 束自己
的 度，免使那些正在 探之下 扎的人 灰心。我 若
要 持一种天天祈祷 美的生活，一种能光照别人道路的生活，那是不能不迫切下一番苦功的。但
种努力必 出宝 的果效，不但造福受者，也要造福施者。 {ST2 249.3}

别人作无私服 的精神，会使人的品格深厚， 健，及有基督般的 美，且使有此美德的人得
到平安与福 。 种希望是高尚的，不容有 惰与自私。凡行使基督徒美德的人，必有
。他

将有属灵的肌腱与筋肉，必 强有力 上帝作工。他 必有清楚的属灵 解， 定而日 加增的信
心，并在祷告上有 越的力量。那些看守人灵性的，全心致志于帮助有 失的人得到救恩，他 也
是
在在地作成自己得救的功夫。 然而 种工作曾如何地被人疏忽了啊!如果你的心思情意完全
献 了上帝，你想 些在撒但的 探之下犯罪作 的人，会一直
被人冷淡无情地退除么? 不要
尽更大的努力，本着基督之 与淳朴去拯救 引起迷亡者么?基督曾尽其所能， 拯救生灵而付上无
的

牲，凡真正献身

上帝的人，也必

出最大的

心参加

种工作。

是一种特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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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切莫容其稍懈。 {ST2 250.1}

呼吸天庭的空气
上帝呼召祂的子民兴起，从他 所 的冷淡无情氛

于自私怠惰的意

与 念。祂吩咐他

中出来，

脱那

仁

之情，及使他

耽

超脱那低下属世的地位，而呼吸于天国清朗愉快的气氛中。

{ST2 250.2}

我 的崇拜聚会理 是神圣宝 的 机。祷告会不是弟兄 彼此批 指 的地方，也不是那不仁
慈的情感及 堪的 演之所在。何 若有 种精神表 ，基督就被逐离会堂， 撒但便 去充当

。切不可容 非基督徒的气味与不仁 的精神 入会堂中；因 我 聚集在一堂， 不是要向主
求恩典和 恕么?救主曾明白地
：“你 怎
断人，也必怎 被 断；你 用什么量器量
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 你 。” 太福音七章二
能站在上帝面前 称有完美的品格，和无瑕疵
的生活呢?那么他 又怎敢批 指 他 的弟兄呢?凡自己想望只靠基督的功 就能得救的人，就当
借主宝血之力 求 恕，他
有重大的
， 向其同胞罪人施 仁 ，怜 ，及 恕。 {ST2
250.3}

弟兄 哪，除非你 教育自己尊重那虔 崇拜的地方，你 就不能从上帝得到福气。你 也 可
在形式上敬拜祂，但那里却没有心灵上的崇拜。耶
：“因 无 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
会，那里就有我在他 中 。” 太福音十八章二十 大家 当 得自己是在上帝面前，不当思索别
人的
的，

失
他

，反 殷勤省察己心。你 若要坦白承
自己去行好了。 {ST2 251.1}

自己的罪，不妨尽你

的本分，至于别人

何 你 表 一种 堪无情的精神，放 自己粗暴的品性，你 就是拒 自己所 当争取的人。
你 的粗 ，破坏了他 喜 聚会的心， 果往往是把他
离真理。 当明白，你 自己原是在
上帝的
之下。在你 非 别人之 ，主便
你 。你 当尽的本分就是要承 自己的非基督
徒行 。但愿主 行在教会每位教友的心中，直到祂使人重生 化之恩典在生活及品格上
来。那 你 同聚一堂，就不致彼此批 ，而乃是
耶 及其大 了。 {ST2 251.2}

明出

我 的聚会 当非常有兴趣， 当洋溢着那天庭的空气。不可
分占
起 ，而作冗 枯燥
的演 及 式上的祷告。大家 当事前准 好，可以立
行自己所担任的 目，及至一切完 ，
就当散会。
，兴趣始能保持到底， 才是献 上帝可蒙悦 的敬拜。祂的崇拜 当是有兴趣而
能吸引人的，不是退化到枯燥无味的 式。我
当每日，每 ，每一分
基督而生活；
，
基督就会住在我 里面。当我 相聚一堂的 候，祂的 要在我 的心中，独如荒漠中的甘泉，源
源涌出清流， 醒大 ，并使那些快要 亡的人，渴想喝那生命之水。 {ST2 251.3}

我 不可倚 两三位教友去作全教会的工作。我 每个人 当有 强活 的信仰，推 上帝所交
付我 的工作。 当有 厚而活 的志趣，向上帝 道：“祢要我作什么?我怎 能 今生与永生而
工作?”我

每个人

当竭尽全力去 求真理，

用我

所能的种种方法来帮助自己勤 敬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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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被真理成圣，方能救人。 {ST2 252.1}

禁

言

在每个教会中 当下一番 切的功夫，来禁 口出 言与批 人的精神， 之 教会中极大的罪
。 当斥
酷寡情与吹毛求疵的精神，因其乃撒但的作 。在教友之
当鼓励并加强彼此相
及信任之心。但愿大家，本着敬畏上帝及
弟兄之心，掩耳不听流言蜚 。指 那散布 言者

去听圣 的教 ，吩咐他 从圣 ，而将他的怨言直接向其所
有 的人 出。
，将使教会光芒万丈，而将滔滔邪 摒 门外了。
，便可荣耀上帝，并救了

种 合的行
多的人。 {ST2

252.2}

那

信真

者向撒狄教会所 的忠告是：“按名你是活的，其 是死的。你要警醒，

固那剩

下将要死的，因我 你的行 ，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 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
受，怎
听 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 示 三章一至三 主特别指出 个教会的罪 ，是他 没有
固那剩下将要死的。 个警告是否也 用在我 的身上呢?但愿我 按圣 的亮光各自省察己心，并
以依靠基督之助来整 自己的心 当 之急。 {ST2 253.1}

教友是上帝的同工
在救人的工作上，上帝已尽其所当行的， 在祂招呼教会与祂合作。在一方面有基督的血，真理
的道，及圣灵，而在另一方面却有正在 亡的生灵。每位基督徒都 尽一种本分，去使世人接受天
庭所
的福气。我
当仔 省察自己有否作成 份工作。 我
自己的 机及生活上的每

一行 。在
的 堂上是否挂着 多不愉快的 画呢?你 曾
需要耶 的 恕。你 曾不断依
靠祂的怜恤与仁 ，但你 有否向别人表 基督向你 所施的精神呢?你
到某个人冒
入禁
途，是否 得 有 任呢?你 有否和 地忠告 他?你 有否 他流泪，与他祈祷，及 他祈祷呢?
你 有否用慈 的
，仁德的行 ，来表示你 他，及切望救他呢?你 既与那些在自己懦弱的性
情与
的
重 之下
欲 的人相交，当你 或可予以援助之 ， 你 有否撇下他 ， 其
自行 斗呢? 于 些痛受 探的人，世人随 予以同情并引 其陷入撒但的 网，你 有否置之不
，而从路的那 走 去呢?你 有否象
那 准 回答 ：“我 是看守我兄弟的么?” 世 四
章九 教会的 大元首 于你 生平的工作，当怎 估 呢?每一个人是祂所宝 的，是祂宝血所
的，祂 到你
迷离正道的人漠不关心，将有何看法呢? 道不怕祂将你 撇下，象你 撇下他
一 么?我
当确 知道， 位上主家中的真 守望者，要把每一疏忽之事都
下来。 {ST2
253.2}

你 有否把基督及其大 拒在你 的人生之外，以致机械式的 文已取心灵的服 而代之?当初
一提耶 圣名，你 就 得灵性 起 火来， 种 忱 今又在哪里呢?在你 献身 主之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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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是多么 烈!多么 切地 法向人表 救主的 !因 失了那种 ，以致你
成冷淡，苛
刻，及吹毛求疵的。 当 法找回
来，然后才用功去引人 向基督。你 若不如此行，那些亮
光少，
薄，机会寡的别人就要起来，取你 而代之，行起你 所疏忽的事!因
种拯救被 ，
受 ，及垂危之人的工作，是必 作成的。基督向祂的教会提 服 ；今日有 要接受呢? {ST2 254.1}
教会以往的善行及克己 作，上帝并没有忽略，一切都在上面留有
。但是 些 不够。何
教会停止奉行其使命， 些都不能救她。教会若非停止以前所表 的无情疏忽及冷淡 度，她就不
会力上加力，反而要
退化，成
弱与虚套。我 就 教会
么? 种
的麻木，在 心及
灵性
上的可悲 坏，从此 存下去么? 是基督要从其教会 到的 象么? {ST2 254.2}
弟兄

哪，你

若不 决努力去改良，你 自己的灯光就必

，暗淡,而 于在黑暗之中熄

。“所以 当回想你是从哪里 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今所有的
也 是短促
的。若
个恩典悔改的 辰，主的警告是：“我就 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 挪去。” 示
二章五
些 是从那恒久忍耐之主的口中 出的，是
教会及每个人的一
警告，那从不
打盹的守望者正在 量他 的行径。他 未被当作白占地土的 而予以砍断的唯一原因，就是由于
祂的奇妙忍耐。但是祂的圣灵必不永 停留，祂的忍耐也只肯再等片 而已。 {ST2 255.1}

恢复起初的

心

你 的信心 当比一向所有的更多，否 你 要被秤在天平里， 出你 的 欠。到了末日，
判全地之主的最后决定，有 乎我 关心那 苦，受 迫，被 探之人，及 他 所作的
服

而定。你 不能 是抛弃 些人，从路那 越 ，而自己 到上帝圣城的入口，以蒙恩罪人的身份
去。基督 ：“ 些事你 既不作在我 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太福音
廿五章四五 {ST2 255.2}
今要 回以往的疏忽，
尚非太晚。当有一番 兴，恢复起初的 心，及起初的 心来。
找你 所 散的人 ，用 罪来包好你 所造成的 害。当行近那怜 之 的 大“善心”， 神圣慈
悲之洪流注入你 的心，再由你 的心 注别人的心。但愿耶 在其宝 生平所表 的慈悲仁 ，
作 我 的榜 ，我 当照
待自己同胞，尤其是在基督里的弟兄 。在人生的重大 斗中，
多人已胆怯及灰心了， 若 他 一句同情鼓励的 ，就可使他
强起来得 。切切不可 成个
石心 ，冷淡无情，肆意批 的人。切莫失掉机会 一句鼓励人，及使人有希望的 。我 仁慈的
言 ，和减 人重担之基督化的努力，其效力所届之境，是我 所不明白的，只有用 卑，温柔，
慈

的精神，才能挽回有

的人，此外别无他法。 {ST2 255.3}

上帝在其教会内有祂所珍 的人；其中也有些男女好像是麦中之稗。但主并未 你 或任何人有
某人是稗及某人是麦的 分。我 或会看出及
别人的 失，但同 我 自己却有更大的
失，自己始 不明白，而别人却看得很清楚呢。── 言卷五, 三三三，三三四，一八八五年著 {ST2
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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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并不将一切的罪

同等；在祂的估 中，正如有涯人类所估 的一

，罪 是有各种等

的。虽然在人的眼中看来， 种差那种 是何其微不足道，但在上帝看来，却没有什么罪是微小
的。在人看来甚小的罪，也 在上帝算来却是大 。人看 醉 ， 他的罪不能使他 天国，可是
于 傲，自私，及 心却未予申斥。然而 些倒是最触犯上帝的罪。祂“阻
傲的人，”保 也告
我
心即是拜偶像。凡熟悉圣 怎 痛斥拜偶像之罪的人，必可立 看出 种罪是何等的
重。── 言卷五, 三三七，一八八五年著 {ST2 256.2}

三十七教会的兴旺
(

自

言卷五, 六一三至六二一，一八八九年著，原

“教会之

分”) {ST2 257.1}

何 有主的灵，何 就有温柔， 容， 良，及忍耐。一个基督的真门徒必力求效法那模范。他
要研究如何在地上奉行上帝的旨意如同行在天上一 。那些仍被罪 玷 的心，是不能 心行善
的。他 既不守那指定人 上帝本分的 四条 命，也不守那指明人 同胞人类本分的后六条
命。他 的心中充 着自私，并在那些比他 自己更好的人身上不断地吹毛求疵。他 伸手去作上
帝没有交 他 的工作， 于上帝已交 他 要 慎自己，免得有毒根生出来 乱教会，
教会
的工作，反而不去作。当他
注目内 ， 察及
自己的行 之 ，他 竟然 目外望，惟
恐别人的品格不正。他 若能清除自私，嫉妒，猜疑， 毒之心，就不至于登上 判之座，而向那
些在上帝眼中看来比他 更好的人 下了判决。 {ST2 257.2}

人若要改良别人，必 先改良自己。他必 具有他的主的精神，而且要象祂那 愿意忍受辱 及
践克己。若与一个生灵的价 来比 ，整个世界的价 就要降低至微不足道了。若是放 那种想
望操权，欲管理上帝
的心， 果必使 多人沉 。凡真正 耶 的人，必 法使自己的生活与
那模范一致，并秉承祂的精神而 别人的救恩效 。 {ST2 257.3}
基督

要

得人类来 向祂，并保 他 得永恒之救恩起 ，就离开了天上的王庭到

世上来，

代替人类忍受罪 及耻辱的苦楚，并且代死以 放人类。 于 种 人类的救 而 付之无 代
价，凡称呼基督圣名的人， 敢冷待祂最小的一个信徒呢?教会内的弟兄姐妹 真当怎
慎言行，
以免害及油与酒啊!他 看待基督 血所 来的人， 当是何等地忍耐，仁 ，及 切啊!他
当何
等忠 而 切地救拔那些灰心失望的人啊! 于那些正在 力要 从真理而在家中得不到鼓励，反而
刻在 疑及黑暗气氛中生息的人，他
当何等慈怜地 待他 啊! {ST2 258.1}

如何看待有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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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弟兄被人
是有
的，他的弟兄姐妹 不当彼此耳 ，批 此事，及把 些假定的
事或 失
放大。有 多
的事， 果上帝便向
行的人 怒，而撒但却因 能使那些本
可在主里 强的人 成 弱及痛苦，便大 高兴。世人 到他 的 弱，便根据他 所 出的果子
来批

等人及其所宣称

的真理。 {ST2 258.2}

“耶和 啊， 能寄居祢的 幕? 能住在祢的圣山?就是行 正直，作事公 ，心里
的人，
他不以舌
人，不 待朋友，也不随伙
里；他眼中藐 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 的
人。他 了誓，虽然自己吃 ，也不更改。他不放 取利，不受
以害无辜。行 些事的人必永
不
。” 篇十五篇 里表明了那暗地
人的，是不能在上帝的 幕及居在 安圣山的。那随伙
里的人也不能蒙上帝的嘉 。 {ST2 258.3}

有多少的 道人，正在从事引人 向上帝及真理之善工 ，竟被召去 理会中弟兄
其
些弟兄 自己完全是 了，并且 存着 争及傲慢的心意哩。 {ST2 259.1}

的困

呢?

在本会圣工 展的 程中，曾一再地出
类把人从作工的地方召回来的事。 是人类大 的
一种
，要阻 上帝的圣工。当人 正在决定要 从真理之 ，竟
被撇在不良的影响之下，
他 便失去兴趣，并很 会使他 再得到
急关 ，从工作地方召回，以致可能失去

有力的印象了。撒但常常
苦的果效。 {ST2 259.2}

下

，要把

道人在

在教会中有 多未献身，未悔改的男女，多想到怎
持自己的尊 及自己的意 ， 于想到他
同类得救的事；撒但也利用 些人去煽 起 多困 ，消磨掉 道人的光阴及 力， 果便使
多人沉 了。 {ST2 259.3}
教友 若是在感情上不相和 ，他 的心便是 硬而不易受感 的。 道人的努力，犹如 打冷
，双方都 成比以前更加固 己 了。 道人是 于最 尬的地位上，虽作最 明的判断，其断
会得罪一些人，
，反使派别的精神越 加强了。 {ST2 259.4}
如果 道人是寄居在某人的家庭中，别的人一定要嫉妒，恐怕他要得到与己不利的印象。他若
告的 ，有人就会 ：“某人一定已 他
了，” 以致他的 在他 的身上就全无份量。
，

他 的心便以 疑及猜忌 武器，而 道人只好乞怜于他 的成 与妒忌之前了。往往 件事在他
撒手之 ，比他着手之 更坏。他当初若完全拒听任何一面的花言巧 ，而照圣 上的 律 尽忠
言，象尼希米所 的，“我 在 理大工，不能下去，”(尼希米 六章三 )那个教会的情形就会好得
多了。 {ST2 259.5}
道人及教友

，若听凭某些人来 告弟兄

之

与 失，就是得罪了上帝。他

不

听

些

告，而当 道：“你有没有 格 从你救主的警戒呢?你有没有去 那个作 的人，由你与他 独
明他的 呢?他是否拒 听你的 呢?你曾否 慎而虔 地 两三位别的人，本着怜 ， 卑，及
温柔的精神，去 他作工，同 你的心中
着 他灵性之情呢?” {ST2 260.1}

如果照着 上所提 待作 之人的 律，而 格 从了大元 的命令，那么再 一步当行的事，
就是去告 教会，根据圣 来 理 事。如果犯罪的人不肯悔改，上天就必批准教会开除他教籍的
决定。若没有

行 些步

，就当掩耳不听人的怨言，借以拒

随伙

里的罪。如果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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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随伙
里，邪 的口舌既找不到那么有利的田地，制造彼此相咬相吞的事件就会很快地停止
了。 {ST2 260.2}

袖
使徒保 写信 提多 ：“你将那没有 完的事都
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 立 老；
若有无可指 的人，只作一个 人的丈夫， 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 是放 不服 束的，就
可以 立。 督既是上帝的管家，必 无可指 。”提多 一章五至七 我 的一切牧 和 道人都
留心 些 ，在未作相当考 ，未 多多祈求上帝用祂的圣灵指示祂接受 之前，不可急促地使
人任 。 {ST2 260.3}
那位受灵感的使徒 ：“ 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提摩太前 五章廿二 在有些教会里，
并 派 老的事，往往操之 急；没有遵行圣 上的 律，以致教会常常遭遇 多苦 和麻 。
我 不 那 急促地
袖，授
那些完全不配
种 任的人。在能尽力从事上帝圣工之
前，人必 先成 悔改，高尚，尊 ，温良的人，然后才能 上帝圣工从事任何一方面的工作。
{ST2 261.1}

福音之网把好的和坏的都 来。品格的 展是需要
的；必 花
才能明白人
在在是什
么 的人。那被提 任 之人的家庭，也当予以考 。他 是否 服的人?他能荣誉地管理自己的家
么?他儿女的品格如何?他
自己父 的感化力能否增加尊荣呢?如果他在 理自己家庭上，没有机
警， 明，或敬虔之能力，便可 定 等缺憾也必会 到教会之中，在那里表
同 的不圣洁之
措施。在那人未供 之前批 他，比 供 之后再批 他好得多了；在采取决定性的步
行祈祷及 告，也是比 力去 正其行 之后果更好得多了。 {ST2 261.2}

之前，先

在 些教会中， 袖没有合适的 格去
教友 当参加工作，也没有用机智及
来保持人在
上帝工作上的活 兴趣。 袖是
而 絮的，他 得太多及在公 前祷告得太 ；他与上帝没有
活 的
， 种
会 他新 之
的。 {ST2 261.3}
各地教会的 袖 ， 当 切， 心中充
忱及无私之关切。他 是属于上帝的人，能 工作以
正当的模型。他 当 本着信心向上帝 求。他 在私祷之 可以随心所欲地多用
，但在公祷
之 ，却当使其祈祷及
， 短而切要。 当避免冗 枯燥的祈祷，及 篇大 的 教。如果弟
兄姐妹 想要 一些鼓舞及
别人的事，就必 先在自己的心中存有。他 必 天天与上帝
，从祂不竭的
支取自己的 养，并从那里拿出新旧的 西来。他 自己的心若受上帝圣灵的
鼓舞生 ，就必勉励， 强，及 兴别人了；但他
何引 别人到那里去。 {ST2 261.4}

自己若没有在活水之泉源 水，就必不

得如

当 服凡 受真理理 的人使他明白 践的宗教乃是必 的。 道人必 先保持自己的心在上
帝的 中，然后才能感 会友 明白必 有个人的献身，及 自的悔改。大家都必
自己 得活
的
，必 在心中尊基督 圣，由祂的灵管理其一切情意，否 他 口 的信仰是无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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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甚至比未听真理之前更坏。 {ST2 262.1}
在接受真理的小群人中，

当有 种的安排，才能使教会兴旺。可先 一个人主 一周或一日，

然后再由别人主 数周；
就可征求各种的人来参加工作，并在
相当的
期之后，才由
教会公 某一人来充当公 的 袖，但无 如何，切不可
其担任一年以上。以后可再
别的
人，如果那同一人的服 已被 明是 教会有益的，他也可蒙重 。
人担任别的重 ，如同在
区会里
，也当采用 同 的原 。 切不可
未
的人来当区会的会 。在 些重
要而与永恒福利有关的事 上， 今 多人没有 行合适的 点。 {ST2 262.2}

合作救灵之教会的影响
我 自称是上帝律法的保管人， 言有更大的光，并比世上别的人有更高的 准；因此，我
当表 更完全的品格，及更 切的忠忱。一个最
的信息已交 那些接受 代真理之光的人。我

的光 当 出，照耀那些在黑暗中之人的道路。一切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既身 有形教会的分
子，又是在主的葡萄园中作工的人，就当竭尽所能地在教会中保持和平，融洽与 心。 注意基督
的祈祷：“使他 都合而 一。正如祢父在我里面，我在祢里面，使他 也在我 里面，叫世人可以
信祢差了我来。” 翰福音十七章廿一 教会的
一致可作 令人信服的凭据， 明上帝曾 差了
耶 到世上来，作世人的救 主。 是一个世人无法反 的 据。因此，撒但不断地作工，要 阻
种

及和睦，使不信的人看
些自称 基督徒者之 ，有退后，不睦，及 争的事，以致便
宗教，而其不悔改之心更加 固了。好些人一面自称信仰真理，一面是彼此不和互相仇 ，便
使上帝蒙羞。撒但是弟兄 的大控告者，凡参加 种工作的人都被他征召去 他服 。 {ST2 263.1}
我

我

自称有比别公会更多的真理；但如果 不使我
更献身，更 洁，及更神圣的生活，那
有什么益 呢?倒不如我 从来没有
真理之光，那是比 口称接受而又不被其成圣更好得

多了。 {ST2 263.2}

如果要决定引人悔改，弃邪 真， 件事所有的关系是多么重大，我 先必
永生不死的价
；我 必
第二次死亡的痛苦是多么可怕；我 必
略那等待得救之人的尊 与荣耀，并
明白在那代人类死亡，使人类高 ，及 得 者以皇冠之主的面前生活，有何意 方可。 {ST2 264.1}
人类有限的心思，不能完全估出一个生灵的价

得救而效 的人
忍耐， 恕，及

。将来蒙救

得荣耀的群

，回想起那些曾

其

，他 真要何等地感激啊!那 ，无人会后悔自己的克己努力与恒心 苦，自己的
救灵而 的切心， 恐他 会因自己忽略了 任，或在善工上疲乏而 亡。 {ST2

264.2}

此

些身穿白衣的人，要被招聚在大牧者的圈中。忠心的工人以及因他的

苦而得救的生灵，

要蒙宝座之中的羔羊 迎，被引到生命 及活水的泉源那里。基督的仆人 到 些得 之民，配得
同享救 主的荣耀，他真要感到何等的快 啊! 于那些曾忠心作救灵之工的人，天国是多么地更
宝 啊!“智慧人必 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
的，必 光如星，直到永永
。”但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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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2 264.3}

三十八干犯圣灵之罪
(

自

P弟兄啊，你

言卷五, 六三四，六三五，一八八九年著，原

“上帝

罪人”) {ST2 265.1}

我你曾否犯了那在今生与来生都不得赦免的罪。我的回答是：我看不出分毫的凭

据 明有此情形。什么是
圣灵的罪呢?那就是故意把圣灵的工作 功于撒但。 例来 ，假使一
个人是 上帝圣灵特别的工作作
，他有令人信服的凭据，
工作是与圣 相符，而且圣灵
也与他的心一同 明那是出于上帝的。可是到了后来，他陷于 探之下； 傲，自 ，或是其他的
性制服了他；并且他否 一切足以 明 工作神圣性的凭据，竟称他以前所承 的圣灵之能力
是撒但之能力。上帝是借着圣灵 媒介在人心上作工；当人故意拒 圣灵， 它是出于撒但之 ，
他 就是割断了上帝能与他 交往的通路。他 否 上帝所 于
他 的凭据，而杜 了那曾照
亮他 心上的光， 果他 就落在黑暗之中，基督的 便
明了：“你里 的光若黑暗了，那黑
暗是何等大呢?”(太六章廿三 )在短 期之内，犯 种罪的人外表上看来仍是上帝的子民；但到了
境改 ，要 明他 的品格，及表 他 的精神 度究竟如何之 ，便
他 是在仇 的立
上，站在他的黑旗之下。 {ST2 265.2}

我的弟兄啊，圣灵今天招 你。你当全心来就耶 。 悔你的罪，向上帝承 ， 抛弃一切罪孽，
自己能承受祂的 般
。“仰望我，就必得救。”以
四五章廿二
就是祂恩惠的招 。
{ST2 265.3}

日子要到，那

上帝烈怒的可怖的

，要向一切

祂 固不忠的人

出。

，上帝必秉公

并行 人的大事，
凡干犯祂律法的人。但你却不必列身于那引起在上帝怒气之下的人群
中。 今就是祂拯救的日子。从髑 地十字架所 出来的光，正是清楚明亮地照着， 明耶 ，我
的 罪“ 牲”。当你 到我 你所提到的 般
之 ，
得它 都是表明那 不出的 与慈
怜。无 慈 之主的 大心 ，是存有无涯无尽的怜 ， 向罪人的。“我 借
子的血得蒙救
， 犯得以赦免。”以弗所 一章七 是啊，只有相信上帝是你的帮助者。祂欲在人的身上恢复祂
的道德形象。当你 罪悔改前来靠近祂，祂也要 出慈悲及 恕来就近你。我 所有的都是欠主
的。祂是我 救恩的 始者。当你恐惧 兢地作成自己得救功夫之 ，就有“上帝在你 心里 行，
要成就祂的美意。” {ST2 266.1}

三十九上帝的同在乃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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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言卷五, 六五一至六五三，一八八九年著) {ST2 267.1}

的Q弟兄：我很快 你今天是在ⅹⅹ地方，你若能善用你所受托的，那真是适得其人而适得其
所了。莫炫示自我；虽然 是一种本性，莫 它 来 坏了工作， 当 卑与上帝同行。我
当
无私的 主作工，常常感 到上帝的
同在。当思念摩西，他生平的特色是何等的恒心忍耐。保
在致希伯来人的 信上 ：“他恒心忍耐，如同看 那不能看 的主。”希伯来 十一章廿七 保
种称道摩西的品性，并非指他
消极抵抗罪 ，也是 出他的恒心 善。他常保持主在面前，
主也常在他的右

帮助他。 {ST2 267.2}

摩西有一种深切的感 ， 得上帝 在面前。他不但仰望到千百年之后要在肉身
的基督，他
也是 到基督用特别的方式，在以色列人的一切旅途上伴随他 。他看上帝是切切
的，在他的
思念中常有上帝。在他被人 会之 ，在他要出来 付危 及 基督而受羞辱之 ，他忍受一切，
而无怨恨 复之心。摩西信仰上帝，看祂是自己所需要的，并会 助自己的缺乏。上帝是他随 的
帮助。 {ST2 267.3}

我 所 到的信心，很多只是有名无 的；而真 的，信靠的，恒久的信心，却是很少。摩西根
据自己的
，体会上帝
要
殷勤 求祂的人。他想望所要得的
。关于信心方面，在
里 有一点是我 愿意研究的，那就是：上帝必
那有信心而 从的人。 如果在生活
上有
种信心，它就能使每位敬 上帝的人忍受各种的苦 。摩西 上帝有完全信任之心， 是因 他已
有了适当的信心。他需要帮助，便祈求主，并借着信心 得了帮助，又将那相信上帝必照 他的
信念交 在他的
中。他相信上帝管理着他生命的 目。从他生活的每一小 上，他看 了上
帝，并承 了祂，又 得自己是在无所不 之神的
之下，祂是权衡人的 机及
人心的。他
仰望并信靠上帝 他力量可
般的 探而不 坏。他知道上帝已安排他一种特别的工作，并愿
尽其一切所能地使 工作 底成功。但他也知道若无神圣的帮助，自己便不能作成，因 他所要
付的是一等 梗的子民。上帝的同在
来。 {ST2 267.4}

一事

忍受

，足以使他从人类所能

的磨折最甚的逆境中出

的信心

摩西不是
想到上帝；他也曾
上帝。上帝是他眼前常 的 象；在他的眼中始 都 到祂
的圣面。祂看 耶 作他的救主，并相信救主的功 要 属于他。 于摩西， 种信心不是猜想，
而是 在的。 就是我 所需要的信心，是一种能 得起
的信心。唉，我 就是因 没有 常
仰望耶 ，以致如此常常屈服于 探之下啊!我 因 放 自己，以致犯罪，我 的信心便不能持
久， 至不能忍耐“如同看 那不能看 的主。” {ST2 268.1}
我的弟兄啊， 当使基督作你每日每 的伴 ，就不至于埋怨自己没有信心了。深思基督。瞻仰
祂的品格，
祂。你越少高抬自己，就越能看出
高 耶 。上帝已 你一份工作去作。当
刻保持主在你的面前。Q弟兄啊，你 升上高而又高的地位，以便能更清楚地 到基督的品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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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摩西祈祷 ： “求祢 出祢的荣耀 我看，”
主并没有
他，反而允 了他的祈祷。上帝
祂的仆人宣告 ：“我要 明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
，宣告我的名。”我 常与上帝分离，因此
我 就 不到祂大能的
。 {ST2 268.2}

四十“ 言”的性 及感化力
(

自

言卷五, 六五四至六八三，一八八九年著) {ST2 270.1}

由于末日的 近及向世人 末后警告的工作 大，凡接受 代真理的人就更迫切需要 于“
言”的性 及感化力，有清楚的了解。上帝本其美意，已使“ 言”与第三天使信息，从始就有了
系。以下数 的内容，是由我 去四十年的著述中所摘取的精 ，叙述我早年在此 特别工作上的
，也提到上帝指示我，关于“

言”的性

及其重要，如何得来，及 当如何重 。 {ST2 270.2}

在一八四四年 去之后不久，我得到第一次的异象。我那 正是拜望一位
的与我心心相印的
主内姐妹。我 都是女人，一共有五位，在家庭礼拜中一 安静地跪下。当我 正在祈祷之 ，上
帝的能力 到我的身上，是我从来没有
的。我好像是被光包 ，并从地上被 起，高而又
高。
，我得 到复 信徒的
，基督降 ，及忠心之人得
等情形。 {ST2 270.3}
在第二次的异象中，却在第一次之后不久，我蒙指示 到自己所必 的苦 ，并知道我有 任，
当向别人 告上帝所已
示我的事。我蒙指示，我的工作必大遭反 ，我的心要痛苦粉碎，但
上帝的恩典足够我用，并支持我度 一切。
异象的教 ，使我极其苦 ，因 它已指明我的本
分， 要出去向 人
真理。 {ST2 270.4}
那

迫我心的大 惧就是：如果我 从本分的呼召，出去 我自己特蒙至高者的眷

，得

及有关 人的 示，我也 会陷入有罪，高 自己 于所
的地位，以致自招上帝之怒，而
自己的生命。我以前曾 有 几件象我在 里所形容的情形，因此我的心便畏 ，想要避免
厉的
。 {ST2 271.1}

异象
上

我此
求 ，如果我必 去 主已指示我的事，主就当保守我免生不合宜的 傲。天使
道：“你的祈祷已蒙垂听，并必
允。如果你所害怕的 件 事威 你之 ，上帝就要伸手救你；
祂要用苦 来吸引你 向祂，并保守你 卑。 当忠心
子，并 生命之水。” {ST2 271.2}

信息，忍耐到底，你就可吃生命

的果

当此之 ，在 多信仰第一位天使信息的信徒中，有宗教 狂的情形。在要道及 行上存有 多
重的
，有些人竟敢
一切不接受他
解的人。上帝在异象中把 些
指示我，差我去
向祂那些犯 的子民 明；但在 行 种本分之 ，我却痛受反 及耻辱。 {ST2 271.3}
要我去向犯

的人述 主在异象中所指示我的关于他

的情形，

于我

在是一个重大的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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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看到别人苦
，叫我大感困 。当我不得不 信息之 ，我往往要使其和 一些，并尽力
使其迎合那个人，然后自己 独出去，心灵
地大哭一 。我羡慕那些需 及自己灵性的人，并
以 我若 在他 的地位上，我就不会口出怨言了。我要把上帝所 的明 直切的 言
出来，
在是很 的。我急切看望那 果， 如果那受
的人起来反
，后来又反 真理，我的心中
就要 生 些疑 ：我曾否按我所 当的
那信息呢? 道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救他 么?然后 些
苦

窘迫我的心灵，使我往往感 到死亡是一个可

迎的使者，坟地是一种甜蜜安息之所。 {ST2

271.4}

我不
色，并

察 种行 是危 ，犯罪的，直到后来在异象中我被提到耶 面前才知道。祂向我面露愠
不看我。那 我所感到的 惶与痛苦， 属无法形容。我在祂之前，面仆于地，无力

出一句 来。唉，我多么想望能够被遮盖 藏起来，不要 到那可怕的怒容啊!那 ，我才有几分明
白将来 亡之人喊叫 的感 是怎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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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 六章十六 {ST2 272.1}
随即有一天使吩咐我起来，我所目 的情形是无法形容的。在我面前有一群人，披 散 ，衣服
破 ，面露 惶 望之色。他 行近我，用他 的衣服摩擦我的衣服。及至我看自己的衣服，竟然

都染上了斑斑血迹。我又再度在伴随我的天使足前仆地如死。我 不出一句推辞的 ，心中只希望
离开那圣地。那天使把我扶起并 道：“ 不是你 在的情形，不
你看
面之后，使你知道
你若忽略不向别人 上帝所 示 你的事，你将必 于何种的境地。”有
的警告在我面前，我
便出去向人 述上帝所 的
与指 。 {ST2 272.2}

个人的

言

在所 我的信息中，有 多是 各个不同之人的，我常常写出来 他 ，有 多次是出于他 的
切 求，才
作。在我的工作 大之后， 便成了一种很重要而吃力的操 。在“ 言”第十五
篇(一八六八年)出版之前， 多曾 我指 及
的人 ，
写信要求我把 言写下来，可是我已
工作
，精疲力竭，我很畏避此事，尤其是因 我明白在 些人中有 多是
不配的，所
警告似乎是 望使他 起 著的改 。此 ，我得了一
我很大鼓励的异梦如下： {ST2 272.3}

的

有一个人交我一卷白布，并吩咐我 那些身材不同，品格及生活 境各异的人 ，剪裁衣服。他
叫我裁好之后，挂起来等待命令再做。我曾有
的印象，在我奉命代剪衣服的人中，有 多是
不配的人。我
，我所要剪的 一卷布是否最后的一卷，他 我 不是的；何 我剪完了 卷
布， 有别的布也是要我作的。我 到面前 么多的工作便感灰心，并 道，我已 别人剪裁衣服
二十多年了，无人感激我的工作，我也看不出自己的工作有何成 。我 那把布 我的人特别提到
某一 女，也就是他要我 她剪衣服的。我 她不会珍惜 衣服的， 她剪裁衣服，徒 光阴及材
料而已。她很
及愚蠢，又是 不整洁，不久就会把它弄 了。 {ST2 273.1}
那人回答

：“剪衣服吧! 是你的本分。糟蹋的材料不是你的，是我的，上帝的看法不象人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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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祂定下自己所要作成，你不知道哪一种要兴旺，是 个或是那个，”……随后我 起了那因 期
操剪而胼胝的双手 ，我真不想 行 种工作了。但那人又 我重 那句 道：“剪衣服吧!你歇工休
息的

候

没到呢。” {ST2 273.2}

我心中很感 倦，起来工作。在我之前有一把新的，光亮的剪刀，我便开始用它。我疲倦灰心的
感 ，立 脱体，那剪刀剪布也似乎不 吹灰之力，我剪了一件又一件，相当 利。 {ST2 274.1}
有 多的梦是由日常生活普通的事 而起，是与上帝之灵无关的。也有 多假梦兆及假异象，是
出于撒但之灵的指使。但主所 的梦，却是与圣 上的异象同类， 等异象确 是 言之灵的果
效。

等异梦，加上了得梦的人，及其得梦

之

境，都足以

明那是真

无 的。 {ST2 274.2}

由于 言中特 某些人而 的警告与
，也可同 有力地 用在 多未被特别提出的别人的身
上，因此我似乎有 教会的益 ，而把 些个人的 言刊布 世之
。在“ 言”第十五篇上，我曾
提及此 之必要， ：“我
若要 表我 普通危 及
的看法，以及一切 上帝而守其 命之
人的本分，最好的方法，无 于 出 些 言。也
是最直接而有力的方法，可把主所 示 我
的彰

出来。” {ST2 274.3}

在一八六八年六月十二日所 我的一 异象中，我蒙指示 种刊布个人 言之 是十分合理的。
当主指出某些人的事，特别提及其
，别的人 ，也就是我在异象中未 到的人，常常会自以
是，或是自 并无什么大 。其 若有一人 某件特别的
而受
，弟兄姐妹 就当
省
察自己，看看自己有否失 ，及有否犯同 的罪。他 当存 卑 罪之心。若别人想他 是正直

的， 未必能使他 就成 正直。上帝 察人的心。 祂
考 人
人。祂
一个人的 失，
意欲 多人也得 正。但他 若不 用
在自己的身上，自 得意地 上帝越 了他 的
，没有特别指出来，他 就是欺 自己的心，并要被关在黑暗之中， 他 随自己 梗之心的幻
想而行了。 {ST2 274.4}
多人以虚假

待己心，自己在上帝之前的真

情况，也陷入大

中。上帝用种种方法使其旨

意有最美之
，并要 明自称信徒者的心意。祂把某些人的
明出来，以便别人可受警告而
畏避 些 失。借着省察己心，他 可
自己也正在干犯着上帝所
别人的罪。他 若真欲事
奉上帝，怕得罪祂，他 将不待自己的罪被指出，必先 罪， 卑 主了。他 必照上帝所 别人
的亮光而弃 自己一切触怒上帝的事。反之，那些不正直的人，若从别人受
的罪上，看出自己
也犯同 的罪，竟因自己未被指名，而仍
其不献身之行径，他 就是甘冒自己灵性之 ，而
被撒但随意

去了。 {ST2 275.1}

我蒙指示，上帝本其智慧，不愿将大家的罪 及
完全 明出来。大家所犯的罪，都在 些个
人 言中提出来了， 使他 的名字未在 些特别的 言中提到；如果某些个人因自己的名未被特
别提及，而忽 此 言，遮掩己罪，他 就不能蒙上帝 福兴旺。他 在神圣的生活上不能
，
反要越久越暗，直到天光完全收回。 {ST2 275.2}
在廿年前(指一八七一年)，“我蒙 示 到我那 奉命用言 及文字把一般原理提出， 而同 也
是特别指出某些个人的罪 ，
，及危 ，以便大家可得到警告，
，及
。我蒙指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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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当仔 省察己心及生活，看看自己曾否犯 别人受 正的同 的 失，及
别人的警告是否合
用于自己的情形。若果
，他 就当 得 些 告及
乃是特别 自己而 的， 当切
用
在自己的身上，好像 些是特别 自己 的。上帝向一切自称 基督门徒的人， 下 种信心的
。祂要
一切自称切望明白自己本分之人的祈祷是否 心。祂要使 任 明出来。祂要 大家
一个充分的机会，去 展自己心中所存的意念。” {ST2 275.3}

“
古

上帝借先知及使徒的口向人

祂愿意他

言”的目的

。 今祂借圣灵的“

所采取的途径，祂 其子民 今已作最

主已照祂的美意将祂子民的需要与
忠 地指明他 的 失及其 救之道。
留不 与人。 {ST2 276.2}

切的教

言”向人

。关于上帝的旨意，以及

，是 代所无的。 {ST2 276.1}

示 我。
于我虽感 痛苦，但我仍在犯
上帝之灵宣 了警告与 判，而甘美恩慈的

悔改的罪人必不因人提醒其罪孽及警告其危

，而自感 望。

些 他

而

的人面前
也未保

的种种努力，正是

表明上帝是多么 他 ，及切望拯救他 。他 只有 从祂的
， 行祂的旨意，以承受永生。
上帝将祂
子民之罪
在他 之前，以便能在神圣真理之光下看明罪 之深重。 此后他 的本
分就是 当永 弃 罪 。上帝的子民若看清上帝如何 待他 ，并接受祂的教 ，就可找到自己
当行的直路，并有光引 他 穿 黑暗与失望之境。 {ST2 276.3}
在基督复

安息日会中有

失的人受到警告与

，并非因

他

的行

比那些徒有其名之教会

的自称 基督徒的生活，有更多可 之瑕疵，也不是因 他 的榜 及行 ，比那些不 从上帝律
法要求之复 派信徒的更坏，但乃是因 他 已有更大的亮光，及承 自己 于上帝特 子民之地
位，有上帝的律法写在他 的心上之故。他
从上帝政权的律法，以表示自己忠于天上之上帝。
他 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他 之中若有什么罪 ，就会使自己与上帝隔 ，并会在一种特别的情
形之中，使上帝神圣律法之仇
有机会
祂的工作及祂的子民，以致祂的圣名蒙了羞辱。 些
子民是祂所称 “被
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彼得前
九 他
当宣 那召他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ST2 277.1}

二章

主
及 正凡口称 从祂律法的人。祂指出他 的愆尤，公开他 的罪孽，因 祂愿他 与一
切的罪孽及 事隔 ，以便能敬畏祂而得以圣洁。上帝
及 正他 ，使他 可蒙熬 ，圣洁，
高 ，而 于高升到祂宝座之前。 {ST2 277.2}
我已 看那些写 守安息日者的“ 言”， 到上帝的慈悲因关心祂的子民而 他
么多的警
告，指出他 的危 ，并在他 面前 出祂要他 所 的高尚的地位，便甚
奇。如果他 肯保
守自己在祂的 中，与世俗分别出来， 祂就要降特别的福气 他 ，祂的光也要照亮他 的四 ，
他
善的感化力，就可在工作的各部门及各
福音之地表 出来。但若是他 没有
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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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作的崇高性仍然象以往一 的不关心，他 的榜
所行的

然 害而已。在他

的衣服上要

及感化力就要 明是一种可怕之

宝 生灵的血。 {ST2 277.3}

警告的 言曾 一再申述。我 道：有 听从 些 呢?有
心悔改他 那犯罪及拜偶像之行
，而 切向着 竿前 ， 要得上帝在基督耶 里从上面召他 来得的
呢?我已迫切等待，希
望上帝会降祂的灵在一些人的身上，起用他
之工具，去 醒及整 祂的教会。年复一年，当
我看到基督门徒的生活已离开上帝向我指示他 所当有的 朴之特性更 ， 于上帝圣工，越来越

少关心，及缺少虔 献身，我差不多是 望了。
：那些自称信仰“ 言”的人，从那里看出曾竭力
照所得的光而行?他 从哪里 出重看所 的警告?从哪里看出他
从所得的指 ? {ST2 278.1}

“

言”并不代替圣

言”并非拿来代替圣 ，从一八七六年刊布的一个 言中摘 一段如下的 便可表明此意：“J弟
兄 法使‘ 言’中上帝所 的光附加在圣 上面，以致使人混乱不清，他
行乃是不 的。上帝已
看出 用 言来引其子民的心思 向圣 ， 使他
圣 有更清楚的 悟， 种方法是合适的。”
教会 言卷四，二四六圣 足能光照最昏昧的 筋，凡愿意明白的人都可以明白。可是有些自称
研究圣 的人，却不
一切，而在生活上 出与圣 最明 的教 直接相反的情形来。后来上帝
“

人明 而直截的 言，引人 回其疏于 从的道理，使男男女女无可推 。圣 上充 着一般的
原 ， 划出生活的正确
，至于 言呢，不 其 大 的或个人的，都被
是引人更加特别
注意 些原
了。 {ST2 278.2}

一八七一年四月三日，主在一 异梦中指示我 件事。我仿佛是赴一 重要的聚会，赴会的人很
多。 多人在上帝前屈膝， 切祈祷，他 好像是有重担在心。他
求主 特别的亮光。有几位

似乎是心灵
；他 的情 非常
；涕泗交流，大声呼求帮助与亮光。本会最著名的弟兄 也
被 在
人的情景中。A弟兄俯伏于地， 然是痛苦很深。他的妻子却坐在一群漠不关心的嘲笑
者之中，看来好像有意要大家明白她也是
那些
使自己降卑的人 。 {ST2 279.1}
我梦 主的灵降在我的身上，我便在呼求及祈祷之中站起，并 ：主的灵降在我的身上。我 得
不能不 ，你 必 开始个别地 自己作工，你
今仰望上帝，要祂 你 作那已交 你 去作
的工。如果你
自己作工，也就是你 明白自己 当作的，然后上帝便要在你 需要帮助之 帮
助你 。 你 已 把上帝交你 去作的工撇下不作。你 一直求上帝来作你 的工作。你 若果
从祂所 你 的亮光，然后祂就会向你 照出更多的光；但若是你 忽略所 你 的
，警告，
及
，你 怎能希望上帝 你 更多的亮光与福气，以供玩忽与
呢?上帝并非世人；切不可
慢祂。 {ST2 279.2}
我拿起宝 的圣 ，又用几本
上帝子民的“教会 言”把圣
着。我 道，各人的景况差不
多在此都可以 明了。那些要 避的罪 已被指出。他 所想望的
都可在此找出， 些关于别
人的情形可适用于他 自己的身上。上帝 于
你 ，律上加律，例上加例。可是你 之中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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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言”内容的人，却是不多。你 不熟悉圣 。你 若已研究圣 ，切心要 到圣 的 准，
基督徒的完全，你 就不需要“ 言”了。由于你 已疏于使自己明白上帝默示之圣 ，所以祂 法
用
直接的 言，来促 你 注意自己已忽略 从之灵感的圣言，并
你 按圣
洁高尚的
教

，来

造自己的生活。 {ST2 280.1}

并非
主意欲用所

的 言，来警告，

，

新的亮光
你

的心意感到圣

真理的重要。已写的

言并非

新的亮光，乃是将已 示的灵感真理生 地感印在人的心上。圣 中已清楚 明人 上帝及 同
胞人类的本分，但你 很少人 从所 的亮光。上帝并没有 我 外加的真理； 但祂却借着“
言”来 化已
人的 大真理，并按祂自 的方法彰 在人 之前，使其心思 悟并受感 ，以
致人人无可推 。 {ST2 280.2}
傲，自怜，自私，仇恨，嫉妒，已使人理解的能力模糊，那能使人有得救智慧的真理，已失其

感 及 束人心之力。因 没有 渴 慕圣 的知 ，没有 洁的心，及圣洁的生活，所以最主要
的敬虔原理，尚未被人明白。“ 言”并不 低圣 ，乃欲高 它，引人注意它，以致美
洁的真理
可以感
人。 {ST2 281.1}
我
你 此

：圣 被 些 册
着，照 上帝也用
，
，警告，及鼓励来将你
着。
心灵
地在上帝之前呼求更多的亮光。上帝授权 我告 你
，除非你
行利用已

的亮光，祂就不再借“
而加以蹂 。在某些人
已决心 从上帝所 于

言”另 亮光去照明你 的道路。主已用光
你 ，你 却不重 那光，
真光之 ，别的人也忽 它，或是在 从之
得冷漠。只有少数的人
他 的亮光。 {ST2 281.2}

有些已从 言接受特别警告的人，在受
之后数周内便忘 了。 于某些人， 言已 三番五
次地重述了，但他 却没想到 些是十分重要， 予 慎 从。他
之如无聊的故事。他 若曾

重 所 的亮光，就可避免 多他 所
而重大的
与 失了。他 只好
自己。他
把自
担的苦 ，套在自己的 上。 个 不是基督套在他
上的。 上帝已 他 行使出 与
关切；但他 那自私，邪 ，不信的心，却看不透祂的良善与慈悲。他 靠自己的 明冒失冲 ，
及至被磨 所 ， 疑 所惑，他 便被撒但网 去了。何 你 利用上帝 去已 的亮光，然后
祂就要加添亮光 你 。 {ST2 281.3}
我向他 提及古代的以色列人。上帝 祂的律法 他 ，但他 没有 从。后来祂 他 各种
文及祭祀之体，使人 在奉行之 会 得上帝。但他 竟
容易忘 上帝及祂 他 的要求，以
致必 不断
他 的心思，以便明白其 从及尊荣 造主之
。他 若曾 从及喜 遵守上帝
的 命， 多的 文及祭典就可以不必要了。 {ST2 282.1}
今自称

上帝特别珍 的子民，若肯 从祂的命令，象圣

上所指出的，主就不必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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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 言去提醒他 的本分，及使他 感念到自己的罪与忽略 从圣 之可怕的危
亮光抛弃一旁，忽略而
它，所以良心便麻木不灵了。 {ST2 282.2}

了。因

人把

有一位站在我的身旁 ：“上帝已 拔你， 你信息，
人听，使之深 人心， 是祂没有
别人的。祂已使你的 言适 于那些正是需要帮助之人的情形。你不当被
，嘲弄，
，及
批 所
。 要作上帝特别的器皿起 ，你不 倚 什么人，只好
靠祂，好像 藤的葡萄

一 ，祂的 茎也要
着。亮光
人。你必 天天从上帝得能力，以便能强固起来，使你四
的事物不至于黯淡或蒙晦，祂所借着你
祂子民的亮光， 撒但的特别目 就是要 阻 光
上
帝的子民。在 末后日子的危 中，他 是极其需要 光的。” {ST2 282.3}
“你的成功端 乎你的淳朴 全。你若去此而修改你的 言以迎合人心，你的能力也随之而消失
了。 代的每一事物，几乎都是虚 不 的。世上弃斥着 多取悦于人，迷人一 ，及高抬自己的
言。你 言的性 与此不同。它关乎人生的每一
自 有 真在世 光的必要。” {ST2 283.1}

，保守微薄的信心不至于 亡，并叫信徒

“上帝已 你 言，要向背道者及罪人 明他 的真 情况，以及因
犯罪的生活而招来的浩
大的 失。上帝借着敞示 事在你眼前，深切地感 你，在 今 活着的人中，没有别人被祂
重用的。所以照祂所 你的亮光，祂必要你
。‘不是倚靠 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撒迦利 四章六 ‘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 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
犯，向雅各家 明他 的罪 。’”以
五八章一 {ST2 283.2}

用“

明他

的

言”

有些信仰“ 言”的人，因
于勉强他人相信，便作 了事。在卷一第八篇中就有关乎此事的一
段 言。“在ⅹⅹ地方有些人是上帝的儿女，却 疑 些异象。别的人虽不反 ，但又不敢 此取 定
的立 。有些人起了 疑，他 似有足够的原因使他 如此。 多假的异象与宗教狂的行 ，以及
接踵而来的 坏果子，已影响了ⅹⅹ地方的圣工，使人心 于凡是称 异象之事有所
。 一切情
形都当 用 明予以考 。 于那些从未
异象的，也未曾 自
异象之影响的人 ，就无
或勉强他 。如果他 的基督徒行
中的利益及特权。……” {ST2 283.3}

，在别方面上都是无

的 ，就不 当剥除他

在教会

“我蒙指示，有些人会接受那些刊行于世的异象，由果子来辨别那 。其他的人 ，象多疑的多
一 ；他 不相信那刊布的‘ 言’，也不接受别人所
的凭据，却必
眼 到及 自得到凭据才
信。 等人不可 弃一 ，乃当向他
用 期的忍耐及弟兄之 ，直到他 决定了自己的立 或
是接受，或是拒 。如果他 反抗自己毫无所知的异象，如果他
于自己从未
的异象反
得太利害了，……教会就可看出他 是不 的。”教会 言卷一, 三二八，一八六二年著 {ST2 284.1}
有些本会的弟兄 在真理上已有 久的

，多年来也熟 我和我的工作。他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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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确性，并固持他
“ 言”的真 作

此“ 言”的信任。他 已 得上帝圣灵大能的感化力降在他 的身上，
。我蒙指示，如果 等人，在被“ 言”指 之 ，起来反 ，或暗地里削弱其

感化力，大家就当 真地

理他 ；因 他

的行径是会危及那些尚无

之人的。 {ST2 284.2}

在所出版的第一部分“ 言”之中， 于不妥善地 用上帝
祂子民之光的人，含有一种警告在
内。我提到有些人采取不 明的行径；在他 向不信之人
自己的信仰，而被要求提出 据 ，
他 不去圣 那里找 据，却来 我的著作。我蒙指示， 种行 是不合理的，必使不信之人 真
理起了偏 。 于不知“ 言”精意的人，“ 言”在他 的身上是没有份量的。在 些情形之下我 不
提到

言。 {ST2 284.3}

关于采用“

言”的方式，已屡次提出警告，如下： {ST2 285.1}

“有些 道人 在太落伍了。他 口称相信所有的‘ 言’，其中某些人却做了
以‘ 言’
律以 付那些在 方面毫无
的人，自己却不 行。他 完全不
言’。 等人的行径是矛盾的。”教会 言卷一, 三六九，一八六三年著 {ST2 285.2}

‘ 言’的事，妄
屡次所 他 的‘

“我看
多人把上帝指明别人罪
失的事，拿来妄加利用。从异象中所 明的事上，他 僭取
其中极端之意，勉予强 ， 使 多人 于上帝所默示的削弱了信念，甚至全教会也因而灰心冷淡
了。”教会 言卷一, 一六六，一八五七年著 {ST2 285.3}
仇 要抓住每件他所能利用来
生灵的事。有的‘ 言’曾惠予那些身 重 的人。 是因
在开始 就很
行凡与上帝工作有关的本分。但撒但却以种种 探来追迫他 ，至 他
所 。及至别人
些人就不会如此

到他 的 行之 ，撒但便在他心中 ，那
出自己是不配担任上帝的工作了。 {ST2 285.4}

些人的“

言”必有

，否

他
他

，人
于上帝所 的亮光就起了 疑。其 ，在某种情形之下
某些人的 ，未必能在
别种情形之下
。人 在道德能力上是 弱的，但又 么极端自私， 么自 ，及 么容易虚荣
自傲，以致上帝不能与他 合作，他 便被撇下，如盲者摸索，表 他
大的 弱愚蠢， 竟叫

多人 之
， 什么 等人会被
配在上帝的工作上是有份的。 恰如撒但所
的。从起
初就特别引 他 羞辱上帝的圣工，并
“ 言”， 就是他的目的。他 若仍居于 上帝教会无特
别影响的地位，撒但就不会那
烈攻 他 ，因他不能利用他
工具，作一番特别的工作，以
成他的目的。 {ST2 285.5}

凭着他

的果子，就可以

出他

来

我
当按“ 言”所 的果子来判断它 。“ 言”教 的精意是什么：它 感化的 果是什么?凡
愿意
行的人，都可以自己熟悉 些异象所 的果子。十七年以来，( 者按，此 写于一八六二
年)上帝已
合适，所以 它 存在，并加强它 的力量，抵抗撒但 力的反 以及那些帮助撒但
作工之人的影响。 {ST2 2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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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正在教 祂的教会，
其 失及加强其信心，否 不然。 是上帝的工作，否 不是。上
帝与撒但不能合伙。我的工作……若是没有上帝的印 ，便是有仇 的印 。 件事不能中途妥
。“ 言”若非出于上帝的灵，便是出于魔鬼的。 {ST2 286.2}
主曾借着

言之灵在我面前 自

了 去，

在，及未来之事。我蒙指示

一些从未

的

面目，到了几年之后，我一 到他 就
。我曾从沉睡中被 醒， 于以前 筋所想 的 目，
有了生 的感 ；我曾在半夜写信，寄往大 的另一方，而在危机
之 到 ，使上帝的圣工免
受大害。 就是我多年来的工作。 有一种能力激 我，去斥 那些我从未想 的
。
去三十
六年的工作，( 者按，此 写于一八八二年)究竟是出于上 的 是出于下面的呢? {ST2 286.3}
基督曾警告祂的门徒 道：“你 要防

假先知，他 到你

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

暴的狼。凭着他 的果子，就可以 出他 来。荆棘上 能摘葡萄呢?蒺藜里 能摘无花果呢?
，凡好 都 好果子；惟独坏
坏果子。好 不能 坏果子，坏 不能 好果子。凡不 好果
子的 ，就砍下来 在火里。所以，凭着他 的果子，就可以 出他 来。” 太福音七章十五至廿
里是一种
，凡愿意的都可以 用。那些真心要明白真理的人，必得充分的凭据，足以征
信。 {ST2 287.1}

疑惑“

言”

撒但的 划是要 化上帝子民 于“ 言”的信心。撒但知道怎
他的攻 。他在人的心中工
作，鼓 人 那些
工作者生出妒忌及不 的思想。其次，便是 疑到恩 的本身。自然啦，在

他 看来， 些都是无足 重的，那由异象而来的 言也被忽 了。接着又生出 疑的心，不信本
会信仰的要点，本会立 的支柱， 而疑惑到圣 ，再 而步下 亡之渊。何 人 于 曾一度信
服的“ 言”起 疑而 弃了，撒但就 得 被 的人 必不就此 止；他便加倍出力，直到引他
生公开的悖逆， 果无可救 而 至 亡。他
上帝的工作有了 疑不信之余地，及心中存着不
信任与冷酷的猜忌，便是
自己受完全的欺 。 他 心
感，起来攻 那些敢于 明其 失及
指

其罪的人

。 {ST2 287.2}

在一八八○年最初印行的关于某些青年人的“ 言”，曾 明此点如下：“ 于上帝圣灵的‘ 言’，有
一种流行的 疑心理正在不断地滋 着； 些青年人不但不 除疑惑及不信之心，反而助 疑 ，
是因 他 不懂‘ 言’的精意，权能，及力量之故。”教会 言卷四, 四三七 {ST2 288.1}
我蒙指示，

多人的灵性

微薄，以致竟不明白“

祂子民的利益而 下的“ 言”放肆
，妄加意 ，
埃更好；因 他
上帝之灵知道得 么少，是无法

言”之价

及其真 目的。他

于上帝

个那个，其 他 倒不如用手掩口，俯伏
“ 言”之精意的。…… {ST2 288.2}

如果你
“ 言”失去信心了，就必 离圣 真理。我很害怕 多人采取疑 不信的立 ，我
你 的灵性耽 ，特向你
出警告。有多少人肯听从警告呢?你
在有“ 言”在手，如果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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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

正你 的

，你 会不会 得可以随意接受，抑是拒

最无意接受的部分，倒是你 所最需要的。 {ST2 288.3}

其一部分或全

我的弟兄 哪， 当防 那不信的 心。圣 是明白而十分 格的；它 阻你 的自私及放 ；
因此你 不肯 从它。圣灵的“ 言”叫你 注意圣 ，指出你 品格的瑕疵，并指 你 的罪 ；因
此你 不肯听从。你
要袒 自己的情欲，
宴 的行 ，便开始 疑“ 言”是否出于上帝。
你 若 从其教 ，就必确信其神圣的来源了。
得，你 的不信并不影响它 的真 性。它
若是出于上帝的，就必

立不 。 {ST2 288.4}

我曾蒙指示，人 疑那警告，鼓励，指 的“ 言”，便是关 亮光，使之照不到上帝的子民。
疑蒙 了他 的眼睛，以致不明察自己的真 情况。他 以 上帝圣灵 言中的
是多余的，或
者与他 无关的。 等人极需要上帝的恩典及属灵的眼光，以便能
自己在灵性知 上的缺憾。
{ST2 289.1}

多在真理上退后的人，以不能相信“ 言”来作 他 离道的原因。 今的
乃是：他 肯不
肯 弃上帝所
的偶像，或是他 仍愿
其 欲之 路，并拒 上帝所 指 他 喜 之事的
亮光呢?他
当解决的
是：我要克己及接受那指 我罪的“ 言”是出于上帝的，抑或是我要拒
那“ 言”，因它 指 了我的罪呢? {ST2 289.2}
在 多情形中，“ 言”被人全部接受，破除了罪及放 ，并立刻照着上帝所 的光开始改良。但
在另一些情形下，人仍存着犯罪的放 ，拒 “ 言”，并向别人提出 多虚假的借口，作 自己拒
接受的理由。真的理由倒没有提出。 是缺乏一种道德上的胆量，也就是上帝圣灵所强化，所管理
的，斥 那 坏你的
之意志。 {ST2 289.3}
撒但有能力提出 多的疑惑，并筹 各种的反

，来抗拒上帝所

利的“

言”。 多人以

会

于危 的境地上。人若忽 真光便是拒

真

疑，会
，而且善 ，乃是一种美德，是有智慧思想的表 。那些想要疑惑的人，必可找到
多可疑之 。上帝无意取消一切可疑的机会。祂
据，是人 当存 卑的心， 教的精神，而
予以仔 地
，使大家照那 据的 重而决 。 上帝 充足的 据可供无偏 的人相信；但那因
有若干是人有限的悟性所不能明白的事，便不愿 据 重量的人，却要被撇在疑惑不信的冷
气氛之中，而 于信仰破 了。…… {ST2 289.4}

忽略“
不只是那些公开拒 “
光。 {ST2 290.1}

言”，或 此

疑之人，是

言”

你 有些人口 承
，却没有从心中 受。你 仍旧照以前那 去行， 上帝圣灵的感化力
只有更少的感 ，越 越盲目，更少智慧，更少自制，更少道德力量， 宗教的活 也更少 忱及
兴趣；
，你 除非悔改， 必完全放弃信上帝的心了。因 你 没有看清自己品格的瑕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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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自己生活与基督生活之 的大差别，所以虽有
到，你 在生活上却未作 著的改 。
你 心中注重罪孽之 ，祈祷有何效力呢?除非你
底改正，不久就要
感到 倦，象古 以
色列人所行的一 ；你 也要象他 那 叛离上帝了。 {ST2 290.2}
多人 于上帝 其子民之光而行直接相反之道， 是因 他 未 到那些含有 戒，
，与
警告之光及知 的 籍所致。世俗的
，
髦，及缺少宗教 念，已使人不注意上帝所惠
的光，同 那含有异端内容的
却 行全国。 疑不信之徒各 增加。从上帝宝座而来的 么宝
的光， 倒被 藏在斗底下。 种忽略之罪，上帝必要其子民
。上帝照在我 路上的每一 光
亮，我 必要向祂交 ，曾否善用它来使我 在属灵的事上 步，或是因
易 从天性而竟被拒
。 {ST2 290.3}

那几卷“ 言之灵”( 篇末附注)及“ 言”， 当被介 到每个遵守安息日之人的家庭中，并且弟兄
当知其价 ，并接受 勉去
它。 些 定价很低，及在教会中只置一套， 不是最 明的方
法。 当将它置于每个家庭的
室中， 了再 。 当放在很多人可以
之 。 {ST2 291.1}
但愿

道人及教友

住，福音真理若不救人，就会使人硬心。拒 亮光，就使人

成俘

，被

黑暗及不信的
所捆 。人若不听每天所 的恩典之招 ，不久以后， 使听到最 切的 求，
亦必无 于衷了。我 与上帝同工的人，需要更 切的敬虔，及更少的自高 傲。人越抬高自己，
就越少信仰上帝圣灵的“ 言”。那些完全信靠自己的人，必在圣灵“ 言”中越少 到上帝。 {ST2 291.2}

怎

接受

那些受上帝之灵
的人，不当起来抗拒那卑微的器皿。那 言救他 免于 亡的，是上帝，而
不是那有 的必死之人。人的天性就是不喜 接受
的，人心若未蒙上帝之灵 迪，也不能看明
的必要，及上帝所要 人的福气。人既屈服于 探，放 罪 ，他的心思就 黑暗了。道德的
感 被 坏了。忽 了良心的警告，它的声音也越 听不清楚了。他
失去分辨善 之力，以致

他不能知道自己在上帝之前的真 情况。他也 会遵守宗教的 式，并 心 持道理，其 却缺乏
宗教的精神。他的情形正如那位 信真
者所形容的：“你 ，我是富足，已
了 ，一 都
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
，瞎眼，赤身的。”当上帝的灵用
的信息 出 是他的
情形之 ，他却看不出那信息是真的。他是否要因此拒 那警告呢? 是不可以的。 {ST2 292.1}
上帝已

充足的 据，以便凡愿意的人都可以

悟“

言”的性

；既然承

是出于上帝的，他

的本分就当接受
， 使他
看不出自己行 上的罪 。他 若能完全明白自己的状况，那
又何需乎有
呢?正因 他 不知此情形，所以上帝慈悲地将它 在他 之前，使能悔改 正，免
得太 了。那引起
警告的人必被撇在盲目黑暗之中， 成自欺的人；只是那听从的， 心去使
自己与罪分离，以便得到必要之恩典的人，就要打开心门，使
的救主可 去与他 同住。 凡与
上帝密切
的人，当上帝向他
之 ，他 就
祂的声音。属灵的人才能 透属灵的事，
等人必感激主指出他

的罪来。 {ST2 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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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从上帝怎
待他的方法上得到智慧，并 卑俯伏接受至高者的管教。先知拿 忠 地描述
出他的真 情况，使大
自己的罪，并帮助他弃 了罪。他 卑接受
，并在上帝之前虚
己。他 ：“耶和 的律法全 ，能 醒人心。” {ST2 293.1}
“管教原是 子所共受的，你 若不受管教，就……不是儿子。”希伯来 十二章八 我 的主
：“凡我所疼 的，我就
管教他。” 示 三章十九 “凡管教的事，当 不 得快 ，反 得

愁苦。后来却 那
的人 出平安的果子，就是 。”希伯来 十二章十一
父的慈 所 定的，“使我 在祂的圣洁上有份。” {ST2 293.2}

管教虽苦，却是天

附注：我
今通称 夫人的全部著作 “ 言之灵”，但在她写作本文之 ， 名 却是 指那
在一千八百七十几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几年 所出版的四卷“ 代之斗争”
。 四卷除了当
称
“ 言之灵”以外，又被称 “善 之争”卷一，卷二，卷三，及卷四。 夫人在晚年 又重写 部巨
著，并分

五册出版，其名如下：先祖与先知，先知与君王，

代愿望，使徒行述，及善

之争。

{ST2 293.3}

四十一
自

(

不正常的分别

言卷五, 六八三至六九一，一八八九年著，原

“

言之性

及作用”) {ST2 294.1}

有些人取
的立
，主借着祂仆人所 的警告， 戒，及
，若非特 个人的事而 的异
象，就不必重 它 于他 而来的 戒与警告。在某些情形中，人 我向教会或个人所 的 言，
乃是因我受了教友 的信的影响而写的。有些人竟宣称，那些上帝圣灵所 的 言，只是 表我个
人的 解，是根据人的 告而写的。 种 法是全然 了。 {ST2 294.2}
虽然，有

一道 言的写出，是反 教会或个人所

关他 的亮光，但在 种情形下所出
卅一篇上摘 几段与此点直接有关的

出的

的事 ，却不 引人
，如下： {ST2 294.3}

看

，建 ，或
言之确

求，

上帝所

与重要。我且从“

有

言”第

“就使徒保 而言是如何呢?他从革来氏家里的人得到消息，提到哥林多教会的情形，因此使他写
了致 教会的第一封 信。他曾收到私人的信，提到那里的 在情形，便在他的回信中写下一般的
原 ，如果人 听从了，就可 正那些存在的 事。他用 大的 心及 明来 告他 ，大家要
同

的

，以便在他 之

没有份门

党的事。” {ST2 294.4}

“保 是一位受灵感的使徒，但主却没有
向他 示祂子民的真 情况如何。那些关心教会兴旺
的人， 到邪 之事潜入教会，便把 事向他提出，同 他根据以前所得的光，便判明 些 展的
真情。那些真心 求亮光的人 ，并没有因主未 那个特别的 候， 他一个新 示，便弃 他的
信息， 之 一封平常的信件。不是的， 在不 那 。主早已指示了他，在教会中要 生的种种
困

与危

，以便在 些事情 展之

，他可知道如何善予

理。 {ST2 294.5}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28&start_paragraph=1003612904&finish_paragraph=1003615864&references=1

Page 137 of 268

Ellen G. White Writings

12/16/13, 11:04 AM

“他被立 教会的
者，他奉命要 人的灵性警醒，好像一个要向上帝交 的人一 ，因此他
可不注意那引起关于他 分门 党之事的 告呢? 是至真至确的，他所写 他 的
，正如他受
上帝之灵所感 而写的其他任何 信一 。但他 收到 些
之 ，有些人却不服改正。他 的
立 是
上帝并未借保 向他
，他只是个人 表自己的意 而已，他 看自己的 解是与
保 的一 好。照 ，今日本会中有 多人也是如此离开了古 的地界，而 从了自己的 解。”教
会 言卷五, 六五，六六 {ST2 295.1}
何

本会的人采取此种立

，上帝借

言之灵而

的特别警告与

，就不能再感化他

在生活

及品格上起改良的作用了。在 展祂的工作上，上帝的子民或取不同的 度，但主并没有 下异象
去 付每一个危机。祂已指示我，祂 待以往 代教会的方法，就是把祂圣工及某些个人的需要与
危 感 祂所
的仆人，并将
与警告之 任放在他 的身上。 {ST2 295.2}

照 ，在 多情形之下，上帝已 我亮光，关于教友品格上独特的瑕疵，及 些瑕疵若不除掉，
将使教会及个人遭受何等的危 。在某些 境之下，
的情 很容易 展到一个强固的地步，以

致使上帝圣工受到 害，使个人遭遇 亡。有 ，若有特别的危害威 到上帝的工作或某些人，主
便与我
，或在梦中或在夜 的异象里，把 些情形活 在我的 海中。我听到一个声音 我
：“起来写吧， 些人是在危 中。”我 从上帝之灵的感 ，便 臂直 他 的 情。当我出门旅
行，在 多不同地方站在人前的 候，主的灵把所指示我的 些情形
在目前，把先前 示我
的事重新再 出来。 {ST2 296.1}
在 去四十五年以来，(按，此 写于一八八九年)，主一直把祂圣工的需要，及在各种
中的
某些个人之情形，向我 示，指明他 在何 及如何未 到完全的基督徒品格。主把好几百宗的案
件指示我， 什么是上帝所嘉 的，什么是祂所
的， 一切都清清楚楚地 在我的面前。上帝已
指示我，若采取某些方式，若放 某些性情，将得某些 果。祂曾
我，管教我，使我能看
出那些威 生灵的危机，并指 警告祂的子民，律上加律，例上加例，以便他 可 破撒但的
而逃离他的网

。 {ST2 296.2}

主安排在我面前的工作，特别是 促青年人及老年人，有学 的及没有学 的，都 当 自己
考圣 ；主要我使大家明白，研究圣 会 展人的心思， 固人的每一功能，使智慧的人可 付真
理深邃的
；并要我向大家保 ，在使人 到上帝所 期的地步上，清楚的圣 知 是比一切其
他的知 更 有效。“祢的言 一解开，就 出亮光，使愚人通 。” 篇一一九篇一三○ {ST2 297.1}
既有了从研究圣 而来的亮光，又有主所特 的知 ，明白祂子民中的某些个人，在各种 境及
各种
下的情形， 在我怎能仍旧那 愚拙，那 心神无主而灵性盲目，象初有
之 呢?我
的弟兄 不会 ， 姐妹是 么愚蠢，她在 方面的 解，并不比她未入基督门下，未受
作
特种工作之前更高明?关于上帝子民的本分及危 ，我 可不比那些从未
些事的人 更了解
么?我不愿承
一切的亮光， 一切在我的工作及
上祂所彰 的大能，都是无价 的，既没有
培养我的判断力，也没有使我更配作祂的工，以致羞辱我的
何

我

造主。 {ST2 297.2}

到男女采取同 的步 ，有同 的特性，就是那曾危及别人的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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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已一再申斥了的，我怎能不
呢?何 我 到胆怯的人，他 深感自己缺憾，本其良知能力行
上帝所指 正直的事，并知道主垂 并嘉 他 的忠 努力，我 能不 一 以鼓励 些可怜 兢
之人的心呢? 道因主未用直接异象向我指出每一个人的情形，我便 口不言么? {ST2 297.3}
“倘若守望的人 刀

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 来 了他

中 的一个人，他虽然死

在罪孽之中， 我却要向守望的人 他 命的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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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所行的
道，他仍不 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以西
卅三章六至九 {ST2 297.4}
在最近的一

梦中，我被提到聚集的会 之前，其中有些人正在尽力要消除我曾

假若那听到

些

他

的一篇

最
警告之 言的印象。他
道：“我 相信 姐妹的 言；但她所告 我 的事，若非在异象
中 到关于当前研 的特别的事件情形，她的 就如同任何人的 一 ，是无足 重的。”主的灵降
在我的身上，我便站起来奉主的名申斥他 。我具体地重述前面所提关于守望者的事。我 ， 件
事正是切合你我的情形。 {ST2 298.1}
警告的人 ：“那只是 姐妹的个人意

，我仍旧要随自己的

解行事，”他

若
行其受警告不可行的事，他 就是表
看上帝的
， 果就必正如上帝的圣灵所指示
我的── 及圣工，害及自己。有些人欲加强自己的立 ，便从“ 言”中 取他 以 能支持其 解
的 ，并尽可能地予以强力的解 ；至于那引起
他 行 的，或不符合他
解的 ，他 就
那是 姐妹的意 ， 否 其天上的来源，而置之于与自己的 解相等的水准上。 {ST2 298.2}
我的弟兄

哪，你 若已

我及我的工作多年的人，竟取

的立 ，

我的

并不比那些

未受特别
作此工作之人的
更有价 ，那么，你 就不必 我与你 合作同工了；因 在你
采此立 之 ， 必会反 我工作的感化力。如果你
得 从自己的冲 ，象 从上帝 派之
仆人所 的亮光，是同 的安全，
危 就是你 自取的了；你 必因拒 上天所 之亮光而遭
。 {ST2 299.1}

上帝

迪人心之方法

当我在ＸＸ地方 ，主在夜 向我
，关于我的工作， 了 多宝 鼓励的 ，重述以前几次
曾
我的同 信息。 于那些 离了所
他 之光的人 ，祂 道：“他
并拒 我交付
你去 的 言，乃是
了我，也就是你的主，而不是
了你。” {ST2 299.2}
如果那些 愎的， 心自大的人，在他 的行 上公然无阻地前 ，那么教会里的情形又将如何
呢?在 些 固而自豪之人心中所生的
，怎能得以 正呢?上帝用什么方法可以 迪他 呢?祂怎
能使祂教会整 就序呢?其中不断 生不同的意 ，背道之
常害及教会。当 生 争或决裂之
，各方都 自己是 ，是 心无愧的； 于那些在工作上
之人，及那些他 明知是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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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听从其教

。主已 下亮光

散了他

的黑暗，但他 存心

傲，不肯接受，自己

宁愿在黑暗中。他 看 上帝的
， 因 与他 的 解及 划不符，且又偏袒自己品性上的
。他 若肯接受上帝圣灵的感化，就必 入正 。 感化之工的方式并非他 所喜悦的，也不奉
承他 的自 。他 不以上帝所 的光 光，所以他 彷徨在黑暗之中。他 声称， 于那有 期
的，及已蒙上帝教 而委派去作特别之工的人，其 解并不比任何别人的更可信任。他 如此
行，果是出于上帝的 划 ?抑或是出于 善之 特别的阴 ，将人的心灵捆 于 解之中，并且
出牢不可破之

的心呢?因 他

作，无异自置于上帝所命定 理祂教会的方法所不及之

。

{ST2 299.3}

主曾 其 代在世之教会以
，警戒，改正。当基督在世之日，那些自 的法利 人曾看 及
拒
些警告。他 自称不需要 些
，并
是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他 不接受主借祂仆人所
的

他
况

，因
不能取悦于他 的心意。如果主以一异象
今日 等人，指明他 的
的自 ，及判定他 的罪 ，他 就要起来反叛，正如拿撒勒的居民被基督指明他
所起的一 了。 {ST2 300.1}

，斥
的真 情

如果 等人不在上帝之前虚心，如果他
藏撒但的暗示，疑惑与不信的心就要在他 的灵性上
札根，而 万物有虚妄的看法了。他 若一次容疑惑之种子撒在心田里，将来就必得到丰盛的收
。那些真理，

于未教自己起 疑的人，是很明

和 有荣美的，但他

却疑惑不信。 {ST2 300.2}

那些
心意去 握每一可作 疑惑的借口， 而向别人暗示 些思想的人，必 常可找到疑惑的
机会。他 要 疑批 那正在 明之真理中的每件事，批 别人的工作及立 ，批 自己所未参加
之工作的每一部门。他
别人的
失，天使 ，他 要
行，“直到主耶 在天上圣所中
束中保的工作，站起来穿上 仇的衣服，突然在他
享不圣洁的筵宴 来 ，才
自己尚未
好，去赴羔羊婚姻的筵席。”他 的口味
妄加批 之想。 {ST2 300.3}

得那么不正常，甚至于在天国主的筵席上，他

也有

上帝曾否向 些自欺之人 明，那些从祂而来的
及改正，若非直接由异象而来，就可无足
重呢?我要强 到 一点，因
今 多人所取的立 ，乃是撒但要 人的一种欺 。当他用
网
并使他
化之后，便使他 在受
拒上帝圣灵的感 ，使之 于无效，
，他在他
的身上就得到
的 利。有些自称公 的人，必象犹大一 ，把他 的主出
他那极凶 的仇
之手。 些自恃之人，偏行己道， 持己 ，就必每况愈下， 至无 到何地步，决不放弃自己
的心意。他 要盲目地行在邪 之途，象 迷的法利 人，如此自欺，甚至 以 自己是 上帝服
。基督曾描写某等人在有机会 展其真性格所要采取的步 ：“ 你 的父母、弟兄、 族、朋友
也要把你 交官，你 也有被他 害死的。”路加福音廿一章十六 {ST2 301.1}

上帝已
我一个明 而
的
，是与祂的工作有关的； 你 也当确 知道，只要我有生之
日，我必照着上帝之灵所感 我的，无 人听与不听，也无 他 忍受与不忍受，我决不停止 声
警告。我自己没有特别的 明，我只是主手中的一个器皿，作祂派我去作的工作。我用笔及用口所
的教 ，已足表明上帝所
我的亮光。我已尽力把上帝圣灵多年来已感 我的心意并 刻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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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在你

之前。 {ST2 301.2}

弟兄 哪，我 今 求你 不要插身在我与 民之 ，以致上帝的亮光照不到他 的身上。切不
可用你 的批 ，来取消“ 言”中的一切力量，一切要点及权能。不可 得你 能剖开“ 言”，以迎

合你 自己的 念，自称上帝已 你 才干可看明什么是从天而来的亮光，及什么只是出于人类智
慧的表 。如果“ 言”所 的 不合乎圣 ，你 尽可拒 。基督与彼列不能 合。 基督的 故，
你 切不可用人类的
及 疑来使 民的 筋混乱，及使主所要作之工 于无效。切不可因 你
缺少属灵的
，便使上帝的 种工具 成攻 人的磐石，以致叫 多人因而 脚跌倒，“并陷入
网 ，被 住。” {ST2 302.1}

四十二圣 的奥秘 明它是圣灵所 示的天
(

自

言卷五, 六九八至七一一，一八八九年著) {ST2 303.1}

“你考察，就能 透上帝么?你 能尽情 透全能者么?祂的智慧高于天，你 能作什么?深于阴
，你 能知道什么?” 伯 十一章七，八 “耶和
：我的意念非同你 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
你 的道路。天怎 高 地，照 ，我的道路高 你 的道路，我的意念高 你 的意念。”以

五五章八，九 “我是上帝，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 言明未成的事。”以
四六章九，十 人类有涯的 力，不可能完全了解无 之主的品性及作 。 于最 明睿智
的人士，与受 最高深教育而最有强大智力的人， 位圣者必然仍旧永 奥秘所蔽。 {ST2 303.2}
使徒保 宣称：“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 。祂的判断何其
!祂的踪迹何其
!”
十一
章卅三 虽然“密云和黑暗，在祂的四 ；公 和公平是祂宝座的根基。” 篇九七篇二 关于祂怎
待我 以及祂作 的 机如何，我 所能了解的地步，只是使我 能看明在无 之能力中 有无
涯之慈 而已。关于祂的旨意，我 所能明白的，只是那些使我 知道了与我 有益的部分；除此
之外，我 必 仍旧信 全能者的权力， 管万有之父的慈 与智慧。 {ST2 303.3}
圣 ，正如它神圣作者的品性一 ， 表 出有涯人类所不能完全了解的奥秘。它指引我
朝向 造之主，就是那“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的上帝。提摩太前 六章十六 圣 向我
旨意， 包括了人类世世代代的 史，以及只有在无 尽的永恒
我 注意到那些与上帝政府及人类命 有关的，无 深奥的重大

的心志
明祂的

月
里才能成就的旨意。它使
旨。 {ST2 303.4}

罪 的 入世界，基督的化身 人，重生，复活，以及圣 中所 述的其他种种 目，都是极其
深奥， 于人类智力所能解 ，而甚至是无法完全 悟的。但上帝已在圣 中 我 充足的凭据，
可以 明各卷圣 的神圣性，使我 不必因 能明白上帝美意的全部奥秘，便 疑祂的圣言。 {ST2
304.1}

圣

的各部分都是表明 些重大的 旨，我

不可

之 与人无益，遂予

忽。凡上帝本其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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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示的，我 就当凭着祂圣言的权威而 受。有些部分平 直叙事 ，没有解
何及如何
，我 虽然不能 悟其含意，却仍当 信不疑，承 它是真确的，因 它是上帝所 的。一切的
困 ，只能 咎于人类 力的薄弱与褊狭。 {ST2 304.2}

神圣

示的

与庄

使徒彼得 ，在圣 中“有些 明白的，那无学 、不 固的人强解，……就自取沉 。”彼得后
三章十六
疑者
圣 的
据来攻 圣 ；可是适得其反，因而奠下 强的凭据，
明圣 是上帝所默示的。如果它所 述有关上帝的事都是我 所易 悟的，如果祂的 大与威 是
有涯人类的 力所能理解的，那么圣 就没有神圣权威的正确 据了。所提出的 些 旨， 其 大
与深奥之

，正

激 人的信心，信它是上帝的圣言。 {ST2 304.3}

圣
明真理，
而切合人心的需要与渴望，使受 最高教化的心智感到 奇向往，但同 它
又使那卑微而无教化的人能 会得救之道。 些
叙述的真理，其所根据的 旨是
的高尚，
的深邃，
的无 无尽， 超乎人类理解之力以外，以致我 只有因 它是上帝所
的，
才能予以接受。救 的 划，就是
向我
明，使每个人可以看出自己当采的步 ，向上帝悔
改，信靠我 的主耶 基督，以便按上帝 定的方法得救；虽然
，但在 些如此容易明白的真
理之下，却藏有掩蔽祂荣耀的种种奥秘，是人的 筋所探究不了的，而 于 心 求真理的人，却
又能激 其敬畏与信心。他越
考圣 ，便越深切信服 是永生上帝的圣言，在神圣 示的庄
之前，人类的理性俯首了。 {ST2 305.1}
凡愿意如此承

活 的圣言 上帝的威权的人，就必蒙福而被

以最清明的亮光。若要他

解

某些段落，他 只能回答 ，“圣 上就是
的。”他 不得不承 ，自己不能解 上帝能力的
行或神圣智慧的表 。 正如主所 定的，使我
某些事 自己不得不只能凭着信心来接受。
要 清 一步，只有承 有限的智力不足以理解无 之神意；人以其有限的人类知 ，是不能明白
全知之神的旨意的。 {ST2 305.2}
疑者及无神派人士，因

不能探 圣 的一切奥秘，便予以拒

；自称信仰圣 的人，在

方

面，也不是全都能免 探的危 。使徒 道，“弟兄 ，你 要 慎，免得你 中 ， 或有人存着不
信的 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希伯来 三章十二 因 不能 透上帝旨意的人，养成了 疑，不
信，与
，便“学那不信从的 子跌倒了。”希伯来 四章十一
心 考圣 的教 ，及照圣 上
所 明的去参透“上帝深奥的事，”哥林多前 二章十
原是 的。可是“ 秘的事是属耶和 我
上帝的；惟有明 的事，是永 属我 和我 子 的。”申命 廿九章廿九 {ST2 305.3}
撒但的工作就是要 坏人 筋的 考能力。人 于圣 真理的研求， 着一种 傲的心理，若
于每一段圣 不能
解 ，便 得失 和焦躁。在他 看来，若承 自己不明白 灵感的圣言，
乃是奇耻大辱。他 不肯耐心等候到上帝自愿向他
明真理之 。他
得 凭自己人类的智
慧，足使他 了解圣 ；若不能如此，他 便率直否 圣 的权威。 {ST2 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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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确 有 多的理 及教条，被人公
圣 的教 ，可是在圣 上却没有根据，而
上且
与全部灵感的要旨相反。 些事已引起 多人的 疑与困惑。 不能 咎于圣 ，而
咎于人的
曲解。圣 中的疑 ，并不
上帝的智慧；也不致叫任何若无 些疑 就不会遭遇沉 的人
亡。 使圣 中没有他 可 疑的奥秘， 等人的 筋因 缺乏属灵的辨 力，仍是不免要在上帝
最 明的
上跌倒。 {ST2 306.2}

有些人幻想自己的天 才智 高，甚至能解 上帝的一切方策及作 ，他 妄 高抬人类的智慧
去与神圣的智慧相等， 并将人当作上帝一 地荣耀。他 不 是重述撒但在伊甸园向夏娃所 的

了：“你 便如上帝。” 世 三章五 撒但因 有野心要与上帝平等而堕落。他想要参加神圣的御
前会 和意旨，他是一个受造之物，自己的才能不足以理解无 之主的智慧，所以不得参加。因
有 种野心 傲，以致引起反叛，后来他又用此同 的手段来使人类 亡。 {ST2 306.3}

深奥莫

的真理

在救 大 之中，含有无 的奥秘──上帝之子所受的羞辱，采取人的形式，天父在 牲祂的儿子
上所表 的奇妙之 与
── 些都是天使不住 奇的事 。使徒彼得 及先知所得的 示，关
于“基督受苦 ，后来得荣耀”等事 ，“天使也愿意
察看 些事。” 些也是得救子民在永恒 月
中所要研究的 旨。当他 思想上帝 造及救 的大工之 ，新的真理就要不断地向他
奇而愉
悦的心中 明。他 越多明白上帝的大智，大 ，及大能，他
也不住地增加。 {ST2 307.1}

的智力就不断地 大，他

的快

如果被造之物能 以完全明白上帝及其作 的地步，那么，在 到了 种地步之后，他 就不会
再 步地
真理，不会在知 上增 ，在心志上也不会再有所 展；上帝不再是至高者；人 既
在知 及造 上 到极峰，也就停止 益了。我
当感 上帝，因 事 上没有
的情形。上
帝是无 的，“一切智慧知 ，都在祂里面藏着。” 在永恒的 月中，人 可以永
考，永
，而又永 不能 尽祂所宝藏的，祂的智慧，祂的良善，及祂的权能。 {ST2 307.2}

学

上帝有意，即使在今生，也要向祂的子民不住地揭示真理。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得到 知 。只有
借着 下圣 之圣灵的 示，我 才能明白上帝的道。“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
事；”“因 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哥林多前 二章十一，十 救主向祂门徒
所
告

的
你

是：“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祂要引 你 明白一切的真理。……因
。” 翰福音十六章十三，十四 {ST2 308.1}

祂要将受于我的，

上帝愿人
自己的理解力；研究圣 可加强及提高人的 力， 是其他的研究所不及的。 是
人类 力及灵性最好的操 。但我 也当 防，不可把理性当作神明看待，因 它常 人类的 弱
及缺点所影响。我 若不愿自己 于圣 的悟性含糊不清，以致 那最明 的真理也不能了解，我
就当存小孩子的天真及信心，敏于学 ，并 求圣灵的帮助。我 若感 到上帝的能力与智慧，
以及自己的 弱，不能明白祂的 大，就必激
卑的心，并当存神圣敬畏之念去打开圣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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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晋到祂面前一 。当我
及圣 的 候，理性就必 承
也当向那 大的自有永有者俯伏。 {ST2 308.2}

主

那比它更高的权威，我

的心及智慧

神圣亮光

我 惟有在 清自己的渺小及要完全倚靠上帝之 ，才可在真 的属灵知 上有
。凡存 教
的心及敬虔的精神以圣
上帝圣言来研究的人，就必得到神圣的亮光。 有 多事物看来是很 深
而晦 的， 于 等 求明了真理的人，上帝却要使它 得 明而平易。 {ST2 308.3}
或有，智力才情很高，再

教育培养而益 超越的人，却 于圣

的某些段落不能明白；可是同

有些别的，没有受 教育，悟性似乎薄弱， 力未
的人，反能明白其意 ，而由前一等人
所
奥秘的或看 不重要而抛弃的章句中，得到能力及安慰。 什么会
呢?我蒙解 明白，原
来 后一等人并没有倚靠他 自己的悟性。他 去 近光的源 ，就是那 示圣 之主，并存 卑
的心向上帝求 明， 果就得到了。尚有 多的真理 宝，有待乎切心 求的人去 掘。基督曾表
示真理是 藏在田 的宝 。它并没有浮在地土面上；我 必 去 掘它。我 在 掘上的成功，
并不在乎我

的才智，而多在乎我 的 虚及信心，去取得神圣的帮助。 {ST2 309.1}

若无圣灵引 ，我 必 常易于歪曲圣 或是 解它。
，
虽多， 无益 ，而且在好些
情形下反有 极的 害。人若不存敬虔及祈祷的心去打开圣 ；若是思想及情意不 注于上帝或符
合祂的旨意，心志就必被疑惑所蒙蔽；
研究圣 ，就必助
疑之念。仇 控制了思想，他暗
示了 多不正确的解 。 {ST2 309.2}
何 人若不在言 及行 上追求与上帝和 ， 不 其学 何等的高深，仍容易 于圣 的理解
生
，所以信任他 的解 也是不安全的。当我
追求奉行上帝的旨意之 ， 圣灵就要
用圣 的
，作我 人生的原理，写在心版上。只有那些肯依所 之亮光而行的人，才能指望接
受圣灵更多的光 。此点基督已 明言：“人若立志遵着祂的旨意行，就必 得 教 。” 翰福音七
章十七 {ST2 309.3}
凡向圣 找矛盾的人，是没有属灵
的。他 的眼光
， 于那些原是 明的事物，也会看
出 多 致 疑不信之因素来。但 于那些存恭敬的心来 圣 ，追求明白上帝旨意以便 行的
人，一切就完全改 了。当他 思想 示之真理的 洁与崇高 ， 心存敬畏和 奇之念。同类相
感，同气相求；圣洁与圣洁相合，信心与信心
。 于 卑的心及
求知的意志，圣 是充
着亮光及知 的。凡存 种精神来 圣 的人，是与 先知及使徒 相交。他的精神与基督的精神
同化，他

渴望与基督合而 一。 {ST2 310.1}

多人 得自己 有一种 任， 当解 圣 中每一表面上的疑 ，以便 付 疑者及无神派人
士的强 。可是在他
法要解
些自己尚不完全明白的
，反而使别人 于那引起清楚易
解的部分，益增困惑的危 。 不是我 的工作。我 也不必
些疑 的存在而悲哀，当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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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 的本分就是接受祂的圣旨，凡是有关灵性得救的各个要点，都

是很 明的，我
当在生活上奉行其原理，并用
及榜 以此来教 别人。
明，我 与上帝有
，并完全信靠祂的 ，一种敬虔的生活，一种日常表 的忠
私之 的榜 ，都是圣 教 的活 例 ，并 圣 作很少有人能抗拒的美好的
当今 疑及不信之狂潮中最有效的遏制。 {ST2 310.2}
我

当凭着信心仰望将来，并 握上帝的

，在智力上增

就向世人
，柔和， 及无
，且将 明是

，使人的各部功能可与上帝

合，将人的每一分力量与光的源 作直接的
。我 将 于 到 些在上帝的美意中曾使我 感
到困惑的事物，在那 就要
明白了； 今所 懂的，那 可得一解 ；我 今生有限之心志所
的只是一片混乱和破碎的愿望，那 就看出是最完全而美妙的和 。使徒保
：“我 如今仿
佛 着 子 看，模糊不清，到那 ，就要面 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 就全知道，如
同主知道我一 。”哥林多前 十三章十二 {ST2 311.1}
彼得 他的弟兄 ，“要在我 主救主耶 基督的恩典和知 上有
。”彼得后 三章十八 无
何 ，上帝的子民若在恩典中有
，就必越久越清楚了解圣 。他 要从神圣的真理中看出新
的亮光及 美。 在已往各 代教会的 史上是
，并要 此
下去直到末日。可是何 真正
的灵性生活退化了，就在真理知 上也有停止 步的 向。人便因已有的圣道光 而自 ，不再更
一步地 考圣 。他
成固步自封，而尽力避免研 了。 {ST2 311.2}

殷勤

的呼召

在上帝的子民之 若没有 争或激 ， 并不能当作他 是 守
人担心他
真理和异端尚未有明确的分辨。当
而不提出新
突，而不必自行
以求明白自己是否有真理 ，就会使 今
知道自己所敬拜的是什么了。 {ST2 311.3}

正道理的 明，反而有理由叫
， 当彼此之 没有意 冲

多人正象古人一 ，

而不

我蒙指示，看出 多自称 有 代真理之知 的人，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 不明白自己
信仰的凭 ， 于 代的工作也没有正确的
。当磨 的 期来到，有 多 今向别人 道的，
在
自己所持的立 上，会
有不少事物是他 提不出充分之理由来 明的。非
的
，他 就不 得自己愚昧之深。教会中 多人以 自己是明白所信仰的；但非到争
生之日，
他 竟不知道自己的 弱。当他 与同信仰的人分开，而被迫 独解 其信仰之 ，就会 奇地看
出自己 于以前所 受当 真理的 念是多么的 乱。在我 之中确曾有人离开了永生的上帝而
向世人，将人的智慧代替神圣的智慧。 {ST2 312.1}
上帝要

醒祂的子民；如果别的方法都失 了，异端就要渗入他

之 ，将他

出，使糠秕从

麦子中分别出来。主呼召一切相信祂道的人从睡梦中警醒 来。宝 的光已照出，足供 代之用。
光就是圣 真理，要指明我 当前的危 ，引我 殷勤研究圣 ，并 格
自己所持的立 。
上帝愿人禁食祈祷， 底而恒切地 究真理各方面的关系与 点。信徒不当以假定的或不健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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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所 成之真理
足。他 的信仰必
立在圣
前解答自己信仰之 ，他 就能用温柔敬畏之心述
!

!

!我 向世人所 的道理， 我

上，以致当
期来到， 他
出心中盼望的 由。 {ST2 312.2}
自己必 是活

切 的。当我

被

到公会之

自己基本的信

条
之 ，切不可采用不十分 正的 据， 事乃是很重要的。 些 据也 能止息一个反
者，但却不能尊荣真理。我
提出 正的
，不但可以平息反 的人，也 得起最精密最透澈
的 考。那些曾
自己善 的人，有一种很大的危 ，就是他 不肯以 正的方法来引用圣 。
在 付反 者之 ，我
当采用使人不得不感服的方式来切心尽力表
些道理，不 是增强已
信之人的信 而已。 {ST2 313.1}
无 人有多么高超的才智，也不可 臾以 自己无需再
底研究圣 ，以求更大的光。我
一般人，个个都有研究先知 言的 任。 当切心 察，以便看出上帝所要 示 我 的每一
亮光。我 要 取真理的曙光；并借着虔 的研究，得到那可
别人的更清楚的光。 {ST2 313.2}

何 上帝的子民 于 有的光安心自 ，我 便可确知上帝必不会恩眷他 。祂的旨意乃是要他
刻不断地前 ， 受主已 加 并且要
加 他 的光。上帝并不喜悦 今整个教会的

度。他 有了自信自 的心，便自 无需更多的真理及更大的亮光。我 所生存的 代是撒但在前
后左右不停工作的 代；可是我
班人却睡着了。上帝愿望有呼声 出，去 醒祂的子民急起直
追。 {ST2 313.3}

批

圣

的

果

有些人不但不开 心灵去接受从天而来的光 ，反而 于相反的方向去。从
上和 章中所
表 多关于圣
圣灵所 示的 目，都不是圣灵或圣 所 可的。无 任何个人或 体切不可从
事宜 有关
重大的 目的理 ，而没有以“耶和 如此 ”的明文来支持他 。人受人类的缺点所
限，或多或少遭受周
气的影响，又因
与
而 不能有智慧和属天的意念，竟然 行非
圣 ，判定什么是属神的及什么是属人的，他
的工作并非出于上帝的教 。主必不使 种工
作
。 果，那些参加此事的人，和那些 此 出于上帝之工而予以接受的人，都是很不幸的。
人所提的关于圣
圣灵所 示的理 ，已使 多人的心中 生 疑。有涯的世人，眼光短浅，竟
自 力能批 圣 ， ：“ 段是不可少的，那段是不需要的，也不是出于圣灵 示的。” {ST2 314.1}
基督

于旧

圣 ，也就是祂当代的人所 有的部分圣 ，尚且没有提出那

的指示。祂的教

原欲引 人心注意旧 圣 ，并使其中所提的大道理更加明 ， 代以来，以色列子民一直离开了
上帝，忽 了上帝交托 他 的宝 真理。 些真理被迷信的 文礼 所掩盖，蒙蔽了真正的意
。 {ST2 314.2}
基督降世是要除去那些遮暗真理光彩 物。祂将真理象珍 的珠宝作新的 嵌。 祂所表 的，
非 看人背 那古旧熟悉的真理，乃是要使它 出真 的力量与 美，就是祂当代的人所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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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荣耀。祂自己是 些 明之真理的著作者，祂能向人 明其真正意 ，使真理 脱那些 袖
适合自己不献身的情况，和缺乏灵性与上帝之 ，而采用的荒 的解 与
的理 。祂把那些曾
劫 真理的生命和活力的因素撇开，而使真理以原有的一切生机与力量，再
世人。 {ST2 314.3}
如果我
被 俗，

有了基督的灵，并是与祂同工的，我 就当促 祂降世所作的工作。圣 的真理 今又
，及邪道所掩蔽。盛行的神学异端，已使千万人成
疑者及无神派。有 多的

及矛盾，已遭人非 ，
是圣 的教 ，其
些都是天主教当权的黑暗 代中所采用的，人
圣 的
解 。无数人都受了欺 ， 上帝存
的 念，正如古 的犹太人被当 的异端及
所
，而 基督有
的 念一 。“他 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 在十字架上了。”哥林多前
二章八
是我 的本分，要向世人 明上帝的真品性。不要批 圣 ，当 法借着教 及榜
来向世人 明它圣洁及 生命的真理，以便我 能“宣 那召你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ST2
315.1}

各种邪 逐
入我 当中，已 不知不 地引
多人与教会离开了敬畏上帝之道，并
了
上帝亟欲
他 的能力。 我的弟兄 哪， 当 圣 保有它原来的地位，不可容人类的智慧妄
削减一段圣 的力量。 示 上的
申斥， 当警惕我 避免陷入 种地步。我奉主的名嘱咐你
：“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 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ST2 315.2}

圣 及其中 藏的真理珍宝，不是
文人学者而写的。反之，它倒是 一般平民而写的；在圣
灵的帮助之下，平民所作的解 ，也可与在耶 里的真理相切合。凡关于得救所必要的 大真理，
已 明如正午之光，除了那些 从自己的判断，而不 从上帝明白 示之旨意的人以外，没有一
人是会 入迷途的。── 言卷五原文第三三一面，一八八五年著 {ST2 316.1}
我蒙指示，凡有意 疑上帝的圣言及其灵感之真 性的人， 可找到 多疑惑之 。上帝不勉强
任何人相信。他 可自 是否要信靠上帝本其美意所 的确据，或因 疑而 亡。── 言卷一, 四
二七，一八六四年著 {ST2 316.2}
当年犹太人正在仰望弥
；但祂却没有照他 所 期的情形降世。如果祂被他 承 是所
的主，那些有学 的教
就要被迫承 自己向来是 了。 些 袖将自己与上帝隔 ，撒但便在
他

心中作工，引 他 拒 救主。他 不肯放弃自己 傲的成 ，宁可 眼不 一切
身份的 据，不但自己拒 得救的信息，也使百姓的心 硬而反 耶 。他 的 史
警告。 {ST2 316.3}

明祂弥
作我 的

我 永不要想象，当主有光 祂子民之 ， 撒但会安静地站在一
望，而不尽力阻止他 去接
受。他一定要在人的心中工作，激 人的 疑，猜忌，及不信。但愿我
慎，不可因 上帝所
的亮光不合于我 的心意，便予以拒 。但愿上帝的福气不要因我 不知道眷 我 的 候而离开
了。若有人自己看不出而又不肯接受亮光，他 最好不要站在别人的路上。但愿 帮特蒙厚眷的
人，不要被人 是像犹太人一 ，当天国的福音
他 的 候，他 “自己不 去，正要 去的
人，你 也阻 他 。”路加福音十一章五二 ── 言卷五, 七二八，一八八九年著 {ST2 316.4}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28&start_paragraph=1003612904&finish_paragraph=1003615864&references=1

Page 147 of 268

Ellen G. White Writings

12/16/13, 11:04 AM

四十三 近的斗争
(

自

言卷五, 七一一至七一八，一八八九年著) {ST2 318.1}

将有一个重大的危机待 于上帝的子民。世界将有一 危机。在我 当前将 生 代以来最 重
的斗争。我 凭着先知 言的权威而
了四十多年的种种迫近的大事，此刻正出 在我 的眼
前。久 争 的 章附款， 束宗教自由的条例， 已提交国家的立法
，并催迫他 去 理。
强制 行星期日休 的
，已引起了 国的注意与重 。我 十分明白此
的后果是什么。
但我 是否
付 个局 呢?上帝将警告世人当前危 的 任交 我 ，我 是否忠 地 行了
呢? {ST2 318.2}

多的人，甚至那些参加制定星期日休
的人也在内， 于 一行 的后果如何，却是茫无
所知。他 不明白自己所行的正是直接打 了宗教自由的权力。 多人从来未理会圣 上关于安息
日的要求，以及星期日制度所根据的虚妄的基 。任何袒 宗教立法的
，
上都是一种向天
主教 步的行 ，亦即 代以来一 抑制信仰自由的暴行。遵守星期日已成 一种所 之基督教制

度，其存在乃是出于“不法的 意；”至于 行星期日休
一回事， 更是 那作 天主教会基石的
主 予以
上的承
了。何 本国(指美国)若弃 政 到了强制 行星期日律法的地步，各基督
教必在此 上与天主教携手； 届 只有复与那伺隙已久，
欲
山再起的 制暴政 了。 {ST2
318.3}

宗教立法的罪行
国家的改良
，操 着宗教立法的权力，到了全部 展之 ，就必 明出同 的 制与 迫，
一如以往 代所盛行的。那 ，人的 会僭取了神的特权，在其 制暴力之下，蹂 宗教自由；
于凡反 其命令的人，妄施以 禁，放逐，及死刑。如果天主教或其主 再受了法定的权力， 逼
迫之火， 必复燃，攻 凡不肯 牲良心及真理以 从那流行异端的人。 种罪行已将要
了。
{ST2 319.1}

上帝既

我

亮光指出当前的危 ，我 若疏忽不尽自己的每一分力量去

前怎能清白无辜呢?我 能忍心 他 去

付

人，我

重的危机，不予警告么? {ST2 319.2}

在祂的眼

我 逆料将有一 不断的 斗， 冒着被囚入 ，没收
，甚至于 牲性命的危 ，以
那
被人之律法所 的上帝之律法。在 种情况之下，按世俗的手段而言，必叫人 平安与和睦起 ，
不妨 当地的法律作表面上的 从。有些人甚至采用圣 上的 来 持 种行
：“在上有权柄
的，人人当 服他；……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
十三章一 {ST2 319.3}
但上帝仆人在已往 代中的

是怎

的呢?基督复活之后，门徒 基督和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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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当局命令他 不可再 ，也不可奉耶 的名去教 人。然而“彼得、 翰 ：听从你 ，不听
从上帝， 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 自己酌量吧。我 所看 所听 的，不能不 。”使徒行
四章十九，二十 他
靠基督得救的佳音，并有上帝的能力
信息。病人治好了，几
千人加入了教会。“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 教门的人，都起来， 心忌恨，就下手拿住
使徒，收在外

。”使徒行 五章十七，十八

{ST2 319.4}

但天上的上帝，宇宙的大能主宰，却 手 理 事；因 人 乃是攻 祂的工作。祂明白地指示
人，在人类之上有一位主宰，祂的权威是当予尊重的。主在夜 差派自己的使者去打开 牢的门，
把上帝所委派去作祂工的人
出来。 官
，“ 不可奉耶 的名
、教 人；”但上帝所派的
天庭使者却 ，“你 去站在殿里，把 生命的道都
百姓听。”使徒行 四章十八 ；五章二十
{ST2 320.1}

凡 法强迫人遵守天主教的制度，蹂 上帝权威的人，他 正是作一种与使徒 代的犹太 袖
所作的同 工作。及至地上当局的律法与宇宙最高主宰的律法相抵触 ，凡是上帝忠心的子民，就
必忠于上帝。 {ST2 320.2}

危机

的

兆

我
班人 没有完成上帝委派 我 的工作。我
没有
之后所要 到我 的局 。当我
到危机
的 兆之 ，我

好，可以 付那 行星期日律法
的本分就是
行 。不可有一

人束手坐待逆境之来，而以相信先知早已 言 此 工作必然推 ，以及主必 庇其子民来自行安
慰。我 若静坐不言， 不采任何行 以保障宗教自由的权力，我 便不是奉行上帝的旨意。 当向
天庭 出 切有效的祈祷，使
灾 可以延 ，直到我 能完成 久被疏忽的工作。 当作 切
的祈祷，然后尽力作工以配合我 的祈祷。表面看来，也 撒但是 利者，真理被异端邪道所
服；上帝所 庇的人民，及信仰受 迫的上帝仆人与真理
者所倚 避 所的国家，也 是 于

危急之中，但上帝却愿我 回想祂在昔日怎 拯救其子民脱离仇 的手。当人看来似乎没有机会能
从撒但的作 中被救出来的 候，上帝常常采用最后的手段，来
祂的权能。人力 尽之 ，却
是上帝良机之始。也 上帝
祂的子民有一段 延的 期，以便 悟而兴起 光。如果古 平原
的罪 城邑，若有十个 人在其中，便可免去 亡，那么 今上帝 不是可能垂听祂子民的祈祷，
而 阻那些要 去上帝律法之人的妄 么?我
可不在上帝之前全然虚心，逃到施恩座那里，祈求
祂彰

其大能呢? {ST2 320.3}

如果本会的人一直照旧表示着没精打采的 度，上帝就不能降祂的灵在他 的身上。他 没有
与祂合作。他 不 悟当前的情况，也不明白那威 人的危机。他
今 当空前地感 到自己
需要警醒及一致行 。 {ST2 321.1}
第三天使特别工作之重要尚未被人看出。上帝原欲祂的子民比今日所 的地位更要前

今，到了他

起

行之 ，但他 却

在作准

得多。而

的工作。当国家改革派开始催促制定法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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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的 袖 早就

敏赴事机，迫切努力反

些活 。上帝无意叫本会的

人不 此亮光，也就是他 此刻所需要的 代真理。本会
第三天使信息的 道人，并非个个都
切 明白 信息是什么所 成的。有些人竟以国家改革
是无关宏旨的，以致
此无需加以
注意，甚而 得如果那 行， 必花 功夫去研究与第三天使信息无关的各
。但愿主 恕本
会的弟兄
于 代信息作此解 之罪。 {ST2 321.2}

警醒行
当 醒 人明白 代的危 。守望者睡着了。我 已落后多年了。惟愿担任守望者
得有自行 慎的迫切需要，免得失去了那 他 能看清危 的机会。 {ST2 322.1}
如果各区会的

袖

今不 受上帝

他 的信息，立即列

行

袖的人，

，各教会就要蒙受大

失。如

果守望者 到刀
近，吹起号角一定的声音， 上的教友就要响
警告，
大家就有机会可
以
， 付 斗。可惜往往作 袖的人，站着犹豫不决，似乎在 ：“我 不可太忙乱。也
是
一
。我
当小心，不要 出一个假的警 啊。”他的 疑不定，无异是向人喊 ：“平安，平
安。不要激 。不必 惶。 种信仰自由修正的法案 行之日尚 呢。
必要全 沉静
的。”他
行， 直是否 上帝所 的信息，并使那原欲用以激
教会的警告全然无效。守望者
的号角没有吹出一定的声音，教友就无从
作 。惟愿守望者警醒 悟起来，免得因
及 延，遂使人
亡了，并要从他的手中索取他 的血。 {ST2 322.2}

他的犹豫

多年以来，我 已 注意到星期日的律法要在本国 行，而今 种
已面 着我 了，我
道：本会的人肯在 件事上画到自己的本分么?我 能否高 旗号， 命向前， 那些关心信仰自由
权力的人 作一臂之助呢? 日迫矣，届 凡宁愿听从上帝 于听从人的人，必要感 到人的 迫手
段。当上帝神圣的

命被人蹂 于足下之

，我

道要保持静默，而使上帝蒙羞么? {ST2 323.1}

当此基督教界在 度上向
天主教妥
步之 ，我
当 醒起来，明了 况，并看清当前
争 的真相。惟愿守望者 今 声， 布 代真理的信息。但愿我 向人 明 今是 于 言 史
的哪一 段，并 法激起真正的改正教精神， 醒世人感 到 享受已久的宗教自由权力之价 。
{ST2 323.2}

上帝呼召我 警醒起来，因
局已近了。在天庭方面看来， 今所度的每一点 ，都
极用
以在世
一班人，在那即将展开的大 面中演出一份角色。分阴之逝，看来似乎是无多大的价
，可是 于永恒的福利却有重大的作用。 些光阴正是注定人的命 是永生或永死。我 今日落
在人 耳中的
，我 所行的事，和我
信息的精神，都是一种活的香气叫人活，或是死的
香气叫人死。 {ST2 323.3}

准

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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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弟兄 哪，你 明白自己 当前的磨 而作的准 ， 是与你 自己的得救以及别人的命 ，
都有
的关系么?你 有否那种强烈的 忱，那种虔 与献身，足以使你 在遭受攻 之 能站立
得住呢?如果上帝曾借着我
，那么 候必到，那 你 要被 到公堂之前，你 所持守的每一真
理立 ，都要
格的 判。 当将 今所荒
迎面而来的危机作准 。 {ST2 323.4}

的

多光阴，用于上帝所交托我

的工作，

那

上帝忠 的子民， 今 当空前地更加
及尊重上帝的律法。在不 男女老幼一切信徒的 中
及心里，最要
当 着基督的忠告：“你 要 考圣 。” 翰福音五章卅九
当 考圣 ，
往日。你 若非在宗教的生活上升到更高圣洁的地步，就不能
等候我 的主
。既有大光照
亮，上帝期望在祂子民 一方面也要 起相等的 心，忠 ，及献身。 当有更属灵的生活，更深
切地献身于上帝，及在祂的圣工上更加空前 心。 当多用功夫祈祷，使我 品格之衣袍可在羔羊
的血中洗 洁白。 {ST2 324.1}

我 尤其是 当本着 不
的信心，求上帝降 恩典及能力 祂 代的子民。我 不相信上帝
我 的自由受拘束的 候已 来到了。先知 到有“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 掌地上四方的 ，

叫 不吹在地上、海上和 上。”另有一位天使，从 方上来，向他 喊叫 “地与海并 木，你 不
可 害，等我 印了我 上帝 仆人的 。” 示 七章一，三
里指出了我
作之工。一种重
大的 任， 正交 全球各地虔 祈祷的男女信徒 ， 当祈求上帝 退邪 凶 之 云，再 几
年恩典的光阴，以便 我主作工。但愿我 向上帝呼吁，使天使 掌四方的 ，直到能派布道士到
天涯海角，向 背耶和 律法之人 出警告。 {ST2 324.2}

四十四不能估 的恩
(

自

言卷五, 七二九至七三七，一八八九年著) {ST2 326.1}

“愿
与我 主耶 基督的父上帝，祂在基督里曾
我 天上各 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
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
了我 ，使我 在祂面前成 圣洁，无有瑕疵。又因 我 ，就按着
自己意旨所喜悦的， 定我 借着耶 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 。 恩典是祂
在
所

子里所
我 的。我 借
一章三至七 {ST2 326.2}

子的血得蒙救

， 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祂丰富的恩典。”以弗

“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 ，因祂 我 的大 ，当我 死在 犯中的 候，便叫我 与基督一同
活 来。……祂又叫我 与基督耶 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祂极丰富的恩典，就是祂在基
督耶 里向我 所施的恩慈， 明 后来的世代看。”以弗所 二章四至七 {ST2 326.3}
些 是那“有年 的保 ，”“又是 基督耶 被囚的，”在
的 房中所写的，想要在他弟兄
之前表明那非言 所能形容之基督的“ 不透的丰富，”也就是恩典的宝藏白白
堕落人类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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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划是由一种 牲和恩 所奠定的。使徒 ：“你 知道我 主耶 基督的恩典；祂本来富足，却
你 成了
，叫你 因祂的
，可以成 富足。”哥林多后 八章九 “上帝 世人，甚至将祂
的独生子
他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 亡，反得永生。” 翰福音三章十六 基督曾“ 我 舍了
自己，要 我 脱离一切罪 。” 提多 二 十四 “上帝的恩 ，在我 的主基督耶 里，乃是永
生。”
六章廿三
就作 救
划中一切福惠的 峰。 {ST2 326.4}
“上帝
祂的人所
的，是眼睛未曾看 ，耳朵未曾听
二章九 凡看 祂丰富恩典的人，决没有一位不同使徒一
!”哥林多后 九章十五 {ST2 327.1}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
道：“感 上帝，因祂有 不尽的恩

返照上帝的荣耀
救
划的开始与 束是 乎恩 的，照 ，它的推展也 于施与的精神。凡与天庭恩 有分的
人，也当在心中存有那 救 我 而付出的同 的 牲精神。使徒彼得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 彼此
服事，作上帝百般恩 的好管家。”彼得前 四章十 耶 在差遣门徒出 之前 他
：“你 白白
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 太福音十章八 人若与基督有完全的同情，就不会有什么自私或排斥
他人的心。人若喝了生命活水，就要“在他里 成 泉源，直涌到永生。” 翰福音四章四 在他心中
的基督之灵，要像沙漠里的甘泉，源源涌出，使人人 醒，叫凡要渴死的人亟欲
生命之水。在
基督心中有仁 克己的精神， 同一的精神也激 了保 忍受百般的 苦。他 道：“无 是希利尼
人、化外人、 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 的 。”
一章十四 “我本来比 圣徒中最小的
小；然而祂
我 恩典，叫我把基督那 不透的丰富，
外邦人。”以弗所 三章八 {ST2 327.2}
我 的主定要祂的教会向世人返照我 从祂里面所得到的丰富充 。 我 不断地接受上帝的
恩，同 借着分
同 的恩慈，我 便向世人表 基督的 与福惠。当天庭全体都
起来，派
遣使者到天涯海角去推
救 大工之 ，永生上帝的教会也要与基督同工。我 是祂寓意之身的
肢体。祂是 ，管理全身各部的肢体。耶 ，本其无 慈悲 自在人心中作工， 行属灵的 化，
非常神奇，甚至天使都 异而欣 。 代表主品格的同 无私之 ，也当在祂真 门徒的生活及品
格上表 出来。基督期望人在世上就与祂的性情有份，
不但返照祂的荣耀而 美上帝，同 也
将天庭的光 照亮 黑暗的世界。 就
了基督的
：“你 是世上的光。” 太福音五章十四
{ST2 327.3}

“我 是与上帝同工的，”“作上帝百般恩 的好管家。”哥林多前

帝恩典的知 ，圣 的真理，以及今生的各
委托要用来荣神救人的。在一位不断地施恩
无 答 施舍的主，那真是再没有比 更冒
所；不但是居所，甚至于祂的国度也 成我
上，与基督克己 牲的精神有份。 {ST2 328.1}

三章九 ；彼得前

四章十

上

恩 ，──光阴、金 、才干、感力，──都是上帝所
人的上帝看来，人若自私自利地 断 些恩 ，而毫
可憎的了。耶
今在天上 一切 祂的人
居
的。凡要承受 些福气的人，就当在造福别人 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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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其

的呼声

当今是 容 期快要 束，恩典的最后信息向世人 出之 ，在基督的圣工上可 是空前地需要
克己 牲的努力。 当 其 的呼声从四面八方向世人 出，从本国的城市及 村而来，从大西洋与
太平洋的彼岸，以及各海 上而来，“ 你 到……来帮助我 。”使徒行 十六章九 我的心中便甚
激 。弟兄姊妹 哪，你 肯答
呼声么? ：“我 要尽自己之所能， 你 派布道士并送捐
款去。我 一定要在居室的装修，个人的穿戴，及 食的享受上尽力克己
。我 要将受托的
用在上帝的圣工上，也要毫无保留地献身作祂的工作。”圣工的需要 在我 之前；空虚的 房向
我 极哀切地求助。 今一元
于工作的价 ，要比将来十元 的更多。 {ST2 328.2}
作工吧，弟兄 ，当你 有机会之 ，当白日未 之前，作工吧!作工吧，因 “黑夜将到，就没
有人能作工了。”黑夜何 来到，你 是无法知道。 今是你 的机会； 当予以善用。若有人不能
自参加 方布道的工作，就当
朴的生活，把所 的 献出来。
可借着他 的捐款，送出
那些没有真理之光的人；他 也可以代付那些
作布道工作之学生 的 用。 当将你
所能省下的每一元 ，投 在天国的 行中。 {ST2 329.1}
“不要 自己
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 坏，也有 挖窟窿来偷；只要
宝在天
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 坏，也没有 挖窟窿来偷。因 你的 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
里。”

太福音六章十九至廿一

{ST2 329.2}

些 是耶
的。祂非常 你 ，甚至 牲自己的生命，以便你 能在祂的国度中与祂同居。
不可 忽祂直接的命令，
你 的主。 {ST2 329.3}
上帝呼召凡有地 房屋的人将
出 ，来投 供
方布道区域的大需要。一旦他 从 种行
上得到了真正 足的
之后，就要保持此路 通，而主委托他 的
也要源源流入 房。使

多人可以悔改。 些悔改的人也要挨次地 基督的 故 行克己，
，和 朴，亦可向上帝捐
献
。借着 明投 的 些 子，更有 多别的人也可悔改；
，工作便 此前 ， 明了感
激上帝百般恩 的心。于是施舍之主得了承 ，也因祂管家的忠心有荣耀
祂。 {ST2 330.1}

当我
上帝的圣工提出了 切的 求， 明本会各地教会的
需要之 ，凡相信真理而衷心
正直的人，必然深受感 。像基督所称 的那个 寡 把两个小 投入 中一 ，他 也要奉献，

虽在 困之中，亦必竭其所能。 等人往往刻苦了自己，甚至把生活上明明需要的 都献出；可是
同 却另有一些男女， 有房屋地 ，自私地
自己属世的 宝， 于信息及上帝没有足够的信
心，不肯将他 的
投于主的工作上。
最后一等的人，基督的 尤其切合，“你 要
所有
的周
人。”路加福音十二章卅三 {ST2 330.2}
有些

心，他
房屋

苦的男女写信向我

要 那
；你

教，是否要

房屋，捐款 教会。他

捐款的 求感

了他

的

百物之主有所 献。我愿
等人 ：“眼前你 的本分也
不必把你 的小
当 自向上帝求教；主必垂听你 迫切的祈祷， 你 智慧可明白自己的本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28&start_paragraph=1003612904&finish_paragraph=1003615864&references=1

Page 153 of 268

Ellen G. White Writings

12/16/13, 11:04 AM

分。”人若更多向上帝求天上的智慧， 而少向人求智慧，天上就会
卑 求的人。 {ST2 330.3}

下更

大的亮光，上帝也要

福

但 那些蒙上帝委托以房地
的人，我却能 ：“开始
吧，拿来周 人。不可 延。上帝期
望你 多献， 于你 向来所 意作的。”我 求你 有 的人，要切心祈祷
：上帝 于我和我
的
作。

所要求的范 是什么? 今 当作成的，就是那
一班人能在耶和 的大日站立得住的工
当投 于救人的工作上，那些蒙救的人也必挨次去 别人工作。 当赶快把上帝自己的
祂。 今
大大缺少上帝的灵，其原因就是 么多的人劫 了上帝的物。 {ST2 331.1}

从保 所形容的 其 教会的
上，有一个教
我 。他 他 “先把自己献 主。”哥林多
后 八章五 然后他 便切望把自己的
献 基督。“他 在患 中受大
的 候，仍有 足的
快 ；在极 之 ， 格外 出他
捐的厚恩。我可以 明：他 是按着力量，而且也 了力
量，自己甘心 意地捐助，再三地求我 ，准他 在 供 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哥林多后 八章二
至四 {ST2 331.2}

施舍的原
保 定了向上帝圣工捐献的原 ，并 明 于我 自己及上帝都有什么 果。“各人要随本心所酌
定的，不要作 ，不要勉强；因 捐得 意的人是上帝所喜 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
是真的。”“上帝能将各 的恩惠多多地加 你 ，使你 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 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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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你 凡事富
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 使感

于上帝。”哥林多后

九章六至十一

{ST2 331.3}

我 不 自 能做些什么，或献上些什么，就可以使我 配蒙上帝的恩眷。使徒 ：“你有什么不
是 受的呢?若是 受的， 何自夸，仿佛不是 受的呢?”当大 与以色列 百姓搜集了所
的材
料，要建造殿宇之 ，王就把 宝交 会 的族
， 心 喜感 上帝，并 出上帝子民所 永
在心的 ：“大 在会 面前称 耶和
：耶和 我 的父，以色列的上帝，是 当称 ，直到
永永
的。耶和 啊，尊大、能力、荣耀、强 、威 都是祢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祢的；……
在祢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祢。我 的上帝啊， 在我 称 祢， 美祢荣耀之
名。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 意奉献?因 万物都从祢而来，我 把从祢而得的献
祢!我 在祢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 列祖一 。我 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 存。耶和
我 的上帝啊，我
多材料，要 祢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祢而来，都是属祢的。我的
上帝啊，我知道祢察 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 意献上
里都 意奉献与祢。” 代志上廿九章十至十七 {ST2 332.1}

一切物，

在我喜

祢的民在

是上帝 百姓
了地上的 富，而且祂的灵已感 了他
意 殿宇献上宝物。 一切都属于
主的；如果祂属灵的能力没有感 人心，王的努力必 于徒然，殿宇也永无建立之日了。 {ST2 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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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一切上帝的福惠，仍旧是属于上帝的。祂把地上宝

，探 我
祂及感激祂 恩之心有多么深。 无
意的奉献。 {ST2 332.3}

美之物交在我 的手中，是要

宝物是

富或智力，都当献在耶

足前

我 没有人能够离得了上帝的 福，但上帝如果愿意那 ，祂却能不必假助于人而作成祂的工。
然而祂已把自己的工作交 每一个人，将宝 的 富及智力委托 人，委托人作祂的管家。我 靠
着祂的慈悲及慷慨，向上帝无 献上什么，都要 在我 的 上，看我 是忠心的管家。但我
当永
清， 种工作不是出于人的功 。人的才智无 多么高，他的禀 无一不由上帝所 ；如
果 些表明祂眷 宝 恩物，不受人的感激及善用，祂也能予以收回的。上帝的天使，他 的
没有受 罪的蒙蔽，承 上天
各种才能之目的，就是要善用它以增加 大施舍之主的荣耀。上
帝的 治权，是与人类的幸福攸关。一切受造之物的
与福气，就是上帝的荣耀。何 我
法
增 祂的荣耀，我 正是 自己 我 所 受的最高的福利。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 哪，上帝要求
我 将所受于祂的每一功能，每一恩 ，奉献 祂服
而来，我 把从祢而得的献 祢。” {ST2 333.1}

。祂要你

与大

同 的

：“万物都从祢

四十五表 在基督里的上帝之品性
(
救主

道：“

自

言卷五, 七三七至七四六，一八八九年著) {ST2 334.1}

祢独一的真神，并且

祢所差来的耶

基督， 就是永生。”

翰福音十七章

三 上帝也借着先知 道：“耶和 如此 ，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
口， 主不要因他的 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 明，
我是耶和 ，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
慈 公平和公 ，以此夸口。 是耶和
的。”耶利米 九章廿三，廿四 {ST2 334.2}
若没有神圣的帮助，无人能 到 种
上帝的地步。使徒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
上
帝。”哥林多前 一章廿一 基督“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祂造的，世界却不
祂。” 翰福音一章

十 耶
祂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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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福音十一章廿七 在祂未 入客西 尼园的阴影之前，末次 门徒祈祷 ，救主 目望天，心中可
怜堕落人类之无知， 道：“公 的父啊，世人未曾
祢，我却
祢。”“我已将祢的名指示他
。” 翰福音十七章廿五，廿六 {ST2 334.3}
从太初以来，撒但 心

要引人忘

上帝，以便攫取他

己。因此他

法 表上帝的品格，

使人 于上帝存一种
的 念。 在世人的心意中， 造主被蔽以邪 之灵自己的特性── 制，
酷，及不 恕的；以致人会怕祂，避祂，甚至于恨祂。撒但希望凡被他迷惑的人，心志昏昧，故意
置上帝于他 的知 之外。于是他就会在人的身上消 了上帝的形象，而在人的心灵上印以自己的
式，浸染以自己同 的精神，并任意俘 他 。 {ST2 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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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借着 表上帝的品格， 惑人 疑上帝， 探夏娃去犯罪。因 罪的 故，我 始祖的 筋
昏迷了，天性堕落了，并由自己狭窄自私之心来形成他
上帝的 念。及至人在罪中大胆妄 ，
于上帝的
与敬 就从他 的心 之中磨 了。“因 ，他 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
祂，也不感

祂。他 的思念

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一章廿一

{ST2 335.1}

有 候，撒但争取管理人类的权柄，仿佛是成功了。在基督第一次降世之前的那些 代中，世界
好像几乎完全由黑暗之君所操 ，他
人的权力来 治，好像是因我 始祖的犯罪， 世界的
国度已成了他的合法之物。甚至于与上帝立 之民，就是上帝曾
来保全世人
真神的百姓，
都已离开祂 么 ，以致 上帝品性真
念已 失殆尽。 {ST2 335.2}
基督降世是要向世人 明上帝是 ， 有慈悲，怜 ，同情的上帝。撒但所尽力 罩上帝宝座的
云黑 ，被世界的救 主 散了，天父又再度向世人 出是生命之光。 {ST2 335.3}
当腓力来到耶 的面前 求 ， “求主将父
我 看，我 就知足了。”救主回答他 ：“腓力，
我与你 同在
久，你 不
我么?人看 了我，就是看 了父；你怎么 ，将父
我 看
呢?” 翰福音十四章八，九 基督宣称自己是奉派来世上充当父的代表。从祂高 的品格上，从祂
的慈悲与怜 上，从祂的
帝的形象。 {ST2 335.4}

与良善上，祂站在我

表

在救

之前乃是完全至圣之具体的

的

，所不能

之上

划中

使徒 ：“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哥林多后 五章十九 我 只有在思想到救 的
大 划上，我 才能 于上帝的品性有正确的
。 造之工是祂 的表 ；但惟有那拯救犯罪沉
人类的上帝之恩 ，才能表明上帝慈悲怜 的无 深度。“上帝 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
他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 亡，反得永生。” 翰福音三章十六 当上帝的律法得到
，律法的公
正得到 明之 ，罪人方能得到赦免。天庭本身所施的最宝 恩 ，已 沛然下降，使上帝“ 明祂
的

，使人知道祂自己
，也称信耶 的人
。”
三章廿六 人借着 恩 得以从罪的
与堕落中超升，成 上帝的儿女。保
：“你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 呼叫阿爸，
父!”
八章十五 {ST2 336.1}
弟兄 哪，我与蒙 的 翰一同 求，你 看“父
女。” 翰福音壹三章一
是何等的 ，何等无比的

我 是何等的慈 ，使我 得称 上帝的儿
，使我 虽是罪人及外人，仍能 向上帝，

并被接 祂的家庭中!我 能用 密的名号称呼祂 “我 的父”， 是一种表号，表明我
祂的
情，及保 祂 我 的怜恤与 切的关系。 上帝圣子看到 些恩典的后裔，“称他
弟兄，也不以
耻。”他
于上帝有更 密的关系，甚至比那些未曾堕落的天使更好。 {ST2 336.2}
代以来流 人心的一切父子之 ，及
人性的一切慈善之泉，若与上帝无 无尽之 相 ，
犹如涓涓小川之与浩浩海洋之比而已。口舌不能形容；笔墨也无法描述。你可以在有生之日去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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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你可以殷勤研究圣 以求明白；你可以集中上帝所 你的每一分力量与才能，竭力去了解天父
的大 与慈悲；但它仍是永无止境。你可以 年累月地研究那 ；但却不能完全了解上帝 牲祂的
儿子 世人而死的 ，是何等 ， ，高，深。永恒的 月，始 无法完全表明出来。然而我 若
研究圣 ，默想基督的生平与救 之 划， 些 大的 目就要愈久愈 迪我 的悟性。我 也可
以承受保 昔日 以弗所教会所祈求的福气，“求我 主耶 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 人智慧
和 示的灵
你 ，使你 真知道祂；并且照明你 心中的眼睛，使你
望，祂在圣徒中得的基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祂向我
信的人所
弗所 一章十七至十九 {ST2 337.1}

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
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以

撒但不断地
，如何可使那些阻止人
上帝的事 占据人的 筋。他 法使人一直思想那些
会蒙蔽人悟性及沮 人心灵的事。 我 是居于一个引 基督徒及使其灰心之影响所包 的罪
坏
之世界中。救主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多人的

心才

冷淡了。”

太福音廿四章十二

{ST2 337.2}

思想上帝的

与权能

多人注目于周 可怕的罪 ，及各方的叛道与 弱，他
些事，以致心中充 了 苦与
疑。他 的 筋老是最先想到那大 子的杰作，念念不忘自己灰心失意的
，同 似乎是失去
了眼光，看不 天父的权能与其无比大 。 一切都正合于撒但的心愿。何 我 想到公 之
有极大的权力，同
上帝的 及大能却少予注意，那就是一种
。我
当
基督的大能大
力。我 完全无力救自己脱离撒但的掌握，但上帝已指定了一条逃生之路。至高者之子有力
作 ，借着“ 我 的主”，我 可以“得 有余。” {ST2 338.1}

我

我 若常常 想自己的 弱与冷淡退后，并 撒但的能力而 息，就不会有属灵的力量。主 我
所作之 牲的功效，
大的真理，我
当奠定在自己的心意中，作活
存的原理。因凡照
祂的 所提明的条件而来到上帝面前的人，祂能够而且一定要救他 到底。我 的工作就是将自己

的心意参加在上帝的旨意 一 。然后，借着救 之血，我 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借着基督，我
成 上帝的儿女，并得到保 ，确信上帝要 我 ，正如祂 自己的圣子一 。我 与耶 合而
一。我 行在基督所引 的路上；祂有权柄能 散撒但投在我 路上的黑影； 并且有祂荣耀的阳光
照亮我 的心，取代了黑暗与
。 {ST2 338.2}
因

必永

基督是我 的 ，我 的指望就可以不断地加强。惟愿我

的信仰奠定在 根基上，因它

立。我 不要注意撒但的黑暗或惧怕他的权力，乃当开心接受基督之光，
祂是高于撒但的一切权力，祂援助的膀臂必支持一切信靠祂的人。 {ST2 339.1}

它照向世人，

耶
：“父自己 你 。”我 的信仰若借着基督而奠定于上帝之中，就必
“如同灵魂的
，又 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作先 的耶 …… 我
入幔内。”不 ，将来有 多不幸的事
要 到我 ；我 必遇到苦 ；但我 当将一切，无 大小的事，都交于上帝。祂不会因 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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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愁万苦而茫然无措，也不会被我 的重担所 倒。祂留心照 的范 ，遍及每一家庭，包括每一
个人；祂关 我 一切的事及我 的 患。祂 下每滴眼泪；祂体恤我 的 弱。我 今生所遇到
的一切苦 及磨 ，都是 祂 可的， 要
祂 我 的旨意，“使我
，就可分享那在祂面前得到的 足喜 。 {ST2 339.2}

仰望与

在祂的圣洁上有份，”

化

“此等不信之人被 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 。基督本是上帝的
像。”哥林多后 四章四 但圣 用最有力的口气向我
明了
上帝是何等的重要。彼得 ：“愿
恩惠、平安因你
上帝和我 主耶 ，多多地加 你 。”“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
的事
我 ， 皆因我
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 的主。”彼得后 一章一，二 圣 也吩咐
我 ：“你要
上帝，就得平安。” 伯 廿二章廿一 {ST2 339.3}
上帝已命令我 ，“你 要圣洁，因 我是圣洁的。”彼得前 一章十六
有一位蒙圣灵默示的
使徒 ，“非圣洁没有人能 主。”希伯来 十二章十四 圣洁是与上帝相合的。上帝在人身上的形象
被罪所玷 而几乎涂 了；福音的工作就是要恢复那已 失去的；我 也是在 种工作上要与上帝
的能力合作。我 若不
上帝，怎能与上帝相合，怎能接受祂的形象呢?基督降世向我 表明的，
就是 种知 。 {ST2 340.1}
多人 于基督崇高的品性及其
，
浅薄，以致自己的宗教
有限，并在属灵生活的
展上大有妨碍。在我
等人之中，个人 切的宗教
已 于低潮。 今有 多的形式， 多的
机 ， 多口 上的宗教；但我 却当有些更深刻而更
的 西，加入我 的宗教
中。本会
一切的工作，本会的出版社，本会的学校，本会的医院，以及其他 多， 多
的条件，我 都
当善用以力求 展， 超 眼前的地步。 {ST2 340.2}
基督徒今生的工作就是向世人表 基督，在生活及品格上 明那 福的耶 。上帝若已
我
亮光，就是要我 可以将光 示 别人。但我 工作的效果，若与我 已得的亮光，及上帝 我
去感触人心的机遇相比，那真是微乎其微，太 于渺小了。上帝原欲我 将祂 我 明白的真理，
生更多的果子， 于 在所表 的。但是，我 的心意中若充 着 愁苦 ，常想周 的黑暗邪
，我 怎能向世人代表基督呢? 我 的
怎能有力量去救人呢?我 的需要，就是借着
的知
，去
由圣灵

上帝在基督里所 明的大 和能力。我
当殷勤而虔 地研究圣 ；我 的悟性必
醒，我 的心灵必 借着信心，指望，及不住的 美，而高 到上帝之前。 {ST2 340.3}

借着基督的功 ，借着祂的公 ，就是因信而
我 的，我 就可 到基督徒完全的品格。我
每日每 的工作，正如使徒的 所 的，“仰望 我 信心 始成 的耶 。”希伯来 十二章二
当我 如此行， 筋就更清楚，信心就更 强，而希望也便确定了。我 既
全神 注于祂的
洁
的

美，以及祂 使我
向了。 {ST2 341.1}

与上帝和合而作之

牲，以致我 就没有兴趣去

那些疑惑及灰心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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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 ，慈悲，与良善的 明，以及圣灵光照再造人心的工作，使我 因信而与基督作
密
切的
，以致 于祂的品格有清明的 念，我 就能看透撒但的重大
。仰望耶 ，信靠祂的
功 ，我 就可享受光明，平安，及在圣灵中的喜 等福气。我
于基督 我 所作何等的大
事，不禁要喊着 ：“你看父
我 是何等的慈 ，使我 得称 上帝的儿女。” 翰福音壹三章一
{ST2 341.2}

弟兄姊妹 哪，我 借着仰望才能有改 。借着思想上帝及我 救主的 ，借着默想上帝完全的
品格，并因信要求基督的 作 我 的 ，我 就可蒙改 有同 的形象。我 且莫将一切不快
的影像──罪 ， 坏，失望，撒但权力的凭据等等──挂在我
堂的 上，
它， 它而
哀 ，以致我 的心灵上充 了沮 与失望。一个灰心的人就是一个黑暗的物体，不但他自己不能
接受上帝的光，反而阻 了别人也得不到。撒但 于 到自己 利的景象所起之作用，使人灰心及
失去了信心。 {ST2 341.3}

心

意之景象

感 上帝，祂
我
多更光明更
的景象。但愿我 将祂 的保 收集起来，
珍 的
宝物，俾 常不断地
。上帝圣子离开父的宝座，人性披盖了神性， 要救人类脱离撒但的权
；祂 我
，向人类敞开天门，使人的眼光能 到上帝 露其荣耀的 室；把犯罪的人类从
被罪所投陷的
深坑中救拔，使与无 之上帝再有
，并在因信救 主而忍受了上帝的
之
后，得以披上基督之 ，并被 到祂的宝座之前── 些都是上帝要我
心 意之美
我 不是 念所 的，乃是 念所不 的，”
就可
“我
至 至 的苦楚，要
重无比永 的荣耀。”哥林多后 四章十八，十七 {ST2 342.1}

景。“原来
我 成就极

在天上，上帝是 乎万有之中。在那里，最高的权力就是圣洁；无物可破坏与上帝之 的完全和
合。如果我 真是朝向彼 前 ，天庭的精神就要充 我 今生的心上。我
今若不能在思想天

庭事物上得到喜 ；如果 于 求
上帝上不感兴趣，在仰望基督的品格上不感 愉快，如果我
圣洁的事无 于衷──那么，我 就确 知道，我
于天上的希望是虚空的了。 在基督徒面前
常存的崇高目 ，就是凡事与上帝的旨意完全和合。他喜
上帝，
耶 ，以及
基督
祂的人所
的福
洁家 。人若思想 些 目，
上帝有福的保 ，那就成了使徒所形容
的 悟到“来世权能”的人了。 {ST2 342.2}
今在我 之前的，是 大斗争决 之日，撒但“行各 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
行各 出于不 的
，”来 表上帝的品性，以便能迷惑人，甚至“倘若能行，
民也就迷惑
了。”若果从来有一等人需要从天而来不断增加之亮光的 ，那就是当此危
代，蒙上帝呼召保管
祂神圣律法，及在世人之前辨明祂品性的人了。凡蒙
圣洁委托的人，必 受他自称相信的真理
所 化，成 属灵的，高尚的，及生机蓬勃的。 {ST2 343.1}
昔日保

写信

歌 西的信徒 ，我

“

你

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

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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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你 行事

地多知道上帝。”

人 得起主，凡事蒙祂喜悦，在一切善事上

就是今日教会空前最大的需要，也是上帝最切望她 当享受的

果子，

。 {ST2 343.2}

四十六道成肉身
(

自

言卷五, 七四六至七四九，一八八九年著) {ST2 344.1}

在救
划中，最宝 及最奥秘的真理之一，就是 到神性与人性的 合。
的，“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 然：就是上帝在肉身
。” {ST2 344.2}

就是保

当

所

真理 于 多人是一种引起 疑不信的因素。当基督来到世上，──祂是上帝之子，又是人子
──当 的人不明白祂。基督屈身采取人性，以便能接近堕落的人类，并救拔他 。可是人的 筋已
被罪 蒙蔽，他 的官能麻木，他 的
，以致看不透祂人性遮掩下的神性。因 他 缺少
种
之力，以致祂所要 他 成就的工作便遭受阻碍；同
要加强祂教 的力量起 ，祂往
往必 表明及
自己的立 。在提及自己奥秘神圣的品格上，祂 法引 他 的思 ，俾易接受
真理之力的

化。 {ST2 344.3}

再者，祂又用他 所熟 的自然界百物来 明神圣的真理。人的心地
番
，就可接受好
种。祂使听
得，祂的利益是与他 的合一，祂的心弦是与他 的甘苦共 。同 他 又 到祂
所表 的权能与卓越， 超 他 最尊敬的拉比 所有的。基督的教 ，都含有 朴，庄 ，及人
从未知道之能力的特 ， 以致他 不由自主地
：“从来没有象祂
的。”百姓喜 听
祂的 ；但祭司及官
──自己未尽其
引群 离开他 去追随生命之光。由于他
了救 主。 {ST2 344.4}

真理之 任──竟恨基督把 恩典 明出来了，因而吸
的影响所及，犹太 国的人便看不透祂神圣的品性，拒

神性与人性

合

在基督身上所 明的，神性与人性的 合，也在圣 之中 明出来。凡所 明的真理，“都是上帝
所默示的，”但也是借人的言
表，以切合人的需要。
，圣 便可被称 上帝的 ，象基督被
称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 中 ”一 了。 翰福音一章十四
事 不 被用 攻 圣 的
据，反当加强人的信心，相信它是上帝的 。人若批判上帝所默示的圣 ，接受某些部分 是属于
上帝的，同 拒 某些部分 是属乎人的，他 乃是忽略神性的基督采取我
类
事 了。在上帝救 人类的工作上，神性是与人性配合的。 {ST2 345.1}
圣

上有很多部分是 疑家所

的人性，俾能接近人

非出于灵感的，然而 些部分在适 人类的需要上，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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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向信 祂之儿女所
的安慰信息。从使徒彼得的 史上，我 可以得到一个美妙的例 。当彼
得在 牢中，等待次日被提出 死之 ，他在夜 “被两条
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
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 ，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

：‘快快起来’。那
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使徒行 十二章六，七 彼得忽然 醒， 到土牢
中光明照耀，以及天使所 的天庭之荣美，便很 异。他不明白
情景，但却 得自己被 放
了。他在昏惑与 喜之中尽可以步出牢 ，而身受寒夜冷 的侵 。但上帝的天使却注意到 一切
的情形，便慈心 念使徒的需要， 道：“束上 子，穿上鞋。”八 彼得机械式地服从了；但他因天
庭的荣光而狂喜，竟忘 拿起自己的外衣。天使随即吩咐他 ：“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
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作是真的，只当 了异象。 了第一 、第二
牢，就来到 街的 门，
那门自己开了。他 出来，走 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八至十 使徒
了自己 独站在耶
路撒冷的街道当中。“醒悟 来， ，我 在真知道，”── 不是一 梦或异象，而是 在的情形，
──“主差遣祂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十一 {ST2 345.2}
疑家也

会

种思想， 一个从天而来的光荣的天使，竟会 么无微不至地关心到凡人的

些卑俗的需要， 个故事是否出于灵感， 有可疑之 。然而上帝本其智慧，将 些事
在圣
史中，不是 天使的益 ，乃是 人的益 ，使他 在自己必
苦 之 ，可从上天知道一切
的
的思想中得着安慰。 {ST2 346.1}

耶 向门徒宣告 ，若非 天父的 可，一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如果上帝能关 空中小 的
需要， 也会更关心凡可成祂国民及因信祂而成永生后嗣之人了。唉，只要人心能 悟──照着有涯人
类的 力， 于救
划所能想到的程度去 悟──耶 怎
自采取人性的工作，及由 种奇妙的
卑而来的何等成就，那么，人的心就要 感激上帝大 之念所融化，并要虚心 美那 明 奇妙
恩典的上帝大智大慧了! {ST2 346.2}

四十七上帝 念其工作
(

自

言卷五, 七四九至七五四，一八八九年著) {ST2 348.1}

当以
年 的 候，就在困 及失望的 境之下，奉召担任先知的
。他的国家受着不幸
的威 。犹太人既因干犯上帝律法而 失了主的保 ， 述的
又将 攻犹太国。然而 仇 的
危
不是最大的困 。那使主仆人深感 郁的，倒是百姓的 梗背逆。因他 的背道及反叛，招
来了上帝的刑 。 位青年的先知奉命向他
出警告的信息，他也知道自己必遭 固的反抗。当
他看到自己，并想到自己所要服 之民是何等的 拗不信，便不禁 栗起来。在他看来，他的工作
几乎是无望的。他 否灰心而放弃自己的任 ，听凭以色列人去拜偶像而不加以阻
微的神明 管全地而 蔑天上的上帝呢? {ST2 3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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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站在圣殿的走廊下， 一类的思想
了他的 海。忽然之 ，圣殿的门和内幕好像被掀起
或是推开了， 他能 到内部的至圣所，也就是 先知的脚也不能 去的地方。在他面前 出一
异象，耶和 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祂的衣裳垂下，遮 圣殿。在宝座的每一 有撒拉弗掩 ，用两
个翅膀遮 ，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 翔。 些服役的天使 起庄 的
之声 ，“圣哉，圣
哉，圣哉，万 之耶和 ； 祂的荣光充 全地，”直至门 ，柱子和柏 的门，都似乎被声音所震
，殿里也充

了他 的

美。 {ST2 348.3}

以
从来没有
完全明白 耶和 的 大及全然圣洁；他 得自己 人的 弱不配，在上帝
面前必要 亡，便喊叫 ，“ 哉，我 亡了!因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
我眼 大君王万 之耶和 。”以
六章三，五 后来有一撒拉弗 到他的眼前，
他承当
起他的重大的使命，便从 上取下一
炭来沾他的唇， ：“看哪， 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
除掉，你的罪 就赦免了。”及至听 上帝的声音： ，“我可以差遣 呢?
着圣洁的自信心回答 ，“我在 里， 差遣我。”七、八 {ST2 349.1}

肯 我

去呢?”以

那列 攻 犹大的地上列强算得什么?以
在他使命上所要遇到的反 与抵抗算得什么?他已
大君王万 之耶和 ；他已听 撒拉弗的歌声，“祂的荣光充 全地；”先知已受了鼓励，有勇气
行当前的工作了。在他一生 期辛苦的使命中，他始 念念不忘 个异象。 {ST2 349.2}

以西

的异象

那悲哀流亡的先知以西 ，在迦勒底地方得到一个异象， 他同 的教 ，要信靠以色列大能的
上帝。当他在迦巴 河 的 候，好像有一 旋 从北方刮来，“随着一朵包括
火的大云，周

有光 ，从其中的火内 出好像光耀的精金。”有四个活物推 着 多奇形怪状的 子， 中套 。
在 一切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人的形状。”“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 着火炭的形状，又如
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 上去下来， 火有光 ，从火中 出
。”“在基路伯翅膀之下， 出
有人手的 式。” {ST2 349.3}
些

子，

以西

到

中套 ，

非常复 ，以致以西

初

之下，

得完全是混乱的。但到了行

之

，却 出是美妙精确与完全地和 。天上的 灵推
些 子，在
之上有仿佛 宝石的荣耀
宝座，其上坐着亘古常在者；在宝座四 有虹
， 是恩典与 的象征。以西 被 个 人的荣
耀 面所震 ，俯伏在地，后来有声音吩咐他起来，听主的 ，于是就有个警告以色列人的信息
他。 {ST2 350.1}
异象 ，他的心中充

了 苦的

感。他 到他列祖所居之地荒 了，那素来人

烟稠密的城邑， 已荒凉。城中也听不到
之声及
之歌。先知自己在那盛行着无 野心与野
蛮残暴之异
客。他所耳 目 的尽是霸道与邪 ，使他 心如焚，日夜哀哭。但那在迦巴 河
他看的奇妙表号，向他 明了一种比地上君王能力更强的 治万有之能力。在 述与巴比
的 傲暴君之上， 有慈悲与真 的上帝作王。 {ST2 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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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好像很混乱而复 的 子，其 是在一双无 的手臂之下指 着。主向他 明，那
些 子的， 乃是上帝的灵使之从混乱中生出和 来；照 ，全世界也在祂的掌管之

下。无数荣耀的圣者随

听祂的命令，去

弃 人的权力与政策，使祂忠心的子民得到益

。 {ST2

350.3}

向余民教会作同

的保

照 ，当上帝将要向蒙 的 翰展示未来各代教会之 史 ，祂也 他 明“有一位好像人子”在
那代表教会的灯台中行走，来保 救主 祂子民的关切与
。 翰一面蒙 示 到教会与地上权
力作最后的大斗争，一面也得了 可 到忠心之人的最后 利与得救。他 到教会要与 及 像作
殊死之斗，并以死刑来强迫人拜 。但他却遥瞩
火烽烟， 到一群人与羔羊同站在 安山
上，他 不但没有 的印 ，倒有“父的名写在 上。” 示 十四章一 他也 到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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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唱着摩西与羔羊的歌。 {ST2 351.1}

些教 是 我 的益 。我 必
信上帝，因 在我 前面有一个磨 人灵性的 期。基督
曾在橄 山上， 述 在祂复 之前的可怕灾 ：“你 也要听 打仗和打仗的 声。”“民要攻打
民，国要攻打国；多 必有 荒、地震。 都是灾 的起 。” 太福音廿四章六至八
些 言虽
有一部分在耶路撒冷城被

了，但用于末后的日子却尤

重大事正在
我

正是站在

重大事的门 之前。

切合。 {ST2 351.2}

到了

言正在迅速地

着。主已在门口了，不久在我

当前就

要展开一段使凡活着的人不 关切的 期。以往的一切斗争都要重演； 多新的斗争也要爆 。我
世代所要表演的几幕，乃是从来没有梦想 的。撒但正在利用人类来作他的工具。那班尽力要
改 “ 法”并 法要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的人，他
不明白此 的 果是什么。 危机正在我 之
前。 {ST2 352.1}
但上帝的仆人决不可在

大危机中信靠自己。在

以

，以西 ，及

翰的异象上，我

看

出天庭是与人
生的大事有何等密切的关系，以及上帝 于忠心事奉祂的人是多么的关切。 世
界并非无主。未来大事的 目是操于主的手中，列国的命 及祂教会的福利，都操在天庭之君自己
的掌握中。 {ST2 352.2}

我 在主的工作上自己太 于担心，焦急了。有涯的人类无 去 起 任的重担。我 必 依靠
祂，相信祂，往前 行。天庭使者不倦地守望，不停地 世人服 ，向我
明上帝的手正是指
着

中套 的 子。神圣的教 正在 每位在祂工作上的演
，犹如昔日 古列
：“你虽不
我，我必 你束腰。”以
四五章五 {ST2 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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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西 的异象中，上帝放祂的手在基路伯的翅膀之下。 是教祂的仆人 知道，那叫他 成功
的，乃是上帝的力量。如果他 除掉不 ，在心地与生活上 洁，祂就要与他 同工。 {ST2 352.4}
那在活物之 来往，快捷如
的明光，是表明圣工 必前
到成功。那位不打盹，而正是
工作以期
其 划的主，必能和
利地推
大的工作。在有涯人类的思想中看来是

复

的事，上帝的手都能 理得十分有条不紊。祂能想出 般方策来挫折
残害祂子民的阴 。 {ST2 353.1}

人的

，祂会混乱他

弟兄 哪， 今没有
你去哀
，或屈从于疑惑不信之中了。今日的基督，已不是在
瑟新坟中被大石和
封条困住的救主了；我 有一位复活的救主。祂是君王，是万 之主；祂坐
在基路伯的中 ；并在列国 攘 乱之 ，祂仍然
祂的子民。那管理 天之主乃是我 的救
主。祂衡量每一个
。祂注 那必定
每个心灵的炉火。及至列王的堡 被打破，及至上帝忿
怒之箭 穿了祂 人的心，上帝的子民就必在祂的手中安 无 了。 {ST2 353.2}
在上帝的
之下：由于有些工人的不献身，事情有 会
了。你也 可 别人 行的 果而
心落泪，但却不必
。 工作是在有福之主的
之下。祂所要求的，就是工人 到祂面前来
听命令，并按祂的指 行事。各部分的工作──本会的教会，区会，安息日学，各种机 等──都是

祂存 在心的。何必
呢?你那想望教会活 有生命的 腔 忱， 当配合完全信 上帝之心；因
那 大的背 重担者 ，“离了我，你 就不能作什么。” 翰福音十五章五 “跟从我来。”祂
路，我 要跟从祂。 {ST2 353.3}
但愿没有一个人 度 用上帝
他的精力，想更迅速地推 主的工作。因 人力并不能催促圣
工；必 与天上智者的力量配合方可。只有
，上帝的工作方可 到完全的地步。人不能作上帝
那一部分的工作。保 可以撒种， 波 可以 灌，惟有上帝叫他生 。人 当存 一温柔的心与
神力合作，
克尽所能，并常常承 上帝是大工 。他不可存自恃的心，因 那 ，就会消耗了
他的潜力，并破坏他的智力与体力。 使是 今一切 有最重 任的工人 都离开了，但上帝的工
作仍必前 。因此，我 的工作 忱 当与理性相配合；也要停止去作那只有上帝自己才能成就的
事。── 言卷七, 二九八，一九 二年著 {ST2 354.1}

四十八余民教会不是巴比
(

自致牧 之

言, 三六至六二，一八九三年初版) {ST2 355.1}

多年以来，我曾作
，若有人起来自称 有大光，而同 却主 拆 主借祂人 代表所已建
立的， 等人乃是大受欺 ，而不是站在基督立 上与祂同工的。那些 称基督复 安息日会就是
巴比 ，或 有些部分是巴比 的人，他 最好是留在家里， 他 停下来想一想，在 个 代中
所

的是什么信息。他 不但没有与神圣的代理者合作，

一等人可在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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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反而是与那日夜在上帝面前控告弟兄者采同一的立 了。…… {ST2 355.2}
在教会中虽有邪 的事存在，并且 种情形会一直
到世界 局之日，然而教会在此末世 代
中， 于那被罪
及堕落的世界，仍不失其 世界之光。 个 弱的，有缺欠的，需要
，
警告，及 戒的教会，乃是基督在世上所最关切的唯一目 。世界乃是一个工 ，借着神人双方之
代理者的合作努力，耶 正 用祂的恩惠及神圣慈悲在人心从事
的工作。 {ST2 355.3}
天使

到那些皈依上帝的人在品格上所起的

化，便甚 奇，而唱出

的歌，

美上帝及羔

羊，以表 他 的快 。他
到那些在本性上是可怒之子的人，悔改成 基督的同工，引人 向
上帝。他
到那些原在黑暗中的人成 明光，在邪 悖 世代的道德暗夜中大放光明。 他
到
些人以基督同 的
来准 ，好与他 的主同 苦，将来也必在天上与祂同享祂的荣耀。 {ST2
355.4}

上帝在地上有一教会，高 被人蹂 的律法，并向世界指明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羔羊。教会是
基督丰富恩典的托管者，并且借着教会， 必彰 出上帝 世人最后的丰盛之 ，使世界被其荣耀
所光照。基督祈求上帝，使祂的教会合而 一，象祂与父合而 一一 ， 祈祷 必得到 允。圣
灵必沛然大降，不断地供 上帝的子民，他 要在世上作
， 明上帝使人得救的大能。 {ST2
356.1}

今世上只有一个教会，站在破口之 ，修
笆，建造久已荒 之地；若有任何人叫世人及其
他教会去指出 教会，申斥其 巴比 ，他就是与那控告弟兄者作同 的工作。在我 之中， 可
有人起来， 悖 的事， 表撒但所要向世人散布的，关乎那些守上帝 命及信耶 真道的 点呢?
道没有足够的工作，可以 足你 的 心，去向那在异端黑暗之中的人
真理么? {ST2 356.2}
你 受命作 金 和才干的管家，竟 用主的
来散播异端。 世之人痛恨那些宣 上帝律法
有 束能力之人，凡效忠耶和 之教会必参加一种非凡的斗争。“因我 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 ，乃
是与那些 政的、掌权的、管
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 魔争 。 以弗所 六章十二
凡是
争性 的人，必不 移其武器，以与 斗之教会
，乃欲 其全力与上帝子民共
同作 ，抗拒邪 的 盟。 {ST2 356.3}
那些号称受上帝的引 及教 ，而又同 兴起
自己个人
之信息，从事特别的工作，破坏
上帝 年所建 的， 等人不是 行上帝的旨意。 知， 些人乃是站在大 子的一 。不可信从
他 。他 乃是与 上帝及真理之人 合。他 要 笑 道人的 分，而 之 祭司制度。 当
离他 ，不与他 的信息有份，不管他 是多么地会引用“ 言”来捍 自己。不可接待他 ，因 上
帝没有交 份工作 他 去作。 分工作的 果，将使人不信“ 言”，他 也要尽其力之所能，使我
年所从事的工作 于无效。 {ST2 357.1}

我一生几乎都是 心致志于此 工作，可是由于有人兴起
上帝从未交 他 的信息，往往加
重了我的担子。 等邪 的分子， 用了“ 言”的某些部分，作 他 异端邪道的骨架，借以加强其
假
之影响力。及至他 的信息 出是异端之 ，“ 言”也被异端所拖累，而遭受同 的
。他 所引的 些“ 言”乃是未 我的同意，擅自摭拾我的私人函件而成，世人昧然不知此事，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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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些 凭据， 明我的工作乃是虚 的，不是出于上帝或真理的。他
辱，将来 要在上帝面前 他
在所行的事
。 {ST2 357.2}

使上帝的工作蒙受羞

上帝有一教会，在会中亦有神圣委派的 分。“祂所 的有使徒，有先知，有 福音的， 有牧

和教 。 要成全圣徒，各尽其 ，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
人在真道上同 于一，
帝的儿子，得以 大成人， 有基督 成的身量，使我 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
和欺
，被一切异教之
， 来 去，就随从各 的异端，惟用 心
，凡事
，
首基督。”以弗所 四章十一至十五 {ST2 357.3}
主已指派了代理的机 ，并有一个教会虽是

上
的法
于元

逼迫，争斗，及幽暗而仍然生存着的。耶

教

会，并 教会舍己，祂要充 ，
，使她尊 而高尚，俾能在今世 坏之
中 立不拔。上帝
所指派的人，已奉命去以警醒 忍的关 使教会不至 撒但
所 覆，乃要屹立世上，
上帝
在人 之荣耀。在教会与世界之 ，永 是有强烈斗争的。心思与心思相 峙，原理与原理相抗
衡；真理与异端相 ， 在已 开始，且快要 到 点的危机之中，
丰富的人 就要担任上帝
所委派的工作，看守他 将来必要交 的生灵。…… {ST2 358.1}

但愿人人都能 会我 在所写的 。那些与上帝同工的人，不 是祂的工具而已，他 本身并未
具有那种特殊的恩典或圣洁之本 。他 只有在与天庭智者合作之 ，才是成功的。他 无非是瓦
器，上帝真理宝物的 藏之所而已。保 撒种， 波
灌，只有上帝能使其生 。 {ST2 358.2}
上帝借着祂所委派的代理者 言， 无 任何人，或任何 体，勿因拒 听受上帝 派之使者口中
所 主的圣言，而
了上帝的圣灵。人 拒 不听上帝的信息，就是自囚于暗室之中。他
上
帝委派之代理者
耀。 {ST2 358.3}

示不敬，乃是自 其灵性于 恩厚福之外，并劫 了那本当 到基督身上的荣

上帝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然而撒但却是一个警醒永不打盹的仇 ，常在人类心思上下
苦工，想 一片能撒播他稗子的土地。他若能物色到什么可 他服 的人，便要向他提出意 及邪
，并使他 心
异端。真理不但
人悔改，也是
受真理者作洁 的工作。耶 已警告
我

，当防

假

傅。 {ST2 359.1}

自本会工作开始以来，
有人起来提倡新奇 人的理 。但那些号称信仰真理的人，若肯去
有
的人，肯存虚心 教的精神去 究圣 ，用真理之光及借那素来殷勤研究圣 的弟兄 之
助，来
他 的理 ，同 并向上帝祈求，
， 是主的道呢?抑或是撒但要引我走的邪道
呢?
，他 就会接受光明，并逃避
的 网了。 {ST2 359.2}
惟愿本会的一切弟兄姊妹 防 有人起来，因 欲使主复 的
，或是关乎其他含有特别意
的
起 ，而 主定下 辰。因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 候、日期，不是你 可以知
道的。”使徒行 一章七 假教
也 表示 上帝的工作很 心，也肯花 把自己的理 公 世人
及教会之前；可是他 因把异端与真理相混，所以他 的信息就是一种欺 ，必 生灵陷入迷津。
我 当 付并抗拒他 ， 并非因 他 是坏人， 乃因 他 是虚 的教 ，并尽力用真理的
来加印在异端邪道上。 {ST2 3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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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真理瑰宝堆
，借以使人 在圣洁之信仰上得以丰 ，竟有人要
多痛苦，
去 掘一些异端邪 ， 真是多么可怜啊!他 不教 真理，反而沉思默想于新奇之 ，置身于与那
些上帝用以 人登于真理高台之上的人 不合 的地步。他 把所
的，有关一心一德的各种
，都弃置一旁，蹂 基督的祈祷， 祂所求的合而 一是不必要的，并 基督徒无需合而 一，
象祂与父合而 一一 。他 越出正 ，并象耶 一 ，叫弟兄 效法他 那
主 心的榜 。
{ST2 360.1}

他 的弟兄 曾在工作之 ， 受日 之炎 与辛 ，如果他 的 心肯使他 在同 的路 上
作工，如果他 肯 忍 斗，
灰心与阻碍，象他弟兄 所行的，他 就 得大家效法，而上帝
也要悦 他 了。然而 等人是 被
的，因 他 出
奇妙真光，而同 却又离开上帝所
引 的代理者。 正是哥拉，大坍， 比
戒。我 不 当行他 所已行的──攻

等所行的路 ，他 的行 曾被 下，作
人的警
那些上帝已寄以工作重任的人 。 {ST2 360.2}

那些宣称基督复 安息日会 巴比 的人，曾采用“ 言”来作 一种似是而非的根据，支持他
的立 ；但他
什么不提出那多年以来作我信息主 的 ──教会
合一致呢?他
什么不引
用天使所 的 ，“
，
，
”呢?他
什么不重述那忠告， 提 那原理，就是“
生力
量，分裂致衰弱”呢? {ST2 360.3}

等人所 的信息已使教会分裂，使我 在真理之 面前蒙羞；在 种信息中明白 示了大 子
似是而非的手段，他要 阻教会 到 一完全的地步。 等教 是追随自己所燃起的火花， 从自
己独立的 解而行，使真理受到异端邪 的阻碍。他 不听弟兄 的 告， 持自己的路 ， 至
于成了撒但所期望于他 的──神
乱的地步。 {ST2 361.1}
我要警告我的弟兄 ， 当提防撒但各种各式的作 。神人之大 ， 正因 自己在迷惑生灵的
工作上成功，及
他 的金 与才干充 有害的用途而雀
。他 的金 本可用以推
代
真理的，反而用 散布那些在真理上毫无根据的怪 思想。…… {ST2 361.2}
我促 凡称 信仰真理的人， 当与弟兄 合一前 。不可 世人有机会 我 是极端者，是不
的，各 其道，各 其理。 当避免争 。人人 当提防， 慎使人看出自己是站在破口之

从事修 ，而非站在 上制造破口的。但愿大家小心，不要高声疾呼反
今唯一
的，守上帝 命及信耶 真道而在 末日高 公 之大旗的余民。 {ST2 361.3}

圣

所形容

上帝有一班特殊的子民，一个在地上的教会，他 在教 真理及
上帝律法的机会上，是独一
无二，超乎 人的。上帝有祂委派的代理者──祂所引 的人， 受白天的炎 与辛 ，与天庭的助
手合作，在我
个世上促 基督的国度。 但愿大家与 些特 的代表 合，而在末日 明自己是
列身于那些有圣徒忍耐，守上帝 命，及信耶 真道的人群之中。…… {ST2 361.4}

上帝在地上有一教会，他 是祂 召的子民，是遵守祂 命的。祂所引 的是一整体的百姓，不
是分支别流， 里一个，那里一个。真理是一种使人成圣的能力；而在 斗中的教会并不是完全得
的教会。因 在麦子中 有稗子。仆人
，“你要我 去薅出来么?”但主人却回答 ，“不必，恐
怕薅稗子， 麦子也拔出来。” 太福音十三章廿八，廿九 福音之网不但网到好 ，也网到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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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属祂的。 {ST2 362.1}

个人的本分，就是 卑与主同行。我 不必追

光中的上帝之

民是 成巴比 的分子。 {ST2 362.2}

什么新奇的信息。我

不 想那些尽力行在

那些 倒了的各派教会才是巴比 。巴比 一向孕育着有毒害的道理，异端
之酒。 种异端
之酒是由假道理所 成的， 如，人的灵魂不死， 人永 受苦刑，否 基督在伯利恒降生之前已
存在，及
高 七日的第一日 于上帝所定 圣的安息圣日。 些以及如此之类的异端邪道，
正在各教会之中向世人
，
就
了那 上所 的 ，“列国都被她邪淫大怒的酒醉倒了。”
{ST2 362.3}

教会虽是 弱，有缺憾， 常需要警告及 戒，但仍不失 基督所最关切之 象。祂正在人类的
心上从事恩典的
，使品格有极大的 化，以致天使都感到 奇，并高唱 美之歌以表 心中之
。他
于思想， 有罪有 的人类竟会起
的 化。── 言卷七, 十六，一九 二年著
{ST2 362.4}

上帝有一班子民，是全天庭所关切的，他 是上帝在地上所心 的 象。但愿每位念
的人，
要仔 思想，我奉耶 的名要将 些
刻在每位的心灵上。若有任何人，不 是本会之中或本会
之外，如 有 任在心，出而
一种信息， 上帝的子民是与巴比 同列，他宣称那“大声喊着
”的，就是呼召人离开她，你就可知道，他所 的并不是真理信息。不可接待他，也不可
安 利，因 上帝并没有借他
，也没有交信息 他，他乃是未奉命令就先跑了。──
言原文第四一面。 {ST2 363.1}
主已

他 平
道人之

，在我 开始完成此工之 ， 当温
去的 史。祂 末世所 的每一 真理，都
世人听。祂所建立的每一根柱子，都 予以强化。我
今不能离开上帝已 建立的基

。我
今不能参加任何新的
一九 五年著 {ST2 363.2}

；因

是等于叛离真理。──

氏活叶文 ，“

教会”之一，

我 不必 疑，也不必害怕 工作不成功。上帝正在
工作，祂必 序安排一切。如果在
工作方面需要什么 整的 ，上帝必能善予 理，改正一切
。惟愿我 信靠上帝必
搭
上帝子民的高 船舶，安全地 入港内。──
与通 一八九二年九月二十日 稿 {ST2 363.3}

四十九上帝在教会中的旨意
(

自

言卷六, 九至十三，一九

年著) {ST2 364.1}

上帝的旨意是要借祂的子民
天国的原理。在生活和品格上，他 可以 明 些原理。祂期望
他 从世界的 俗，
，与 例中分别出来。祂亟欲吸引他 与祂自己 近，俾向他 指明祂的
旨意。 {ST2 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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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目的亦即 此。在 着的荆棘中，摩西从上帝那里 受了致埃及王的信
息，“容我的百姓去，好在 野事奉我。”出埃及 七章十六 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希
伯来民族从 奴之地 出。祂 他 所行的拯救是极 奇妙的，
他 的仇 ，也就是那些不听
祂 的人，使他 全然
。 {ST2 364.3}
上帝亟欲 祂的子民脱离世俗，
他 能 受祂的 。祂把他 从埃及 到西乃山，在那里祂
向他
示出自己的荣耀。此地没有可以引 他 感 的事物，或使他 的心 离上帝；当 大群
会 仰望那 立在上的巍巍高山之 ，他 便明白自己在上帝的眼中是渺小虚无的。在 些若非神
旨大能便不能 撼的岩石之旁，上帝与人 相交通。 要使祂的 能在他 的心中 存清楚明晰的
印象起 ，祂在雷
及 人的威 之中，宣布祂曾在伊甸园里 授 的律法，也就是祂品性的
本。上帝的指
各方各民明白其

将 些 写在石版上。
，那无 上帝的旨意，便
治天庭及人 之原理的子民。 {ST2 364.4}

示 那奉召要使各国各族

上帝已呼召祂 一代的子民也作 同 的工作。祂已 向他
示祂的旨意，并要求他
从。
在地上 史的末后日子中，那曾在西乃山
的声音仍然向世人 着：“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
神。”出埃及 廿章三 人类虽已定意反抗上帝的旨意，然而 却不能使那命令噤然失声。人心虽永
不能完全明白自己
更高权威所
的
，但
却仍是不能避免的。深奥的神学和理 虽
甚繁多，人 虽尽力
以科学来反
示，以便 除上帝的律法；然而圣灵却强烈而又更强烈地
向他 提出 命令，“当拜主你的上帝， 要事奉祂。” 太福音四章十 {ST2 365.1}
世人怎 看待上帝的律法呢?各 的人正在反抗神圣的典章。他 蓄意要 避那因 从所必 背
的十字架，甚至于 多教会也与大叛教者取同一的立 ，宣称上帝的律法已被更改或 除了。人

盲目夸
故，我

奇妙的 步与文明；但在天庭 守望者看来，地上却是充斥着腐 与强暴。因
世界的气氛已 成了象一所 疫医院中的瘴 之气一 。 {ST2 365.2}

罪的

当作成一番 大的工作，将福音救人的真理展示在人前。 是上帝所定要遏阻道德 坏之狂潮
的方法。 是祂要在人类身上光复祂道德形象的方法。 是祂挽救普世分崩离析的 法。 是一种
引人
合一的能力。第三天使信息的工作，就是要
些真理。主的 划，是要 种
信息
的工作，成

今世上所

行的最高尚而最

大的工作。 {ST2 365.3}

撒但不住地 恿人 去接受他的原理。 他
法反 上帝的工作。他常常 上帝的 民是一班
被
的人。他是弟兄 的控告者，并且不断地 用自己的控告能力去攻 那些行公 的人。主切
望祂的子民表
从正 原理的 果，借以反 撒但的控 。 {ST2 365.4}

代表上帝的品格
圣 上所昭示 古代，今代，以至于后代的一切亮光，都是 每一个凡愿意接受的人而 的。
亮光的荣耀，亦即基督品性的真荣耀，乃是要在基督徒个人，家庭，教会， 道工作上，以及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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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各机 中

音真理拯救能力的模 。在

出来。主要
上帝

一切作

表号，象征那可 世界作成的事工。他

人类的 大的旨意上，他

乃是器皿。 {ST2 366.1}

是福

上帝的子民要成
管，使宇宙 最高的感力由之 出。在撒迦利 所 的异象中，有两棵橄
在上帝之前，流出金色的油，通 金嘴而 入圣所的灯 中。圣所的灯从此得油，而 出 明之
火及
的光 来。照 ，借着那站在上帝之前的 受膏者，丰富的神圣亮光，仁 ，与能力，也
灌
祂的子民，使之能向别人分
亮光，喜 ，与安舒。他 要 成 管，使上帝之 的洪
潮，可借此神圣的工具而流布人 。 {ST2 366.2}

上帝欲借祂今日的子民去成全祂的旨意，正是祂昔日 以色列人出埃及 所要他 去成全的。 世
人 察到教会中所 示的上帝之良善，慈悲，公正，及仁 ，便可 到上帝品性的表象。那 那些
敬 并事奉上帝的人 ，能在生活上如此
上帝的律法， 世人亦可 出他 是 秀 乎地上万
民之上的。 {ST2 366.3}
主的眼目注意祂的每一位子民；祂 于每一个人都有祂的 划。祂的旨意是要使凡 行祂神圣典
章的人，成 一种特别的子民。圣灵默示摩西而写的 ，不但关乎古代的以色列人，也是 着今日
上帝的子民而 的：“你 耶和 你上帝 圣洁的民，耶和 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
你，特作自
己的子民。”申命 七章六 “我照着耶和 我上帝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 你 ，使你 在所要
去得
的地上遵行。所以你 要 守遵行， 就是你 在万民眼前的智慧、 明。他 听
一切律例，必
的上帝，在我
面前所 明的

： 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 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 相近，象耶和 我
求告祂的 候与我 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
公 的律例、典章，象我今日在你
一切律法呢?”申命 四章五至八 {ST2 367.1}

上帝所要借祂子民去成全的旨意，其 大，其荣耀，即使是有了上述的那些
，也是仍不足以
表 的。我 不 是要向 个世界，也要向全宇宙 明天国的原理。使徒保 ，被圣灵感 而写着
：“我本来比 圣徒中最小的 小，然而祂
我 恩典，叫我把基督那 不透的丰富
外邦
人；又使 人都明白，
代以来 藏在 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要借着教
会，使天上 政的、掌权的， 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以弗所 三章八至十 {ST2 367.2}
弟兄 ，“我 成了一台 ， 世人和天使 看。”“你
人 当怎 圣洁、怎
上帝的日子来到?”哥林多前 四章九 ；彼得后 三章十一，十二 {ST2 368.1}

敬虔，切切仰望

要 明上帝的品性， 要使我 不至于被一种虚 的基督教 来欺 自己，欺 教会，及欺
世人起 ，我 必 与上帝 自相 。若是我 已和上帝相交了，即或始 不曾向会
道理，
而我 仍是祂的 道人。我 乃是与上帝同工者，要在人的身上表 祂完全的品性。 {ST2 368.2}

五十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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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言卷六, 一四至二二，一九

年著) {ST2 369.1}

我 正站在 大而
的大 乱之门前。 多的 言正在
中。天庭的册上正在
着人 新
奇而重大的史事。我 世界上的每一事物都是在 乱中。有打仗和打仗的 声，列国都在 怒，
判只有一点点的 候。目前虽有 一国攻 那一国， 一邦攻 那一邦，然而
不算是一个普遍
的 争。到 在地上四方的
是被 掌着，直到上帝的仆人都在 上受了印 。到那 候，地上
的列强便要布署自己的
，出来作最后的大 。 {ST2 369.2}

撒但正在忙于 划，准
最后的大斗争，到那 候，一切人都要决定自己是站在哪一 。福音
已在世上
了将近二千年之久，而撒但仍是向男女 呈 出他昔日曾向基督呈
的同一情景。
在一种奇妙 人的形式之下，他使世上万国的荣 富 ，在他 的眼前
凡肯跪拜他的人。他想借此来
世人 于他的权下。 {ST2 369.3}

。他

把

些

送

撒但正是极尽能事地使自己象上帝一 ，并且尽力
一切反 他权 的人。 今 个世界是在
他面前拜倒了。他的能力被人
上帝的能力而接受了。 示
上的 言正在
着，“全地的人
都希奇跟从那 。” 示 十三章三 {ST2 369.4}
世人在盲目之中，狂夸 人的 步与文明；但在全知之神的眼中， 却 出了内部的罪 与腐 。
天庭的 守望者 到地上充 着强暴与不法。人 用各种 劫的手段去 取 富；他 不但 人
的，也是 上帝的。世人用上帝的
去 足自己的私心。凡他 所能抓到手的 西，都用来 足
自己的 婪。 欲与色欲， 行普世。人
藏了那太初大 子的各种特性。他 已奉他 上帝，
并已浸染了他的精神。 {ST2 369.5}
然而 判之怒气的密云正是 罩着他 ，其中含有昔日
所多 的元素。先知 翰在他 多关
乎未来之事的异象中，曾 到 一幕情景。地上盛行拜魔鬼之 ，似乎全世界都是 于 亡的
。但当他深切注 之后，他就 到了那群遵守 命的上帝之子民。他 在 上都印有永生上帝的
印 。他 道：“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 是守上帝的 命和耶 真道的。我听 从天上有声音 ，
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 ，是的，他 息了自己的 苦，作工的果效
也随着他 。我又 看， 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 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
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 ，伸出祢的 刀来收割，因 收割的
候已 到了，地上的庄稼已 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 刀 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
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 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 中出来，是有权柄管
火的，向拿着快 刀的大声喊着 ，伸出快 刀来收取地上葡萄 的果子，因 葡萄熟透了。 那天
使就把

刀

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在上帝忿怒的大酒

中。”

示 十四章十二至十九

，

自己的房屋是建立在沙土

{ST2 370.1}

未晚之前
当上帝忿怒的

暴直吹在地上之 ，人 将

到一幕

人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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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乘他 悔之已晚之前，向他
出警告。我
今 当感 到作工的
代的真理分
别人。我 无 怎
心，亦不
。 {ST2 371.1}

上帝已 了慈心。生灵在祂眼中是极宝 的。基督痛苦流泪是
个世界；祂被 十字架也是
个世界。上帝 下自己的独生子来拯救罪人，祂也切望我 去 别人，象祂 我 一 。祂切望
到凡有真理知 的人，将 知 也分授 自己的同胞。 {ST2 371.2}
持

在正是要 出最后警告的 候了。在今日
真理之中，有一种特别的能力；然而 种能力要
到多久呢?只有一点点的 候了。如果有所 最后关 的 ，那就是 在了。 {ST2 371.3}

一切的人 今正在决定自己永恒的命 。必
醒人 体
代的
，也就是人类 容 期的
束之日 已迫 。 当用 决的力量，将 代信息彰 在人前。第三位天使要以大能出 。但愿
无人 忽此 工作，或 之 无关 要之事。 {ST2 371.4}
我 所接受的第三位天使信息之亮光，乃是真光。 的印 ，确 是一如我 素来所 的。到
在虽未能全 明了此事，而且非至 卷展开之日无法明白；但仍有一番最
的工作，要在我
世上作成。主向其仆人 出的命令是：“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 起声来，好像吹角， 向我百姓
明他 的 犯，向雅各家 明他 的罪 。”以
五八章一 {ST2 371.5}
本会工作的一般特色是不

改 的。我 的立

要清明而 著，正如 言上所 的。我

不

当

与世人 合，以 那 行可有更大的成就。若有任何人站在路上 阻上帝所派的各 工作的 行，
就必使上帝不悦。那使基督复 安息日会的信徒 成特别子民的真理，无一是可以减弱的。我 已
在真理，
，及 任上有了古道的碑 。我 当在世人的眼前 立， 本会各 原 的干城。
{ST2 372.1}

尤属必要者， 当
人，将上帝活
旨向万民展示。各种等 及各种才干的人，都当本其
各种恩 ，彼此 共同的 果而和 地合作。他 要 力同工将真理
世人，每个工人都 完成
自己特别的使命。 {ST2 372.2}

三位天使的信息
示 第十四章上形容三位天使 在空中，乃是 表那些
第一，第二，及第三天使信息之人
的工作。 一切都是互相 系合作的。 些 大信息所含 之 存永活真理的确据， 于教会极有
意 ，以致引起了宗教界强烈的反 。 些确据，尚未泯 。撒但不断 法要向 些信息投射黯
影，致使上帝的子民不能清楚地洞悉其意 ，其
，及其地位；然而 些信息仍是活着，并当末
日

近之

，在我 的宗教

上

其能力。 {ST2 372.3}

些信息的感化力一直在加深加广，在千万人的心中
极的作 ，并在各 成立了学府，
，及 生机关。 一切都是上帝的工具，要 助第一，第二，及第三天使所 表的 大工作，也
就是警告世上居民的工作，使之明白基督就要 着能力与大荣耀作第二次的降 。 {ST2 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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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 哪，巴不得我能 一些 足以警醒你 明白 个 代的重要，及 今正在演 中的各
大事之意 。我要向你 指出，那咄咄迫人的限制宗教自由之
。上帝所分别 圣的 念日已

被人破坏，在世人之前代之而兴的，却是一个没有圣洁性的 安息日。当黑暗的权 鼓 那从下面
来的各分子之 ，天上的主上帝也激 祂那些活的代理人，去高 天庭的律法，而 出从上 来的
能力，以 付此危机。 在，就是眼前的 候，是我 要在外国作工之 。 宗教自由之邦的美
国，既要与天主教 合 迫人的良心，强制人去尊敬 安息日，地球上各国的人民，也将被引去步
其后 。本会的人 一半也没有 悟到， 当 使其全力，利用一切所能得的良机，去广
警告
的信息。 {ST2 373.1}

恩典的最后信息
天上的主上帝在差祂的守望者去

警告之前，必不向世人施行

判，

其悖逆与犯罪。非至

信息更清楚地 开了，祂是不会 束 人类的 容 期的。上帝的律法要
尊 大；它的主
要求也必
出其真 圣洁之特性，俾使人可以决定要
或反抗真理。虽然如此， 种工作仍要
速速地完 。基督之 的信息必要 遍天涯地极，
主的道路。 乃是上帝的荣耀， 束了第三
位天使的工作。 {ST2 373.2}
在我

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工作是

地

大，

地神圣，

地荣耀，

地大

上帝所

重 ，象 福音的工作一 。在 个 代所 的信息，乃是向此堕落世界所 的最后一道慈悲的信
息。凡有机会听
信息，及固 地拒 听从此警告的人，乃是抛弃了自己得救的最后希望。再没
有第二个 容的 期了。 {ST2 373.3}

我 所要
的福音，就是那一句真理名言──“圣
着 ”在 一棵生命 之前，没有那 火焰
的 。凡愿意的人，都可以去享受。没有什么权柄能禁止任何人去采取那果 。一切人都可以吃，
并可以活到永

。 {ST2 374.1}

余民教会将向世人
那从上帝而来的信息，乃是神奇奥秘的，
天使所亟欲 察， 先知，
君王，及 人也都切望明白的。 先知曾 言
些事，也 想明白自己所 言的事；但 种特权
并未 与他 。他 极愿 到我 所 的，和听到我 所听的；却是不能。要等到基督第二次降
，在那“没有人能数 来”的群 包 着祂，于是祂要解 自己 大 牲所成就的救 大工之 ，他
才明白一切了。…… {ST2 374.2}

当警告每一个人
当天使仍

息。我

必

掌四方之

，我

当竭尽一切的能力去作工。我

向全宇宙及此堕落 代的世人提出凭据， 明我

必 毫不

延地

我

的信

的宗教乃是一种信仰与能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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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者 基督，并且祂的 就是神圣的 旨。人类正放在天秤上。他 可以成 上帝国的臣民，也可
以降作撒但 制之下的奴隶。一切的人都有 权力，可以在福音中把握当前的希望；然而若没有一
个 道的人，他 又怎能听 呢? 人类 在正需要一种道德的复兴，一种品格的准 ，以致可以站
立在上帝的面前。由于那足以反 福音信息的，异端邪道的流行，以致 多人正将 亡。今日有
肯全然献上自己来与上帝同工呢? {ST2 374.3}

当你 到 世界在撒但的活 之下所有的 危与 患之 ，你不要将上帝所
你的精力在无
的哀 中消耗了，反要去 自己和 别人作工。 当 醒起来，并 得自己 于那些正在 亡的人
一种 任。若不是 他
向基督，他 便将失去了永恒的福利。 当想念他 所能得到的益
。一个 上帝所 造， 基督所救 的生灵，是极其宝 的，因 他有不少的希望，可 得 多
属灵的权益，可由上帝圣言的激励而得种种的智能，又可因着 从 生命之主所能得到的不朽的永
生。在天庭看来，一个人是比全世界的
，房屋，土地，金 更宝 。 使一个人悔改 主起
，我 是 当竭尽自己一切的 源以赴。 每一个人来 向基督，天庭的光 就可在他的四周照
耀，穿透道德的幽暗，并拯救 多别的人。 {ST2 375.1}
如果基督会撇下了九十九只羊，去 找拯救那迷失的一只，我

个人若忽略而不去象基督那 地工作，不象基督那
侮辱了上帝么? {ST2 375.2}

地 牲，他

若不如此尽力，怎能逃罪呢?一

不是

成了有 圣托的叛徒，和

当 出一种警告，遍及海角天涯，告 万民 ，耶和 的大日 近， 近而且甚快。不要 一
个人未受 警告。我 也 是 身在一般陷于异端
的可怜的生灵中，也 是 身在无教化的野
蛮人之 ，然而按着我 所 受的高逾 人的真理而 ，我 乃是欠他 的 ，而 当将 真理分
他

。 {ST2 375.3}

末日已近，我 再没有光阴可以虚耗了。到
真理的门径，不久也将被左右的种种危 所
塞。人要用百般的事物来阻 耶和 使者的路， 以致他 不能
作工象 今所能作的一 。我
必 当面切 看清楚自己的工作，并且要采取攻 而尽速前 。从上帝所 我的亮光看来，我知道
黑暗的权 正由下
极地作工，撒但正是潜行而 ，要抓住 在睡着的人，象豺狼捕捉 物一
。我 而今有警告可 ，有工作可做；然而不久将有更大的困
的。但愿上帝帮助我 ，当行在光明的道路中，定睛仰望我 的
地前 ，以争取 利。 {ST2 375.4}
在上帝子民面前有一番 大的工作，是一种 予不断
道方面所出的力量， 当更加 展。在主耶 基督第二次
成的更加切 的工作。上帝的子民非到他
廿三，廿四，一九年著 {ST2 376.1}

到， 于我 所能想象得到
袖耶 而作工，并要忍耐不屈不

，使之更加
光大的工作。我 在布
之前，我 必 作一番比今日所已作

了整个的世界，是不 停止辛 的。──

言卷六,

我 必 度一种双重的生活──思想与行 ，默祷与 切作工的生活。凡已 受真理之光的人，
得自己有向 固罪人之道上放射光 之
。他
当在本会的 公室作基督的
，正如在教
堂里所作的一 。上帝要我 作活的 信，是 人所知道所念 的。人若每日 切祈祷，向上帝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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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求援助，求能力，就必得高尚的志愿， 真理及 任有清楚的了解，在行 上有崇高之

机，并要
不断地 渴慕 。由于与上帝保持
，我 就可向自己所交游的人 ，散布那主宰
我 内心的亮光，平安，和宁静， 并在他 面前立一个 所从事之工忠 不移的榜 。── 言卷
四,四五九，四六面，一八八 年著 {ST2 376.2}
活水的泉源是 干渴的人而开的。上帝宣布：“我要将水 灌口渴的人，将河 灌干旱之地。”以
四四章三 只有那迫切 求亮光及 意接受圣 中上帝所 明之每一光 的人，就可得到亮

光。上帝要借着 些人而
八九年著 {ST2 377.1}

明亮光与能力，使全地被祂的荣光所照耀。──

言卷五, 七二九，一八

五十一 棚聚会
(
本会教友

自 言卷六, 三八至四六，一九

年著) {ST2 378.1}

当参赴 棚聚会， 件事是很重要的。真理之仇

当尽一切所能地 出一道最强固的
当真理行伍中之一 。 {ST2 378.2}

甚多，我

的人数很少，因此我

。你 个人需要 类聚会的助益，同 上帝也征召你

充

有些人会 ：“出门旅行是很
的，倒不如我 省了 笔 用，捐作 展圣工之用，帮助那最需
要 的地方。”不可
推 ；上帝呼召你 要列身于祂子民之行伍中。你
当全家去参加，尽一
切可能地强化那聚会。 当格外尽力去参赴上帝子民的聚会。 {ST2 378.3}
弟兄姊妹 哪，你 宁可在生意事 上受些 失，切不可忽略 机会去听上帝 你 的信息。切
不可作任何借口，以致你 得不到每一可能的属灵之福利。你 需要每一 的亮光。你 需要善自
培养，俾能用温柔敬畏的心提出心中盼望的 由。你 不
失 么一个特权。 {ST2 378.4}
古 主指示祂的子民一年三次聚集大会敬拜祂。以色列子民参赴 些圣会 ，也将他 的十分之
一，他 的 罪祭，及他 的感恩祭都 到上帝的家来。他 相聚一堂， 述上帝的恩典，表 祂
奇妙的作 ，并 美感 祂的圣名。他
合参加 罪祭祀， 是 指基督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
人的罪。
，他 就蒙保守， 离世俗和拜偶像的 坏之 。在他 的心中保持活 的信心，
心，与感恩之念，并且借着 圣洁的崇祀中，他
上帝及各人彼此之 ，都有了更 密的 系。
{ST2 378.5}

在基督的日子，从各地有大群的民 前来赴 些圣筵；如果他 曾照上帝的心意用真
神来参加，那么真理之光就可借他 而 布世上各国了。 {ST2 379.1}

的敬拜精

那些住在离圣幕
之 的人，每年来参加 些圣会，需 在一月以上。主
些聚会 祂子
民属灵的生活是必 的。他 需要抛下世俗的 累，来与上帝相 ，思想那看不 的 体。 {ST2
3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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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色列民在当年需要 些圣会之益，我
此危 争斗的末日， 不更
世人需要上帝委托祂教会之亮光， 今他 更是多么需要啊! {ST2 379.3}
当今是人人

来帮助耶和 ，帮助耶和 攻

勇士之 了。仇

需要啊!如果那

的力量正在加强，我

的

全体也

已被人 表。我 欲使一般人明白本会的要道及工作。我 要他 知道，我 是什么人，以及我
所信仰的是什么。我 当 求通往他 心灵的道路。但愿主的
都要
，代表上帝的事工与
。切不可借口推辞。主需要你。除非有人力合作，祂就不 行祂的工作。去赴 棚聚会吧， 使
是你要 此而不免有所 牲。 一种甘心作工的精神前往。尽一切力量鼓励你的朋友 前往，不是
要他 代替你，乃是要他 与你同往，站在 一 ， 从祂的 命。帮助那些有兴趣去赴会的人，
如属必要的 ，可供 他 食宿。那奉命 承受救恩之人服 的天使要伴随你。 上帝要
行大事。祂要 福 那尊敬祂教会及促 祂圣工的每一份努力。 {ST2 379.4}

祂的子民

心灵的准
在

些聚会中，我 常要 住，有两种 力在那里作工。一 人眼所不能 的 争在 行着。主
的
法 救生灵。撒但和他的同党也在作工，竭力用尽一切所能的方法，施行欺 和
。主吩咐我 ：“要穿戴上帝所 的全副 装，就能抵 魔鬼的
。因我 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
，乃是与那些 政的，掌权的，管
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 魔争 。”以弗所 六章
十一，十二
争天天在 行着。我 若能 眼 到善 双方 力在工作着，就不会有 浮，
虚荣，
，及
了。如果大家都披上上帝的全副
暗的国度。 {ST2 380.1}

装，

主英勇作

，就必得

利，震撼了黑

我 各人去参加 棚聚会，不可倚靠 道人或
来使 聚会能造福我 。上帝不要祂的子民
将自己的重担都 在 道人身上。祂不要他 因倚靠人力之助而 成弱者。他 不当象 弱的小孩
子一 ，要靠别人来扶持。既然是上帝恩典的管家，每位教友就当 得个人有 任，使自己里面有

生命及根基。 每个人 当 得，
大会的成功与否， 有 乎他自己。切不可 ，“我是不
任
的。在
聚会中我是不管什么事的。”如果你 得
，你就是 撒但机会去利用你作工了。他要
使你的 筋充斥了他的思想，使你照他的方 作一些工。你非但不是同基督收聚的，反而是分散
的。 {ST2 380.2}
聚会的成功有

乎圣灵的同在与能力。每个

真理圣工的人，

当祈求主沛降圣灵。我

当

本着力之所及，清除每一妨害祂工作的障碍。教友 若彼此存冲突及苦毒的心意，圣灵就必不降
下。嫉妒，猜忌， 念，及邪言，都是出于撒但，并且有效地阻 圣灵工作之门路，世上没有什么
能比教会更蒙上帝的珍 。没有什么更得祂
的关切保守。也没有什么能比 害 主服 之人的
感化力的行 更冒犯上帝了。凡帮助撒但作他批 人及使人灰心之工作的，上帝必叫他交 。 {ST2
381.1}

那些缺乏同情，慈善，及

心的人，是不能作基督的工作。在先知的 言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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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如大 ，”而大 的家必“如耶和 的使者，”(撒迦利 十二章八 )上帝的子民必 除掉 自
己弟兄的每一猜疑之念。必 彼此心心共 ，基督徒的慈心及弟兄之 必 更加充分表 。在我的
耳中响着
的 ：“
，
。” 代庄 圣洁的真理，就是上帝的子民当
合。想要超群出
的心思必 死掉。有一个 当 争的 目，必把其他一切的 目淹没的，那就是： 在品格上克
肖基督? 会最完全地把自己藏在耶 里面? {ST2 381.2}
基督 ，“你 多 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翰福音十五章八 如果从来有一个地方是信徒
当多 果子的，那地方就是我 的 棚聚会了。在 些聚会中，我 的行 ，我 的言 ， 我
的精神，都被
下来，并且我 的感化力是会 垂永恒的。 {ST2 381.3}
品格的 化，乃是向世人 明有基督之 在心中。主希望祂的子民向人表
感化有
之人的品格，并使之有匀称的 展， 果累累。 {ST2 382.1}

恩典的救

大能，可

要
上帝的旨意起 ，一番
的工作必 予以作成。主吩咐我 从心中 除自私，它乃是
使人彼此离 疏 之 根。祂希望将圣灵大量沛降在我 的身上，祂吩咐我
当克己自制来清除
道路。当自私之心向上帝降伏之 ，我 的眼睛就可打开，看明那些 脚石，也就是我 放在别人
路上的 多不肖基督之点。上帝吩咐我 要除掉 一切。祂 ：“你 要彼此 罪，互相代求，使你
可以得医治。”雅各 五章十六 然后我 就会有大 同 的保 ，他在 罪之后祈祷 ：“求祢使
我仍得救恩之 ， 我 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祢的道路指教有
一篇十二，十三 {ST2 382.2}

犯的人，罪人必

祢。”

篇五

当上帝的恩典在心中掌权之 ，就会有一种象基督之 心，胆量，和信心的气氛把人包 住，
种气氛会使凡吸到之人的灵命活 蓬勃起来。于是我 就能去参加 棚聚会，不 是自己 受，也
是要分
别人。每位分享基督赦罪之 的人，每位被上帝圣灵光 而悔改 入真理的人，必 得
在
牧

些宝 的福气上，他是欠了每位与他接触之人的 。那些心地 卑的人，主必用他去
所无法接触之人。他 要被感 去 出那些 明基督救人恩典的 来。 {ST2 382.3}

到那些

在造福他人上，他 自己也要蒙福。上帝 我 分散恩典的机会，因而祂也要加添恩典来 充我
自己。人若善用上帝所
的才干及机会 上帝作工，他的希望及信心就必增强。祂必 灵力来
与他同工。…… {ST2 382.4}

道人的工作
区会会 及 道人 当献身于 人的灵性福利，因此 当免除他 在会 上一般的操
在 持会 的工作上，在有需要之 可充任教授及
，但切不可使他 受累 甚。他
气爽，因
是欲求大会最好益 所必需的。他
当能 愉快及鼓励的
的心田中，以便生 ， 出宝 的果子。 {ST2 383.1}
道人

当教

人怎 来到主前，并怎 引

别人来就主。必

。 道人
当神清

，把属灵的种子撒在

采用各种方法，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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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以便高

准，并教

人怎

可除去罪孽

洁，及怎 能

从圣洁之真理得以升高。

{ST2 383.2}

必 有
可以省察己心，培养灵性。人心若
敬虔，真 的信心，及心地圣洁，直到 人都明白

所 ，灵力自必缺乏。心中必
些事的重要。 {ST2 383.3}

我 在 棚聚会中必 有上帝的能力，否 我
能作什么。” {ST2 383.4}

不能

生灵之

。基督

牢

个人的

，“离了我，你

就不

凡来参加 棚聚会的人， 当受事 的感 ，明白 些聚会的目的，就是要 到更高的基督徒
，在上帝的知 上有
，得属灵精力的 强；除非我 明白 一 ，所有的聚会就必毫无效
果。 {ST2 383.5}
于 棚聚会或任何其他的宗教聚会，最有害的影响，莫 于彼此探 及随便
女三五成群，高
与聚会无关的平凡的 事。有些人 到自己的田地，有些人

。 往往男男女
到自己的房

屋，而大 其建筑 划。有些人在解剖别人的品格，而没有功夫及兴致去省察己心，去
格的瑕疵，以便能 正自己的 失，及敬畏上帝而完全圣洁。 {ST2 383.6}

自己品

如果一切自称 基督徒的人，善用聚会的
来
真理，思想基督徒的希望，省察己心，在上
帝面前 切祈祷，求祂 福，就必有奇大的成 ， 于我 所曾
的了。那些不信的人， 枉真
理信徒者，亦必因他 “在基督里有好品行”而受感相信了。我 的言 及行 ，也就是我 所 的果
子；“凭着他 的果子，就可以

出他 来。”──

言卷二, 五九七，五九八，一八七一年著 {ST2 384.1}

棚聚会的目的就是引大家离开
上的挂 及重担， 用几天的光阴
求主。我 当用
来自我
，仔 省察己心，痛切 悔己罪，及向至高者重新立 。若有人存着没有价 的目
的来聚会，我 希望 种聚会的性 足能改 他 的心思，使 于正当的目的上。── 言卷二, 六
一面，一八七一年著 {ST2 384.2}
大多数的基督徒如果常常不来参加宗教会 及祈祷，他 的信心就
。如果他 不能
些宗
教特权感到 趣，那么，上帝就要借天使从天直接送出亮光， 去激 ，鼓励，及 福 祂分散各地
的子民。但祂却无意行什么神迹来支持祂圣徒的信心。他
当
真理到甘愿受些痛苦，以求上
帝所保 要 他 的特权及福气。他 最少 当作到每年 用几天的光阴来同心合力促 基督的圣
工，并交 友 的 告与同情。── 言卷四, 一六，一七面，一八七六年著 {ST2 384.3}

五十二 一般社会人士作工
(
我

当

自

言卷六, 七七至八一，一九○○年著，原

别公会的 道人作一番工作。上帝要他

得救。他

“

棚聚会之后”) {ST2 386.1}
也象我 一

，只有借着信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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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可得到不朽的永生。我 必
他
特别工作上有份。祂要他 列身于那些按

切服 ，以致他 可以得到。上帝要他 在祂 代的
家人分粮之 中。 什么不 他 来参加 工作呢?

{ST2 386.2}

本会的 道人 当 法接近别公会的 道人。
些人祈祷，并与他 一 祷告，基督也正是
他 代求呢。他 也有一种
的 任。我 作基督使者的人， 于 些羊群的牧者也当表 一种
深切，
的关心。 {ST2 386.3}
那要到“路上”去 的呼召，就是 当
一切忙于世事的人，民 的教 及 袖 。那些 公
服
有重 的人──医 ，教 ，律 ，法官，公
及商人等等──都 当得到一种清楚明白的
信息。“人就是 得全世界， 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 呢?人 能拿什么 生命呢?” 可福音八
章三十六，三十七 {ST2 386.4}

我 口 笔述 多关于被忽略了的 人；但 于那些被忽略了的富人， 不也当注意么? 多人
看 等人是无望的人，并且 那些被撒但 力所盲目眩迷而失去永生眼光之人，未作什么 开他
眼睛的工作。成千成万的富人，因被人从外表上判断而弃之如无望之 ，未得警告，下到墓中了。
虽然他 在外表上看来好像是漠不关心的，但我蒙指示知道， 一等人大半都是心灵如 重担。有
成千成万的富人正因灵粮 荒而奄奄待 。 多 公
生活的人， 得自己需要一些他 所没有
的 西。他 之 很少人去做礼拜，因 他 以 在那里得不到什么益 。他 所听到的教 ，不
能感 他 的心灵。我 能否 他 尽些个人之力呢? {ST2 386.5}
有些人会

：我 不能用

去接触他 么?有

多人是不能用 种方法去接触的。他

所需

要的是个人 自的工作。他 是否不得特别的警告而死亡呢?在上古之 ，不是
的。上帝的仆人
奉派去向那些居高位的人 ，他 只有在主耶 基督里才能得到平安及安息。 {ST2 387.1}
天庭之君来到我 的世上，拯救 亡堕落的人类。祂的努力不 是 那些被社会弃 的人，也是
那些有高官 位的人。祂机敏地作工， 要 得那些不 上帝及不守祂 命之高等人士。 {ST2
387.2}

基督升天后， 同 的工作仍然
行。我 到主 哥尼流所表 的关心，心中便大受感 。
哥尼流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人，
的 官，但他却是照自己所得的光 格 行。主从天上送一
道特别的信息 他，另外又送一道信息指 彼得去拜望他，并
他亮光。我 想起了上帝的慈
与怜 ， 待那些切心祈求亮光的人，便当使自己在工作上得到一大鼓励。 {ST2 387.3}
主指示我，有 多象哥尼流一 的人，上帝期望他 能与祂的教会有
。他 原与守上帝 命
之人表同情。但那使他 与世俗相 的 ，却把他
捆 。 他 没有道德上的勇气，使他 与
卑微的人取同一的立 。我 当用特别的力量去接近 些人，他 的 任及 探很重，需要我 作
特别的服 。 {ST2 387.4}
从主所

的亮光，我知道如今当向那些在世有权有

是管家的人，上帝已付他

的人提出明

的 ，“耶和

如此

以重托。他 若接受祂的呼召，上帝就可在祂的圣工上使用他

。”他

。……

{ST2 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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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是特别配 高等人士作工。他

当每日

求主，研究怎

酬式的相 ，乃用个人之工及活 的信心去把握住他 ，
他
当有圣 中真理的知 。 {ST2 388.2}

他

接近

的灵性表

等人，不是
切之

与他

，切

作

关心

五十三 浸礼
(
浸礼与圣餐之礼是两

两种圣礼之上。 {ST2 389.2}

自 言卷六, 九一至九九，一九○○年著) {ST2 389.1}
大的 念碑，一

教外，一

教内。基督已将真神的尊名

刻在

基督使浸礼作 加入祂属灵国度的 号。祂使 圣礼作 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凡愿皈依圣父，
圣子及圣灵之权下的人都当履行。在人未以教会 家，在未踏入上帝属灵国度的门 之前，他必
受 个神圣名号的印 ，“耶和 我 的 。”耶利米 二十三章六 {ST2 389.3}
浸礼是一种最

的，与世俗脱离关系的表

。凡奉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之名而受浸的人，是

开始其基督徒生活之第一步，当 公布自己弃 撒但，不再 其服 ，而成了天上之君的子民，皇
室之一 。他 已遵从了上帝的吩咐：“你
要从他 中 出来，与他 分别，不要沾不洁 的
物。”同 上帝也向他
其
：“我就收 你 ，我要作你 的父，你 要作我的儿女。 是全
能的主 的。”哥林多后 六章十七，十八 {ST2 389.4}

受浸礼之前的准
浸的人， 当有更完全的准 工作。他 是需要更忠 的教 ， 于平常所
他 的。
当使凡新 教会的人 明白基督徒人生的主 。 没有人能够 靠口 承 ，就算是 明他已与基
督有了救 的关系。我 不 是口 ，“我相信，”更是必
行真理。只有在我 的言 ，行 ，和
品格上 从上帝的旨意，我 才能 明自己是与上帝有了关系。无 何 人弃 罪 ，( 犯律法就
是罪)，他的生活就当与律法相符，并要完全 从律法。 是圣灵的工作。借着 心研究道理所得的
亮光，良心的呼召，圣灵的感 ，在人的心中便 出了真正 基督的心，祂曾完全 牲自己，使人
的身子与灵与魂全蒙救 。 原是借着 从表 出来的。一道明白清楚的界 ，便在 上帝而守祂
命之人与不 上帝而玩忽祂典章之人中 把他 分别出来了。 {ST2 389.5}
忠 的基督徒男女， 当 切关心到那些悔罪的生灵，使他
基督耶 里的公 有正确的知
。若有人存心放 私欲，容其高踞人生之上，忠心的信徒 就当
些生灵 刻警醒，好像那将
来要交 的人。他 切不可忽略忠 ，怜 ，仁 的指 ，
于新 悔改的人是极其必要的，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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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工作。那最初的

，

当就是正确的。 {ST2 390.1}

撒但不愿人看出有完全奉献与上帝之必要。人若不作 种奉献，罪就未被 弃；口腹之欲与肉体
的情欲，都在争取控制之权；各种 探 乱良心，以致真正的悔改无从
。如果大家都能感 到
斗争，也就是每个人必 与那 下网
仰的人作更殷勤的服 了。 {ST2 390.2}

，引

，及迷惑他的撒但 力相

，就必

那些初有信

些人若是听其自然，往往就会被引 而不 察 探之邪 。 当使他
得，他 有向人 教
的特权。 当 他
求能帮助他 的人。借着与那些敬 上帝之人交游，他 就可 得力量。
{ST2 390.3}

我
些人所 的 ， 当有属灵及鼓励的性 。主留意每位 弱， 疑， 扎之人的斗争，
祂必援助凡来求告祂的人。他 要 到天在他 面前敞开，在他 所尽力攀登的光耀之梯上，有上
帝的天使上去下来。 {ST2 391.1}

父母

的工作

那些有儿女存心 浸的父母 ，有一番 作的工作。他 先当省察自己，及忠 指 儿女。浸礼
是一种最神圣而 重的礼 ， 当 底明了其意 。 是悔改其罪，及开始在基督耶 里度一种新
生活的表示。切不可 猝 受浸礼。父母与儿女 都当 量浸礼的价 。在同意儿女 浸的事上，
父母 是神圣地立下了愿，作 些儿女的忠 管家，
他
群中的小羊，使他 不至于使所奉的信仰蒙羞辱。 {ST2 391.2}
母
的

建立品格。他

愿特别关心照

羊

当趁儿女最幼年之 ，就施予宗教教 。不可出以
的 度，乃当用愉快喜 的精神教 。
当不断地警醒免得 探用一种儿女 所不
的方式 到他 。父母
当用 明而愉快
，来照 其儿女。 当作 些无
之 的最好朋友，帮助他 凡事
， 是与他 作得

的人，大有攸关的。 他
当
些自己
的有心行善的儿女，乃是主家庭中之幼年分子，
当 切关心，帮助他 修直 从大君的大道。 当天天用
的心情指教他 ，使之明白作上帝儿
女及甘心 从祂，究竟有何意 。开 他 ，使了解 从上帝也包含着 从父母在内。 种工作必
是日日
行的。父母 哪，要警醒，警醒而祈祷吧，并使你 的儿女成 你 的良伴。 {ST2
391.3}

当他 人生最快 的 候来到，心中切 耶 而愿 受浸礼了，就更 以忠
待他 。在未
受此礼之前， 他 是否以替上帝作工 其一生之第一目的。然后告 他 如何开始去作。 是第
一段 程，也是极其重要的。 当 明
地教 他 如何 上帝作初步的服 。尽量使那工作易
于 悟。解 献己 主，在基督徒父母的教 下 行祂所指示的 ，有什么意 。 {ST2 392.1}
在
忠 地作工之后，如果你
意儿女 已明白悔改及 浸之意 ，并
在在悔改了，就
当 他 去 浸。然而，我要再 ，第一要 的是当
你 自己作忠心的牧者，照
些无
的脚行在 从的窄路上。上帝必在父母心中作工，使他 在 心，礼貌，基督徒的 卑，及完全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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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基督的事上， 儿女 留下正确的模范。如果你 同意儿女
浸，后来又 他 随心所欲而
行， 得没有特别的 任去保守他 的脚行在正直的路上，如果他 在真理上失去信仰，胆量，及
兴趣，你 自己是要
的。 {ST2 392.2}

牧

的工作

如果
受浸的人是男女成人，就当比那些年 的人更加明白自己的本分； 教会的牧
于 等
人 有一种 任。他 有没有不良的
呢?牧 当
与他 特别会 。 他
，与他
及祈祷，并把主 他 的要求指示得明明白白。 他
考圣 上有关悔改的道理。指明悔改的
果及 上帝的凭据。指明真 的悔改，乃是心思，意念，及目的有一番的改 。一切
必 弃
。 言，嫉妒，悖逆等罪 ，必 除掉。 当向品格上的每一劣点作 。然后那相信的人才能大
大悟地接受那
：“你 祈求，就 你 。” 太福音七章七 {ST2 392.3}

浸者
今 于那些要求受浸的人 ， 没有照所 有的那么 格施行教友 格
。 当先明白，他
是 求基督复 安息日会教友的虚名呢?抑或 在愿意与世俗脱除关系，不摸
之物，来站在主
的一 。在受浸之先， 当 底考
浸者的
，
他的 候，不可 出冷淡疏 的
子，乃当用仁 温柔的 度，向新悔改的人指出那除掉世人罪孽的上帝之羔羊；并将福音的要求
在
受浸之人的心中。 {ST2 393.1}
在
新近相信者的各 道理上，有一点 到服装的
。要忠 地教
般新近悔改的人，他
是否在服装上 尚虚荣呢?他 存心 傲 ?崇拜服装之 是一种道德上的毛病，切不可容其留在
新生命上。就一般而 ，人若 服福音的要求，就必 在服装上有一番 著的改 。 {ST2 393.2}
在服装上决不可粗心大意。我 是基督的
人， 了祂的 故，我 的外表 当是最高尚的。
在圣所祭祀的礼 上，上帝曾特别
提到凡在祂面前供 之人的衣冠
。我 从此可 教，知
道上帝 于事奉祂之人的服装是有所期 的。尤其是 于
的衣袍，特予指 ，因 他的服装是
有象征意 的。基督门徒的服装，也当
有象征性。我 当在一切的事上代表主。我 在外
的各方面 当有整 ，文雅，及清洁的特征。圣 上不 成
髦的 故而改 衣服，以便外
表上看来似世人一 。基督徒不当用
的衣裳或
的 物来装扮。 {ST2 394.1}
留意思想圣

上有关服装的教 。我 要明白天上的主 人身服 所嘉

求基督恩典的人，都当留意 从上帝灵感的宝 教
来。 {ST2 394.2}

的是什么。凡切心

。甚至在服装的款式上也可表

凡研究基督生活及奉行祂教 的人，都要象基督；他

出福音真理

的感化力也要象祂的。他 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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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他 若行在 卑 从的路上，奉行上帝的旨意，就要
一种感化力，襄助上帝圣工的
展，及祂圣工的健全 洁。从 些 底悔改之人身上，世人就可 自看出真理在人品格上的成圣能
力。 {ST2 394.3}

那在品格上所表 出来的上帝及耶 基督的知 乃是最高尚的，超乎人 及天上所重 的一切事
物。 是至高无上的教育，是打开天城大门的 匙。 种知 是上帝存心 凡 浸披上基督之人所
要 得的。 上帝的仆人也有 任在 些人面前指出那在基督耶 里从上面呼召他 的特权。 {ST2
394.4}

浸礼的
如属可能的

行，因

，就当在明

上帝的天使随

的湖沼或活水清流中

在 。 {ST2 395.1}

行
行浸礼。当尽力使 礼

在 重庄

之气氛中

行浸礼者，当 法使
面在一切旁 者眼中看来是庄 而神圣的。教会的各种礼 都当
慎重 行，以便提高其感化力。切不可作什么凡俗鄙陋之事，或是把圣礼置于普通俗事之列。 当
指教各 教会， 于上帝的神圣崇祀， 当更加重 尊敬。 道牧
在 行敬拜上帝的各 礼
上，
是在教育及
教友 。在教育，
，及栽培人得永生的种种
上， 于提高及圣化
教会，都是有重大效果的。 {ST2 395.2}

在各地教会，都 当 要 浸的人
下水的礼服。不可 此事 无益的耗 ，因
也是 从
圣
告当行之事中的一种：“凡事都要
矩矩地按着次序而行。”哥林多前 十四章四十 {ST2
395.3}

那些 浸的礼服最好不要
教会向别 教会借来借去。有 借的人忘 送 ，以致在需要之
却找不着。每 教会当在 方面自 此 需用之物。不妨
目的筹款 理之。如果教会全体合力
从事，当可不成 一件 事。 {ST2 395.4}
浸的礼服 当用
当干 整 ，照教会

的深色材料，不会沾水 坏的，并且礼服下半部 当加重，以免 起。
的式 裁制。 切不可 加装 ，勿需花 或 摺”一切装扮，修 或点 ，

完全都不合宜。 浸的人若深明圣礼之意 ，必无个人装 之念 。虽然
，但也不可
不
，因 那是冒犯上帝的。凡与此 圣礼有关之事，都当表 出已尽所能地完全
好了。 {ST2
395.5}

我

在浸礼之

下的愿，所含的意

甚多。我

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效法基督的死而被埋

葬，又效法祂的复活，从此度一种新的生活。我 的生命是与基督的生命相 合的。从此信徒当
着，自己是献身 上帝，基督，并圣灵了。在 种新的关系之下，他将世俗的思想列 次要的。
他已 公开宣布自己不再
傲及自私放 的生活，也不再度那种粗心大意及冷淡的生活。他已与
上帝立了 ，向世界死了。他是向主活着，献上一切受托的才干 祂使用，始 不忘自己已印上了
上帝的印 ， 成基督国度之臣民，在神圣的性情上有份。他要把自己及自己的一切所有献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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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一切的天

去彰 祂名的荣耀。 {ST2 396.1}

在 受浸礼 所立的属灵的 ，乃是双方都有
的。人若尽其本分全心 从，就有权力祈
求：“耶和 啊，求祢今日使人知道祢是以色列的上帝。”你 奉父，子，及圣灵的名受浸， 种事
就是一种保 ，如果你 要求祂 的帮助， 些能力就要在每次危急之 帮助你 。 凡 基督之
，在祂门下受教，学

祂的温柔 卑，作祂忠

门徒的人，主必垂听并

允他 的祈祷。 {ST2

396.2}

“所以，你 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 。你 要思念
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 你 已 死了，你 的生命同基督的生命一同藏在上帝里面。”
{ST2 397.1}

“所以你 既是上帝的 民，圣洁蒙 的人，就要存怜 、恩慈、 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
人与那人有嫌隙， 要彼此包容，彼此 恕；主怎
恕了你 ，你 也要怎
恕人。在 一切
之外，要存着 心； 心就是
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 心里作主；你 也 此蒙召，
一体；且要存感 的心。……无 作什么，或
父上帝。”同章十二至十七 {ST2 397.2}

，或行事，都要奉主耶 的名，借着祂感

五十四 制的工作
(
在本会的工作上，我

自

言卷六, 一一○至一一二，一九○○年著) {ST2 398.1}
当多注意些关于 制的改革。在 种改革上的每一

中，含有悔改，

信心，及 从。 意思就是要救拔人到一种新的高尚的生活中。
看来，各种真 的改革，都在
第三天使信息的工作中有它的地位。尤其是 制是我 所当注意并尽力支持的。在我 的 棚聚会
(意指年会)中，我 当注意 一 工作，使它成 一 行的 点。我 当使教友 明白真
制的原
理，及
大家 署 制的 。 当小心注意那些向来被烟酒
所奴役的人 。我 必
他
来到基督的十字架前。 {ST2 398.2}
我 的 棚聚会中， 有医 人 的服 。 些人 当是智慧及判断力健全的人，尊重 道的工
作而非 疑惑所害的人。他 有
教友健康的 任，他 是当受大家公 及尊重的。他
当教
会
明白不 制之害。在 付 种
上，将来必 有 于已往更大的胆量才行。 道人及医
当把不 制之害，痛 于人前。他 都当在福音上同工，用力指 罪 及高 公 。那些未
向教友作个人 求的 道及医 ，他 是怠忽了自己的本分。他 没有 行上帝所派定他 的工
作。 {ST2 398.3}

在 多别教会中，有基督徒起来
制的原理。 我
当和 些人接近， 法使他
并肩作 。我 当 那些社会名流及慈善家 助我 ，尽力拯救那些失 的。 {ST2 3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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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工作，象三十年前开始

的那

到 食的不 制，尤其是 酒之害 ；如果我 把
民 之
生极大的反 。如果我 表 一种与所
人的工具，救了成百成千的人免于 亡。 {ST2 399.1}

努力；如果在 棚聚会中，我

些事与基督快来的凭据
之真理的重要性相符的

在一起
心，我

向会

提

，就会在
就可成 救

只有在永恒之中才能 明 种服 所成就的大功──多少的生灵， 疑病苦，世事 瘁，不得安
宁，被 到 大的医 面前，祂愿 凡来就祂的人拯救到底。基督是一位复活的救主，在祂的光
中有医治之能。 {ST2 399.2}

我 看 人
酒的 所，戕害自己的理性，我
到他 的灵性陷于危境，此 ，我 作什么
去拯救他 呢?我
受 探而堕落的人所作之工，惟有靠基督改 人品格的恩典，并使人与无 上
帝有
的
，才能 到真正的成功。 就是一切真
制
的目 。我 是蒙召与超人的能
力合作，与耶 基督里的大能同工。那屈尊取了人的 式的主，也是那要指示我 如何作 的主。
基督已将祂的工作交在我 的手中，我 当与上帝角力，日夜
耶 基督而
握住上帝的才能得到 利。 {ST2 399.3}

求那看不

的大能大力。只有借着

当今面 末 ，我 在基督教 制及健康改良的
上，必
于高而又高之境，用更肯定而
决的 度，把它表明出来。我 不 在言 上，也要在行 上不断地 力教 民 ，教 若与行
相配合，就可生出莫大的影响。── 言卷六, 一一二，一九○○面著 {ST2 400.1}

五十五 女担任 福音的工作
(

自

言卷六, 一一四至一一八，一九○○年著) {ST2 401.1}

在已 开始的，帮助本会的姊妹 自
于上帝有
之 任，乃是一件良好而必 的工作。
种工作，忽略已久。主要我 向那些不明白的人强 人类灵性的价 。 种工作以清晰， 明而
确定的方式指出 ，我 方可期望那些在家庭中当 的
不但不被忽略，反而要更明智地作成。
{ST2 401.2}

如果我 能按照
一些小 ， 明地教 他 关于主的仆人所当尽的本分，我 的教会就
必得到需求已久的活 生机了。基督之死所救 的宝 生灵，也要受人重 了。本会的姊妹 ，大
半有人口增加的家室之累，和不得人了解与欣 的困 。我久已渴望有些 女能被
，好帮助本
会的姊妹 从灰心失意中兴起，并 得自己能 主作一番工作。
就会使她 自己的生活上有光
，并可返照到别人的生活上。上帝必 福 一切参加
大工作的人 。 {ST2 401.3}
多青年及老年的姊妹 ，很怕羞，不敢 起宗教的事。她 不重 自己的机会。她 关 那
朝天开放的灵性之窗，而敞开了世俗的窗 。当她 看出了人命之可 ，就必关 其向地之窗，
亦即属世的
并在淫佚与罪 中的交游；而把朝天之窗打开，瞻望属灵的事物了。 上帝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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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希望，她 的平安。然后她

能

：我要接受公 日

之光，使之照耀别人。”

{ST2 401.4}

那些最成功的辛 的人，就是在小事上甘心 意
交 他
的人生，庶得完成那个
。 {ST2 402.1}

上帝服 的人。每一个人都要用他的生命之

基督的工作，大半是由个人交 而成功的。即使
得的智慧，就由此普 到千万的人。 {ST2 402.2}

于

独的听者，祂也以忠

相待。那一个人所

帮助他人
我 当
青年人去帮助青年人；当他
此种工作，就必 得
，
他 在 大的范
内可以作献身的工人，用最 朴而 卑的方法可以感化千万人的心。那些富于智力的，被世人所景
仰且称誉 最有天才的男女，往往会从那些 上帝之人的心中所流露出来的 明言 得以 醒；他
能自然地 述
，正如世俗的人很自然地会把心中所
的思想 表出来一 。往往
一番
及研究的
反而缺少感化力，而上帝儿女真 的 ，自然而 明地 出来，就必打开那久已
关 的心门。 {ST2 402.3}
从我 的四 可以听到世界
的哀 。罪 的阴影 迫着我 ，因此我 的心思当随
一善言善行。我 知道有耶 与我 同在。圣灵甘美的感化力在教 及引 我 的思念，使我
的
自引

每
所

能鼓舞及光照别人的路程。如果我 能常常 本会的姊妹
，不是光 一声“去”，乃当
她 去作工， 象我 所要作的一 ，使她 与我 有一 的感想，就必 人类灵性的价 的
愈 增 。我 先作学 的人，然后才能作教 。 种思想是每位教友所当 志不忘的。 {ST2

402.4}

我 十分相信教会的
；但 却没有 定什么呆板的方法，要我 非照着 行不可的，因 大
家的心意不是能用同一方式所触及。不可容什么事物使上帝的仆人与自己的同胞隔离。每个信徒
当保持自己的亮光不 ；如果天庭的油
金管流入 些灯；如果 些器皿虚己
接受圣油，亮
光就可以有效地照在罪人的道路上。象
的一 灯光，照在流浪人的路上，那是比一整 的火炬
游行，更光明得多了。个人献身和在上帝里面成圣，必比最虚
人的虚炫有更好的果效。 {ST2
403.1}

教 本会的姊妹 每天 当 道：“主啊，祢要我今天作什么?”每个奉献的器皿每日当
并由它再 注于别的器皿中。 {ST2 403.2}

入圣油，

成就一种大工
如果我

今生在世的生活是完全 基督，那么，我

所度的就是天天 服的生活。祂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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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每个生灵都是祂自己的珠宝。如果我 能感 本会姊妹 的心，使她 明白借着基督所能成
就的善工，我 就可看 完成了一番大工。如果我 能激 人的心意，去与神圣的工作者合作，我
就可借着她 能成就的工作，而 得重大的 利了。自我必
藏， 使基督
工作的人。
{ST2 403.3}

取，舍，施，受， 当互相交流。
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ST2 403.4}

就 系我

作上帝的同工。

是基督徒的

身工作。凡

人从 两棵橄
接受圣油，其容量之增加，端 接受者从自己心中将圣油在言行上所供 别人
的需要而定。工作，宝 而使人 意的工作，就是要不断地 受 来，不断地分送出去。 {ST2 404.1}
我

必

天天有清新的供

。借着与人 交通，我

着那能灌注圣油的 管，俾向别人 送福
。如果祂常在我 里面，我 就能够
着献身者而施与别人。 {ST2 404.2}

天天可以帮助多少的人啊!天庭全体都在等候

。如果人肯与基督合而 一，我就不担心他 会 成大
定地工作，而且所作的工也必 存。神圣的丰富必借

主
女工作，正如祂 男子一般。她 若先在基督门下学 最重要宝 的 卑教 ，就可 上
帝完成美好的工作。她 不但 佩有基督之名号，也当有祂的圣灵。她 必 照主所行的去行，离
弃一切

的事物，而洁

她 的心灵。然后她

就能借着表

那充 万有的耶 ，去造福别人。

{ST2 404.3}

在 危机四伏之世代的工作中， 女 也有其地位，主也要借着她 去作工。如果她
感，并在上帝圣灵感化力之下作工，她 就可有 代所需要的 静沉着的精神。救主必在

有 任
些克己

牲的 女身上，返照祂 上的荣光， 可使她 得一种超于男子的能力。 她 可到人的家庭中作
工，深入人生活内部的工作， 是男子所 不到的。她 能接近那些男子 所不能接近之人的心。
她 的工作是必需的。 {ST2 404.4}
献身与主的 女 ，要伸出援手去帮助那些有需要及受罪 打 的人；她 的工作，是适 迫切
的需要。 当去作个人布道之工。参加此 工作的 女 ，可将福音 至大道小径的人家中。她
向那些家庭
真理的 洁与

解 ，与他 祈祷，照 病人，救 他 今生的缺欠。她 向 些家庭及个人表
化人心之能力。她 指明那欲 平安快 之路，就是跟从耶 。 {ST2 405.1}

一切 上帝作工的 女，当兼 有 大及 利 之德性──甘心服 而又 心 真理。必 把自我
及私意完全 开。上帝招呼
的 女工人，她 是 慎， 心，温柔，而忠于正 原理的工人。
祂呼召有恒心毅力的 女，就是不 自己及个人利便，而 心注意基督，
真理的道，及与凡有
机会接触的人

祈祷，

救灵悔改而效 。 {ST2 405.2}

我的姊妹 哪，我 有什么借口，而不奉献全部可能的光阴去 考圣 ，使此心成
藏宝物之
，以便向那些 真理不感兴趣的人
呢?本会的姊妹 肯不肯起来 付危机呢?她 愿 主
作工么? {ST2 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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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教 家庭宗教
(

自 言卷六, 一一九，一九○○年著) {ST2 406.1}

凡

担向世人 述最后恩慈信息的人， 当自 有 任教 作父母的人有关家庭宗教的事。大改
革
当由向父母和儿女
上帝律法的原理开始。在把律法要求提出，使男女感悟自己有 从
的
后，就当向他 指明要 他 的决心
，不但是 自己，也是 他 的儿女。 当 明我
唯一能避免那
世界 于
之邪 的安全保障，就是 从圣 。父母 是 儿女 作榜 ，
或是 命，或是 法。借着他 的榜 与教 ，他 家人的永恒命 大半就被决定了。儿女 未来
的生活如何，必有 乎父母 的如何陶冶他

。 {ST2 406.2}

如果能使作父母的 出自己行 的效果，能看明自己的榜 及教 将使罪的权 或 的力量永存
而且滋 ，就必定会作一番改 了。 多人必要打破
及 俗的迷惑拘束了。 {ST2 406.3}
道人 当在会 身上 重强 此事。 当使父母 的良心感悟到 久被忽略的，他
的本
分。 足以打破那别无他法打破的法利 主 及抗拒真理的精神。家庭中的宗教乃是我 的大希
望，并使全家有悔改 向上帝真理之光明前途。 {ST2 406.4}

五十七迷羊的比
(

自

言卷六, 一二四，一二五，一九○○年著) {ST2 407.1}

我
珍 迷羊的比 ，将它当作每家人的座右 。神圣的牧者撇下九十九只羊，出去到荒野
找那一只迷失的羊。那里有 林，有泥沼，有危 的岩洞，而且那牧者知道，若使 羊留在任何一
个
的地方上，必 施以援手救它出 。当祂听到
羊叫的声音，就不惜冒 犯 ， 要拯救
祂那只迷失的羊。及至找到了迷羊，祂并没有苛 它。祂只有 喜，因
它仍存活。祂用 健
而温柔的手披荆 棘，将它从泥沼中救拔出来；仁慈地把它放在肩 上，扛回羊圈中。
洁无罪
之救 主却背 了有罪
的人。 {ST2 407.2}
罪的背

者抱着沾染

的羊，但它却以此

宝，甚至

地歌唱， ：“我失去的羊已

找着

了。”路加福音十五章六 你 各人也当思念自己个人也是
被 在基督的肩上。不可有人存一种
然自主的精神，一种自以
的批 的精神；因 若不是牧者到荒野辛苦地 找，就没有一只羊
会回到羊圈之内。事 上只要有一只羊迷失了，就够激起牧者的同情心，而立即去 找它。 {ST2
407.3}

个渺若微

的世界，就是上帝的儿子降世

人受苦受 的

台。基督并没有到未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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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却到 个被咒
患烙下 痕的世界上来。 世界的外 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是最令人灰心
的；但“祂不灰心， 也不 胆，直到祂在地上 立公理。”以
四二章四 那牧者找到迷羊之后
所
的大喜 ，我
在心。祂招
居的人 ：“我失去的羊已 找着了，你 和我一同
喜吧。”天庭全体都响
快 的音 。天父自己也因 蒙救的人而快 歌唱。在 比 中所表明
的是何等圣洁的

啊! 是你 的特权，可以同享此

。 {ST2 407.4}

既有了 个榜 在你 之前，你 是否要和 位拯救失 者的主合作呢?你 是否愿与基督同工
呢?你
不当 祂的 故忍受苦 ， 牲及磨 么?
都有机会帮助青年及有
之人的灵性。
如果你
到一个人的
或 度 出是离开上帝了，就不可
他。你 的工作不是去指 他，
乃是要靠近他的身旁帮助他。 当思念基督的虚己与祂的柔和 卑，而以充 圣洁仁慈的心，象祂

一 地作工。“耶和
：那 我必作以色列各家的上帝，他 必作我的子民。耶和 如此 ：脱离
刀 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 候，他曾在 野蒙恩。古 耶和 向以色列
， ，我
以永 的 ， 你，因此我以慈 吸引你。”耶利米 三十一章一至三 {ST2 408.1}
我 若要象基督一 地作工，就必 把自我 在十字架上。 是痛苦的死；但 也是生，是在灵
性上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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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的人同居；要使

卑人的灵

醒，也使痛悔人的灵

醒。”以

五七章十五

{ST2 408.2}

五十八教育改革的需要
(

自

言卷六, 一二六至一三七，一九○○年著) {ST2 409.1}

“他 必修造已久的荒 ，建立先前凄凉之 ，重修 代荒凉之城。”“你必称
路径与人居住的。”以
六一章四 ；五八章十二 圣灵 示的 些 ，向

破口的，和重修
代真理的信徒 指

明了 今在青年与儿童的教育上所当作的工。当我
第一，第二，及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而向
世人 明 代真理之 ，我 曾蒙指示，在本会儿童的教育上，当采取与世俗不同的 制；也曾
了很多的工夫，要明白 件事到底 作什么 的改革。 {ST2 409.2}

本会的工作就是改革；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 借着本会各教育机关 越的成就，来吸引人 注意
末后拯救即将 亡之人的最大努力。在本会的学校中，教育的 准切不可降低。 当提高，高而

又高， 超
今的地位；同 我 所施的教育，不
以 本上的知
限。 是研究 本，并
不能使学生得到所需要的
，也不会 人真正的智慧。本会学校的目的，就是使主家庭内的年
分子得到机会，按上帝所定生 及 展的 划而受
。 {ST2 409.3}

撒但已 用最巧妙的方法，把他的 划与原理 入教育的制度中，因此就 固地控制了儿童及青
年的心。真教育者的工作，就是要挫 撒但的
。我
上帝有
而神圣的 ，当 祂，而不
是

世界培养儿女； 要教

他 不可伸手去握住世界的手，乃当敬

上帝，遵守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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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照 造主的形象陶

的，基督是模型，他

当照基督的模型受

造。

当特别

切心注意教育的工作，它会 人得救的知 ，并使人的生命及品格与神圣的形象相符。上帝的 及
洁的心灵，象金 交 在生命上， 才有真正的价 。至于由此所能 到的崇高的境界，尤未充
分明了。 {ST2 409.4}
了作成
工作，我 必 奠下 广的根基。 当采用并 践一种新的宗旨；必 帮助学生在
一切所行的事上，力行圣 的原理。凡是迂曲，或 离正 的，都当予以清楚指明，并 避免；因
种罪孽是不 容其
存在的。最要
是照射在学生 路上的亮光。 {ST2 410.1}

的是每位教 当

慕及珍惜

正的原 及教

，因

本会学校中第三位天使的警告
在 示
上，我
到上帝要祂子民在末日所要作的特别工作。祂已 示祂的律法，并将适于
代的真理指示我 。 种真理是不断地 明，而且上帝意欲我 明智地了解它，以便我 能分别
善与 ， 与不 。 {ST2 410.2}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代 大的考 世人的真理， 当在本会各机关中 授。上帝意欲借着它
出 特别的警告，并使明亮的光 可以照耀世界。 日无多了。末日的危 已 近我 ， 我 当

警醒祈祷，并留心听从但以理 及 示

所 我

的教 。…… {ST2 410.3}

我 将要站在官吏面前， 明我 忠于上帝律法的心迹，使人知道我 信仰的 由。青年
当
明白 些事。他 当知道在世界 史 束之前所要 到的 些事。 与我 永恒的福利有关，教
及学生
当更加注意此事。 当用著述或演 把 种知
开，按 分粮，不但
青年人，也
当 那些成年的人。…… {ST2 411.1}
有一番庄 而 大的工作 当作成，那就是教 一班人民具有基督化的品格，以便在主的大日能
站立得住。何 我 与世人随波逐流，当然无需乎挂帆或
；可是我 若要逆流而上，那就需要
开始 苦了。撒但要 用各种的
来曲解真理。工作将愈
，因 自从 当犯罪以来，世人
已以犯罪
髦了。…… {ST2 411.2}
故此，我

切不可再容 光虚耗在留意 多与上帝子民当前需要无关的事上。不可浪

去恭

那些不明真理的人，“因
候到了。” 今没有光阴去 人的 筋灌 通俗所 之“高等教育”的各
种理 。花 光阴在那不能使人与基督之 式相似的事上，那些光阴便永
失了。 是我 承担
不了的，因 每一分光阴都是充 着永恒之关系的。 今，当 判活人的工作快要开始之 ，我
可 不圣洁的欲望侵占己心，使我 不 那
付 代危机所需要的教育呢?…… {ST2 411.3}
我

知道有很多的学校 授科学教育，但我

所要的却不止此而已。真教育的科学就是真理，

当使人深受真理的感 ，以致不能被到 充斥的异端所淹没。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就是真理，亮光，
及能力，当如何宣 方能使人心 此有正当的印象，乃是本会学校，教会及 道人所当 的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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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但以理及

示

所十分明

人地表 出来的上帝旨意，

当愈加珍

研究圣
代的迫切需要，其自身已
出非 常 受上帝圣言的教育不可了。 就是 代真理。普世各
方 于圣 的研究，当有一番改革， 种需要 今是空前的迫切。 种改革 展之 ，一
大的
工作必要作成；因 上帝会宣称，祂的
必不徒然返回，祂
是出自 意的。
上帝及“祂
所差遣”的耶 基督，

就是最高的教育， 种教育将来要

出奇光普照世界，象水充

海洋一

。

{ST2 412.1}

在学校中尤需研究圣 。学生
当在神圣的真理中生根奠基。 当 起他 的注意力，去留意
上帝的圣言，而不留意人 的假 。我 当研究圣 ， 于一切别的 籍，它是一部 大的 本，
一切教育的基 ，我 的儿童要受其中所得之真理的教化，不 以前的种种
行，教 及学生 就可得到 藏的 宝，更高的教育。 {ST2 412.2}

与

俗。如此

圣 的律例 当作 日常生活的向 。当以基督的十字架 主 ， 明我 所必 学 及 行的
功 。 在各种的研究上， 当提到基督，
学生 便可以
那有关上帝之知 ，并在品格上作
祂的代表。祂的崇高至尊，便成了我 今生及永恒 月中所要研究的 象。基督在旧 及新 中所
上帝的圣言，乃是从天而降的食粮； 多
食物；并不是真正的 哪。 {ST2 412.3}

今所

之科学，不

是人类

明的食品，

劣

的

圣 中所 藏的智慧，是无可置疑的，且是永无 尽的── 种智慧不是始于有涯的 筋，而是出
于无 的心意。可是上帝在圣 中所 示的 多 ， 于世人却是模糊不清的， 是因 真理的珠
宝已被人类的智慧及
之渣滓所埋没。 些圣 的 宝 于 多人仍是 藏的，因 他 没有迫
切地以恒心去 考，直到完全明白 金科玉律。凡接受上帝圣言的人，必
己，
作王室 胄，和天上君王的儿女。 {ST2 413.1}
我
到

考圣

，俾得洁

自

当用研究圣 来代替研究那些 人心思 于虚玄而 离真理的 籍。圣 活 的原理，交 在
的生活上，就可作我 在患 及 探中的保障；它的神圣指 ，是唯一的成功之路。当
人之 ，必有离道叛教的情形 生。有些人要 出是不忠，固 ， 傲，自 ，并 离真理，

而使信仰 于破碎。其原因就是他 没有“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 ”而生活。他 没有深掘，以巩固
根基。当主所
的使者向他
圣 真道之 ，他 口出怨言，
路是太窄了。在 翰第
六章上，我
到有些以 是基督门徒的人，在真理明白 示 他 之后，反使他 不悦而不再与
主同行了。照 ， 些肤浅的学生 ，将来也要 离基督。 {ST2 413.2}
每位已向上帝悔改的人，都蒙召要利用他的天

展自己的才干；活葡萄

的枝条若不生

，就

被剪除，弃如 土。
看来，本会学校所施的教育 具有什么 的特 呢?是迎合世上的智慧，抑
或是遵从上 来的智慧呢?教
可不在自己 方面的 任上警醒，并看明在本会学校的教育中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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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更大的地位呢? {ST2 414.1}

工的
本会学校的一大目的，就是

青年人服 于本会的各机关，及参加各部门的福音工作。

各地的民
明圣 。 候已到， 是借上帝的使者
一，第二，及第三天使信息中所包含的真理， 当
黑暗的大

和海中的群

献

。不可容任何人

当向

向世人揭开那 卷的重要 辰了。那在第
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使 真理之光普照各个

之事来阻滞此种大工。要成就此事，必

有受

培养而

主用的才干； 今所需要的，就是那能把自己藏在基督之内，而有基督 卑精神的人。初出茅
的人，不能令人 意地作成 种 掘 藏珍宝而使人在灵性上得以富足的工作。“我所 的 你要

思想，因 凡事主必 你 明。”“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
的道。”提摩太后 二章七，十五 保 在 里吩咐提摩太的 ，也当在每个家庭及学校的教育工作
中

生它的力量。 {ST2 414.2}

凡参加本会各机关工作的人，不 是学校， 养院，及出版社，都当 切地尽力去
男女成人
及青年， 使之配与上帝同工。当教 学生 明地遵循基督的方式作工，向凡与他 交往的人表 一
种高尚， 良的基督徒品格。凡
青年参加本会各部门工作的人， 当是 于生灵之价 有
深切
的人。除非他 是
圣灵的甘露，那邪 的伺隙者就会造成 多使人困 不宁的 境。
从事教育工作的人 当

明地辨 出，只有忠 及仁慈能得人心，而粗暴是永 不能成功的。擅

武断的言行，必激起人心最不良的性情。如果自称 基督徒的人，没有学会除 自己的
气，他 怎能希望得到人的尊重与恭敬呢? {ST2 414.3}

心及孩子

看来，我
当如何留心地 用适当的人来充任教 ，要他 不但能忠于工作，而且会表
良好的性情。如果他 是不可信任的，就当予以解雇。任何机关若是不能助 仁慈和 的精神，上
帝是必要叫它

的。切不可忘 ，本会的各个机关乃是由基督

自主持的。 {ST2 415.1}

最 秀的 道人才， 当用于本会学校中教授圣 。凡被
来承担
工作的人， 当是 底
明白圣 ，并有高深的基督徒
的人，他 的薪金 由十分之一来支付。上帝定意使本会一切的
机关都 作 工具，用以
培养一般不致使祂蒙羞的工人，及具有 格被派去充当布道士 主服
的工人；可是 种目 却已被人忽 了。我 在 工作的 多方面，已
落后了，主愿人 出
比以前所表

的更无止境的 心。祂已呼召我 从世界出来，

中，每位青年男女 当受

，充当有 献和重要的

祂的真理作

， 在我

位。 {ST2 415.2}

体之

在福音的田园里，迫切需要工人。 种工作需要青年人；上帝呼召他 。在本会的大学中，他

的教育是极主要的，无 如何，切不可予以忽 ，或把它当作次要的。教
若提 什么别的
，叫那些或 在 道工作上配从事令人 意服 之青年人灰心，那是完全不 的。人若妨碍青年
人，不使他
中，有

作 工作，那就是反抗上帝的

多人是有中人以上之才的。如果他

划，将来他

的才干能予以

必 此种行

用的 ，我

而交

。在我

今只有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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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就必有二十位 道人了。 {ST2 416.1}
有志参加

道工作的青年人不

种情形，
博的各 学
年人作

虚耗多年的工夫，

要

得他 的教育。教

当考

法修正自己的教材，以期适合 等人的需要， 当予他 特别的机会，授以 要而广
，是
作他 的工所最需要的。可是我
没有 行
划。太少注意去教育青

道之工了。我

而行，不可随从自己的
大。 {ST2 416.2}

作工的年数不多了，教
划。因 我

当被上帝的灵充

，遵照上帝所

明的旨意

没有听从上帝在 些方面的指教，所以我 每年的

失很

在本会学校中，那些要作布道之工的 士 ， 当从有良好 格的医
得学 ，其教育的一部
分也当学 如何与疾病相争，并表 自然 法的价 。 种工作是极其需要的。 多的城市正浸
于罪

及道德的

落中，然而仍有 多的

得在每个所多 城之中。罪的毒性正在社会的核心

作， 上帝呼召改革者兴起， 上帝所制定管理人身体的 律作干城。同 他 也当在
并培养人
的心智上 持一个高尚的 准，俾使那 大的医 可在救助受苦患病之人必要的慈善工作中，与人
类的助手

力合作。 {ST2 416.3}

上帝的

各部

划也要本会的学校

青年人，使他

。如果有 多献身的青年人

用最好的方法去引 人

向基督，我

能在安息日学的各部分任教，并充当安息日学的

忱参加安息日学的工作，用功
就可

自己，然后再教

别人采

到与今适异的情形了。 是一种有效的工作。 {ST2

417.1}

道的教
教

当受

作布道的工作。到

门 大开，等待 道人，

从两三个国家来供

工人去

付那些求助的呼声， 是不可能的。除了使那些 史 久的区域所派出的人才受教育，以充布道士
之外，我 也当在世界各地
人才， 其本国之人或其 人服 ；并且尽一切所能的，使他 受
当地的教育，
或
的

工作的
任，他

也是

妥善而安全的。若是他到

方外国去受教育，其

果不 是

工人自己，

展，都不是最好的。主意欲我 尽所能地
来 付 些需要；如果教会能
就必知道如何在任何 急情形中采取行 。 {ST2 417.2}

悟自己

要 救缺乏工人的需要起 ，上帝愿我 在各国 立教育中心，使有希望的青年可在那里受教
育， 得各种 用的知 及圣 的真理。 及至 些人参加了工作，他 就会在新的地区把 代真理
的工作
到那些

开来。他 要

起不信之人的兴趣，并帮助拯救人脱离罪的捆

立了学校的国家，去推 教育的工作。 {ST2 417.3}

。 当派遣最好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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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改革的障碍
(

自

言卷六, 一四一至一五一，一九○○年著) {ST2 419.1}

在本会的某些学校中，已
施了圣 的教学，在改革的方面，也有一些努力；但是在如此 久
的
已
用通俗的方法，而今才采取正当的原理，确是一件最困 的事。在起初下手要改革
些旧 之
了很大的

，有 重的磨
到那些行在上帝所指示之路上的人。往日所作的 多 事， 果招致
失。有一些障碍把我 滞留在平庸，属世的制度上， 阻我 明了真教育的原理。在未

悔改的人

立于人类自私，不信，及冷漠的低地上看起来，那些正当的原理及方法，

然是

的。

{ST2 419.2}

有些没有完全悔改的教 与事 人
，已成了别人的 脚石。他 在某些事情上表示同意，作
了一半的改革；但当 多的知
到了，他 却拒 前 ，宁可照自己的 点行事。他 如此行，
无异是摘食了那使凡人高

神圣的分别善

的果子。“

在你 要敬畏耶和 ，

心

意地事奉

祂，将你 列祖在大河那 和在埃及所事奉的神除掉，去事奉耶和 。若是你 以事奉耶和
好，今日就可以
所要事奉的。”“若耶和 是上帝，就当 从耶和 ；若巴力是上帝，就当
力。”
行，我

二十四章十四，十五 ；列王 上十八章二十一 我
的属灵状况就当 超于 今所有的了。 {ST2 419.3}

在提倡新方法之 ，提出了 多的疑

， 开了

么多的

若曾遵照所得的亮光往前

会意欲洞悉每个困

不
从巴

，遂使改革者受

到 阻，有些人就因此停止，不再 持改革了。他 似乎不能撑住疑惑及批 的逆流。在雅典人
中，只有比 少数的人接受了福音真理，多数的人因有智慧及属世的 明而心存 傲， 基督的福
音 愚拙。然而“上帝的愚拙 比人智慧，上帝的 弱 比人强壮。”因此“我 却是
十字架的基
督。在犹太人
脚石，在外邦人 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 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
上
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哥林多前 一章二十五，二十三，二十四
今我 要从 开始。 当尽心，尽性，尽意来
却不能将异端 成真理，也不能使真理
异端。我
意除掉教 及学生 的每一
念。我
教会 准的事物。当以基督所授的教 作
格地予以重

就不需要花

；因 如果不是在教育方面
地建筑校舍了。 {ST2 420.1}

由降低
有些人要强

，如果把宗教教育列

{ST2 419.4}

些改革。异端虽可因 月而 老；但 月
随从古老的 俗
在太久了。 今主愿

不能
因
尚如此，便随意教授那迎合世界
准。上帝所指示有关本会学校 施的教育，我
与本会某些学校所

行的大有分别的

准或
必

，那么，我

准而博得的声望

要的

程，本会的学校将不符 望；因 那些不信本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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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会来入学的。好极了! 他

到别的学校去吧，他 在那里可以找到合乎他

口味的教

育制度。 撒但的
就是要用 些
，来 阻我
到 立本会学校的目 。事 人 受撒但的
所阻，便研究效法世人的 式，摹仿他 的 划，效法他 的 例。 多人已充分 明是缺少
从上

来的智慧，而公然与上帝及真理之

蹙 不悦，因
果，他 都必

合作，

学生 筹

世俗的

他 引 青年 入歧途，就 撒但作成一 工作了。 于
在上帝的公案之前交 的。 {ST2 420.2}

。他

行，使上帝

那些采取 种行径的人， 然是不堪受托的。在 下 局之后，他 也
他
能勾 自己所 生的影响呢? 些不忠于所托的人，主人 能 他

种工作，以及一切的后

工匠没有在永恒的磐石上建 ，他 的根基要 明是散滑浮沙。当主命令我

会承 自己的
；但
“好”呢? 些不忠 的
与人分别作特别子民

之 ，我 怎能渴求声望， 法摹仿世人的 俗
呢?“ 不知与世俗 友，就是与上帝
以凡想要与世俗 友的，就是与上帝
了。”雅各 四章四 {ST2 421.1}

么?所

降低 准 要博取声望，使人数增加而引以
。 可 明是太盲目了。如果以人数来作 成功
的凭据，撒但自可首屈一指了；因 在 世界上，随从他的人是占 大多数的。要
学校的成功
与否，需看那弥漫学校中的道德 气到何程度。本会的学校，不当以人数，乃当以校内人
德，智慧及敬虔，来作
与感恩之源。因此，我
的 俗及 尚呢?“所以弟兄 ，我以上帝的慈悲 你
而

化， 叫你 察 何

人

上帝的善良、

可使本会学校
象世界的一 ，效法他
，……不要效法 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

全、可喜悦的旨意。”

十二章一，二

要用各种的方法，尽力减少基督复 安息日会的人与守每周第一日的人之

在异象中
号或印
不是我

的美

我看到一班名 基督复 安息日会的人；他

提

，那使我 成

{ST2 421.2}

著的区别。主

特别子民的旗

，不可那 彰明地揭出；据他
，
于本会机关的成功，不是最好的方策。然而 今
扯下旗 ，以本会信仰 耻的 候。 特殊的旗 上面写着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

是守上帝
布道会促

命和耶 真道的，” 是 当向世人高 ，直到救恩 期 束之日的。当我 在各 增开
圣工之 ，切不可掩 本会的信仰，以求世人的 助。真理必
与那些行将 亡的生

灵；如果用什么方法遮盖起来，就是羞辱了上帝，那些生灵之血也要染在我

的衣服上。 {ST2 422.1}

凡参加本会机关工作的人 卑与上帝同行到何 ，天上的智者也要与他 同工到何 。但愿大家
把上帝所 的
在心：“因 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撒母耳 上二章三十 任何人切不可 臾
存有 种 念，以 他在不信的世人面前掩盖自己的信仰及道理， 是 他有益的，因他害怕若是
他的原理被人知道了，人就不会那 看重他。基督要求祂的一切门徒公开大胆地承 信仰。每个人
必

采取上帝所要他采取的立 ，向世界，天使，及人类作一台

。全宇宙正在用形容不出的关

心， 察 在基督与撒但之 大斗争的 束。每个基督徒 当作光，不是藏在斗底或床下，乃是放
在灯台上，使光照亮全屋子的人。切切不可因 懦弱胆怯或随从世俗的方 ，而把上帝的真理置
背后。…… {ST2 422.2}

所施于青年人的教育， 造了整个社会的

革。

多人以

。全世界的社会都是在混乱中，需要一番

更好的教育 施，更大的技巧，及更新的方法，可使 事

入正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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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接受永生的圣言，却又在其 大的教育体制上，将圣 列于次要的地位。那本当居于第一的，却
屈居于人

的

作之下。 {ST2 423.1}

今很容易流入世俗的 划，方法，及 俗中，而不

挪

代的人民更多思及自己所

的

代

和当作的大工。我 的教育工作者，常有陷于犹太人故 的危 ，依照 俗，
，以及上帝所没
有
的一切
。有些人固
决地保守老
，喜 不必要的 目，仿佛是他 的得救有 乎
些事一

。他

如此行，便 离上帝特别的工作，而 学生

一种有缺憾的

的教育。人的心

思被引离了那含有永恒福利的， 明的“耶和 如此 ，”而去迁就人类的理 与教 。那无 的永恒
真理，上帝的 示，竟根据人类的 解来解 ，其 只有圣灵的能力才能解明属灵的事。人的智慧
是愚蠢的；因

它 会了那展望到永恒的上帝的旨意。 {ST2 423.2}

改革者不是破坏者。他 切不可 法

改革者必

前

，不可退

。他 必

是

坏那些不与他
决，

的 划相符， 及不能与他

健，果断，大无畏的；但

同化的人

，

种 决的精神却不可

堕 惟我独尊， 服 人的精神。上帝渴望一切事奉祂的人，在有关正 上要
如磐石，但却当
心里柔和 卑，象基督一 。
，他 住在基督之内，就能作那如果基督 在他 地位上所要作
的工。在 代的改革工作上，却 出英雄气概，那种粗 ，指
的事工上，一切自私的方法在祂眼中都是可憎的。 {ST2 423.3}

人的精神，乃是不必要的。在上帝

六十教 的品格与工作
(

自

言卷六, 一五二至一五六，一九○○年著) {ST2 425.1}

本会学校所作之工，与世上其他大学及神学院所作之工是不同的。在 大的教育事工上，科学教

育固然不能列 次要的，但我 却当 清， 种知 的最大重要性，就是帮助人在上帝
的大日
能站立得住。本会的学校 当更象先知学校。 些学校 当是
的学校，使学生 可服于基督的
育之下并向

大的教

学 。 些学校也当是家庭化的学校，学生 可从教 那里

的目

当是帮助学生 在各 必要的知 上有

得特别的帮

助，犹如家中的人可以从家庭中得到帮助一 。 当培养温良，同情，
，及仁 。在那里 当
有无私，
，忠 的教 ，由上帝之 所激 ，心中充 慈怜的教 ，他 就会关 学生 的健
康及福
当

。他

本会的学校遴 明智的教 ，他

个人救主之必要。从最高到最低的班
引 他
点，因

要 得自己当

，他

上帝

都当特别留意学生

。 {ST2 425.2}

，去感

的得救

人心明白有

基督

，并尽个人之力

其

法

的脚步行在正路上。他
当怜 那些在幼年 代受 不良教养的， 法 救他 的缺
若不加以改正，将来必大大地 害他 的品格。人若非先在基督的门下受教，明白怎 教

人，他就不能作成

的工作。 {ST2 425.3}

一切在本会学校任教的人， 当与上帝有密切的

，并且完全明白圣

，以致能将神圣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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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知 ， 用在青年的教育上，使他 得以在今生，以及不朽之来生，有良好的 献。他 不
是有真理知 的男女，也 是 行圣 道理的人。在他 的言 及生活上， 当表明“ 上 着
句

。他

当以身作

，教人在凡事上当有 朴而正确的

。无 男女若自己没有

，就切不可参加本会的学校充任教 。 {ST2 425.4}
校

及教

都当受圣灵的洗。痛心悔改之人的

”

从主道的

切祈祷必 到宝座之前，如果我 本着信心握住

上帝的手臂，祂就必按自己的 候垂听 些祈祷。当将自我藏在基督之内，基督又藏在上帝之内，
如此，祂所 示的能力就足以融化并折服人心。基督所教的方法，是与普通的方法大不相同的，我
要与祂同工。 {ST2 426.1}

教学工作的意 是
于一般人所想的。要使真理明 易解，乃是需要 用大技能的。因此，每
位教
当 力增 属灵真理的知 ，但他若是与上帝的道隔 ，就得不到 种知 。他若要天天
改 自己的能力及才干，就当用功研究；他必 将道理吃 去，消化了，并照着基督的方式作工。
人的心灵若受生命之粮的滋养。上帝的灵就必在他的各部官能上予以活力。 就是那存到永生的食
物。 {ST2 426.2}

凡愿从大教 受教的教
，就必如同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一 ，体会到上帝的帮助。他
当向
天高攀，而不可停留在平原之上。基督徒的
当与一切真教育相配合。“你 来到主面前，也就
象活石，被建造成 灵 ，作圣洁的祭司，借着耶 基督奉献上帝所悦 的灵祭。”彼得前 二章五
教 及学生
当研究 些 ， 看自己是否 一等人，借所 丰盛的恩典， 受每位上帝儿女
在

教育

到更高地步之前所必需的

教

。教

种工作，其效果之宏大深 ，将在无
当

在一切教

上，

当分 由上帝宝座而来的亮光；因

无尽的永恒 月中

明出来。 {ST2 426.3}

学生自己去思想，并 自己而清晰地明白真理。教

向学生解

，使学生相信，

都是不够的； 当
他 提出
，叫学生用自己的 将真理 明，借以 出他确 看清了真理
的能力，而且加以 用。借着辛苦的努力，才能将活 重要的真理 刻在人的心 中。 种 程也
是很慢，但

比匆匆忙忙地

重要的

目而不加以合适的思考，却更有价 得多了。上帝期望

祂的各机关 比那些世俗的机关更高超；因 它 乃是祂的代表。人若真与上帝
明，有比人力更高的一位主站在那里掌舵。 {ST2 427.1}

，就必向世人

我 的教 需要作殷勤学 的人。改革者本身也需要改革，不但在工作方式上，也要在自己的心
地上改革。他 当受上帝恩典的感化。当以色列人著名的教 尼哥底母来到耶 那里，主把神圣生
活的条件指

他看，把悔改的初步手

教

他。尼哥底母 道：“怎能有

事呢?”耶

回答

，“你是

以色列人的先生， 不明白 事么?” 个
也可以提供 在 多担任教 ，而忽略自己必要的得
以成 一个门徒，一个
的基督徒，与一位能蒙祂嘉 的教育家了。 {ST2 427.2}

教

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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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教 ，有 多已 学得的事是必 弃置的，也有 多与此不同性 的事是 当学的。除非
他 愿意
行──除非他
底熟悉圣 ， 心研究与大教 生活有关之荣耀的真理──他 就会
助
他

那些主所正要改革的异端。 多不 保存的 划与意 ，反而 刻在他 的心中，据
思想的
必 于
及危 。
，所撒的必不是真 的子粒。在学校工作上所常

的

俗及

，也 会被人

是微末小事， 今不可将它

入本会的学校中。教

而定，
的 多

若要放弃那

久已 存的意 及方法，也 是很 的；但他 若一步一 都肯 心而 卑地 道，“ 是主的方法
么?”他 就必 服祂的
了。祂必引 他 在安全的道路上，他 的看法也要被
所改 了。
{ST2 428.1}

本会学校的教

当 考圣 ，直到他 自己完全了解，而打开心门，接受上帝所

光，并行在其中。
他 就必蒙上帝的教
些与上帝从无
之人的意 及理 了。他
而来的智慧了。 {ST2 428.2}

信了，又知道祢是上帝的圣者。”

室中的工作

之

，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作工，在其一切教学上少引用那
必很少尊重有限的智慧，而要衷心深切渴慕那从上帝

基督向十二门徒 道：“你 也要去么?”彼得回答

已

的宝

：“主啊，祢有永生之道，我

翰福音六章六七至六九 当教

，圣灵就必降 在人的心 之中作祂的工了。 {ST2 428.3}

将

些

从

呢?我

用在他

教

六十一天庭指 者的 言
(
在夜

意。

自

言卷六, 一六二至一六七，一九○○年著) {ST2 429.1}

(意指异象中)，我列身于一大群人之中；在那里，教育的

激 了所有在 之人的心

多人提出反 更改那久已流行的教育特 。有一位久已担任我 指

祂 ：“整个基督复 安息日会的 体都 关心教育
由校 及教
去包 。” {ST2 429.2}

者的，正向人

。有关本会学校工作性

之决策，不可完全

有些人竭力 持研究那些无神派作家的著作，并推荐那些已被主所指 ，并无 如何不
籍。
了 多 烈的交 及
之后，我 的指 者迈步向前，手中拿着那些一向被人

倡
些
圣

是高等教育所不可或缺的 籍，他

道：“你 有没有

些作家的主

，

与原理，

可的
心提
将

放在学生 的手中，是完全安全无害的 ?人心很容易被撒但的 言所 惑； 些 使人无意
加以深思。其 人若接受及重 圣 ，就可确保得有永生。你 仍是被
所 束的人，切莫

忘 好
乃是福气，既可造就你 自己的品格，而且在别人身上也有 善的影响；至于坏
，
若一旦养成了，就会 生一种暴力，使人的心思遭捆 。如果你 从来没有
些 籍的一句，
今天就必更能
念。 {ST2 429.3}

会那本超乎万 之上的大

，它是

得研究的，并能使人

于高等教育有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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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

用已久，并不一定就

明

，以及

种年久的

些 是安全的或必要的。它

旧 俗，都是不能成

已引 了千万的人到了撒

但引
当夏娃的地步──就是到上帝禁止人吃的分别善
那里。它 已引学生
弃研究圣 ，
而去研究别的非必要的功 了。若受
种教育的学生 要
作救灵之工的 ，他 就必 忘却
他
他

所已学 的 多事物。他 将
， 种忘却的工作是
困 的；因 那些可非 的
的 中已根深蒂固，好像园中的野草一 ， 果，有些人将 于分辨不出善 了。在他

育中，已将邪正混 一
企 教 别人之 ，
校中不容有那些 然未

。把人的面孔高

起来

他

去仰望，又把人的理

念在
的教

抬高地位；以致在他

他 所能提出的一点点真理，也混 在人的意 及言行之中。在本会的学
基督之人的言 。它 是会阻碍正当教育的。 {ST2 430.1}

“你 已有永生上帝的道，你 若 求，就可有圣灵的恩 ，使那道在信从之人的身上成 一种能
力。圣灵的工作就是 人明白一切的真理。何 你 若尽心尽性尽意倚 永生上帝的圣 ，那与上
帝交通的孔道就不至于

塞。在圣灵的

之下深切

地研究圣 ，就可使你 得到新

的

哪， 同一的圣灵也可使其功效昭著。青年人若尽力
筋 向高尚及圣洁的思想，就必得着
。凡在 方面恒切努力，用心研究明白圣 的人，就是
好能与上帝同工的。 {ST2 430.2}
“世界所 可的教 中，有些人是上帝不能 可 安全之教 的。 些人 弃圣 ，而推崇无神
派作家的著述，以 其中的意 是 当配合在人的品格上。你 能从所撒出的 类种子上，期望有
什么收

呢?在研究 些可非 的 籍上，使教

及学生的

筋

坏了，仇 就撒下了种子。除此之

外不会有别的情形。因 从
之泉啜 ，毒 就
体内。没有
的青年人参加了 类的研
究，所得的影响，就会使他 的心意到了致敬虔于死命之地步。青年人被送到本会的学校中，研

了 些 本，他 以 是安全的，因
都是世俗的学校所采用及提倡的。可是在世俗的学校中，
正有 多的学生因 研究了 些 本，以致 向无神派哩。 {ST2 430.3}
什么不

“你

圣

于一切人类的著述呢?你 接近一切真理的根源，意犹未治么?从黎巴嫩

的水流汲取活水 不 足么?上帝有活水的泉源，可 醒一切心灵 渴的人，也有宝 的粮 ，能使
灵性 强。向祂学 吧，祂必使你 能够回答那些
你 心中盼望的 由之人。你 有没有以
更加

主所

全

的 ，就会在教 及学生

之

的身上

生有害的影响呢?” {ST2 431.1}

然，人人心中大大感悟。那些曾以

自己是

的，并缺少那关于人类心灵永恒命 之 的知 。 {ST2 431.2}

明

强的人，也看明了自己是

弱

然后上帝的使者从几位教 的手中，拿起他 素来所研究的 籍──其中有些是无神派作家所写及
含有无神派意 的放在一 ， ：“在你 的生平中，无 何 研究 些 ， 都不会 你 今生的利
益和 步，也不会 你 来生永恒之益， 什么你 的 橱上竟充斥着 些使你 心思 离基督的
籍呢? 什么花
那不足 食物的 西呢?基督呼召你 ，“我心里柔和 卑，你 当……学我的
式。”你

需要吃那从天而来的生命之粮。你 需要更殷勤研究圣

，及

活泉之水。

近基督， 近祂吧! 当每日有吃上帝之子的肉和喝祂的血的
。属世的作家始 不能
代的大需要；只有仰望你 信心 始成 的基督，你 就可 成祂的 式。” {ST2 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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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他 的手中，

道：“你

本 的知

很少。你

不明白圣

，也不知道

上帝的大能，更不 得那要
亡世界之信息是何等深切的重要。 去的光阴已 明你 ，无
生，都 于有关 代可敬畏的真理
很少。如果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完全
多担任教育工
作的人，他

是不会明白的。你 若有从上帝而来的知 ，你

就必全然

起，将永活上帝的真理

死在罪
犯中的世界了。然而 今所高 的，却是那些不含 代真理的 刊，人
明，不肯 从“耶和 如此 ”了。 {ST2 432.1}

成太

“借着本会学校的每位教 ，那独一的真神要被高 ，然而 多的守望者却都睡 了。他 好像是
瞎子引 瞎子。但耶和 的大日 正 近我 。象 一 地暗暗来到，凡是不警醒的人必致措手不
及。在我

的教

中，有

是警醒的，作上帝恩

的忠心管家，吹出一定的号声呢?有

使的信息，呼召世人 上帝的大日作准 呢? 我 所

第三位天

的信息，乃是有永生上帝之印 的。” {ST2

432.2}

他指着圣

上。要

，又 ：“旧

及新 圣 ，

当配合

用于

真地善用你 当前的机会。要以永生上帝之圣言 你

人在耶和

的日子站立得住之工作

的 本。如果你 曾

素来如此

行，那些上帝圣工上所 失的学生，也
今已 成布道士了。耶和 乃是独一的真神，是当受敬
畏崇拜的。那些人敬重无神派作家的著述，引 学生 去重
些 籍，
是必要的教育，他
乃是减少学生
上帝的信心了。 些 籍的色彩，精神，及影响， 于那些以此
人，乃是有害的。在学生 身上所生的影响，已使他 不仰望世上之光基督；而且
自称

上帝的人否 上帝，正如今日本会学校中否

祂的情形，就大大

喜。公

知 之源的
天使 到那些
日

之光已

照在教会上， 退黑暗，呼召上帝子民 于那些将来可作世界之光的人 ， 作必要的
。凡接
受 光的人都可明白 事；那些不接受光的人必行在黑暗中，不知道自己因什么跌倒。人的心灵若
非在神圣的引 之下，就 不是安全的。有了上帝的引 ，然后就可引 一切的真理中。基督的
在 从之人的心上必 出活 的能力；借着 行神圣的真理，上帝完全的形象就可恢复，并且在天
上就要宣布
功

，‘你

在祂里面也得了丰盛。’”歌 西

，以致不能参加宗教的聚会与活

。 {ST2 433.1}

二章十 无

如何，不可容学生 有太多的

六十二学校宿舍
(

自

在去本会大学就 之 ，

之

，他

言卷六, 一六八至一七五，一九○○年著) {ST2 434.1}
多青年离开了家庭中的

离开了父母的管理及教养之

同的社会中。有些人，幼年 代未受
离开了那 束太 的手，便如脱 之

温良的感化力。当此一生最需要人

束，投身到一帮与他

同年，而生活

慎

与品格各不相

，肤浅而浮薄；另有些人，却受 太 的管教，以致一旦
， 得可以 所欲 。他 看 那需要 束的意念。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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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交游，危 自必增多了。 {ST2 434.2}

本会学校宿舍的 立，就是要使我 的青年人不至于
西 ，暴露于种种邪 的影响之中。
当尽力之所能，使学校有家庭化的气氛，保持青年免受 探而道德 亡，并引 他 去就耶 。天
上的家庭，表明了地上的家庭所 有的情形；本会的校舍，就是那些努力
所聚居之 ， 当尽量 到神圣的 模。 {ST2 434.3}
凡受托管理

些校舍的教

，所 的 任甚大；他

是代替父母的行

要 上帝服

，

学生

之青年

表

关心，

正如父母关心儿女一 。他 奉召照
些品性不同的青年，是要 尽苦心且背 重担的，更要精
明机警与多多忍耐， 去将那些已被不良管教所歪曲的心志， 于正 。教
当富有管理才干；他
当忠于正理，而又明智温和，以 切之 及基督化的同情来管教
。他
当是有信心，有
明，并有祈祷之
的男女。他 不可表露 峻寡情及道貌岸然的 度，乃当与青年 水乳交

融，与他

在正常的生活

程上同甘共苦。

种努力所得的效果，大半就是快 ，和

的

从。

{ST2 434.4}

室内
青年男女在本会大学宿舍内所 受的教育，是 当特予注意的。参加本会大学的学生 ，
教 行那分派 他 的工作，不可有 惰之 向， 是在建 品格的工作上极其重要的。他
熟悉日常生活的
。 当教他 把室内的
都当
矩矩按着秩序而行。厨房及其他地方，

理得又 底又良好，尽力避免吵 及混乱。凡事
当保持洁 雅 。 当把 本放好，直到要用之

再拿起，在未能将室内的操作完 之前，不要

福所

在

的家
行

疏忽了。 {ST2 435.1}

些

之 ， 当

当受
当

。不可

占据了全部心意，以致把全家幸

那些粗心，疏忽，及不整 等

；

些

，若不予以改

正，就必在生活的各方面表 出来，以致破坏了自己一生的效能，破坏了真正的 道工作。若非用
恒心及决心来改正 些
，它 就会把学生的今生与永生都侵 了。 当鼓励青年人在衣着上养
成正确的
使他

成

，使外表整洁而 人；

别人的安慰和帮忙。 {ST2 435.2}

以色列子民的

他 的
到他 的

教他

，

保持衣服的清洁，及

受了特别的指 ，遂将 幕四

到他 的
。主
不洁，祂就不与他 的

。上帝

以色列人那

仔 ，要他

上帝已

父母及教

在

的情形存在。 {ST2 436.1}

属灵的教 。当
他
要清洁，象身体清洁一

整 。他

所有的

的地方整理得清洁有序，免得上帝的天使

些事真要特别留意么?祂是 真的；因 事 如此，如果祂
出 ，与仇 相 。照 ，上帝也是注意我 的一切行
养成清洁的

，祂

今日的家庭，也必不

任何

不洁

些方面上教育孩童及青年的工作，从他 生活每一行 上，都可授以

注意身体清洁的
。在 地之 ，他

，我 也当教
可学 主如何洁

他 明白，上帝愿意他 的心地也
人心。他 不是关 门窗，把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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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用的 西 在房子里就算了，乃当开敞门窗，勤力工作，把一切灰
出去。
，也当把情
及行 之门窗，朝天开 ，使自私及属世的灰 清除 尽。上帝的恩典必清除心意的内室，由上
帝圣灵来使每一份的天性

成清洁而活 有力。在日常本分上无秩序及不整洁，将使人忘

而只有口 的信仰，徒具敬虔之形式而无
体。 {ST2 436.2}

意。我

上帝，

当警醒祈祷，免得只捕捉了影子，而失去了真

活的信心，好像金 ，在 行
的事 上，把生活
串起来。 如是 引 学生 明白，上
帝所
的 洁原理，将使人敏于生活上的每一 作。在日常的一切
上，如是含有促使基督徒
生

的性

在内。

一来，那些信心，信靠，及

耶 等原理，就会深入到日常生活中极微小的

事上。那种仰望耶 及 祂的心，要成 常存不断的 机，使所尽的每一
活 有力。于是就
生出 力追求公 ，一种“不至于羞愧”的盼望。在一切所作的事上，都要荣耀上帝而行。 {ST2 436.3}
于在宿舍中的每位学生，我要 ，当忠于校舍中的
。在 行微小 任上也当忠心。在宿舍
中作一个真 活 的基督徒。 当用基督徒的原理管束你的心， 束你的行 。听从教 的每一
建

，但不必事事都要听人吩咐了才去作。

当自己

察。注意自己房

无疵，没有什么可冒犯上帝的 西，以致在天使
你房 之
引，而停留片刻，不忍 去。在 行你的
，有敏捷，整
了。你是
暴，不敬
忠

内的一切是否整

，无瑕

，会被井然不紊之秩序及清洁所吸
，忠 的精神，你便是作布道士

基督作
的。你要向人表明基督的宗教，在原理及 行上，并没有使你 成不洁，粗
，不听他 的指 及教 。 行了圣 中的宗教之后，必使你 得仁 ，体 ，而又

。你必不忽略 当作的小事。 当采

上也忠心。” {ST2 437.1}

基督的

作 你的格言：“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

基督徒的社交与礼貌
上帝的子民

当教
一个

学生
物。

于基督徒的社交太缺少培养了。在本会学校中不

知道，他 不是独立游离的原子，每个人乃是一条 ，与别人的 交 起来， 成
种教 在学校宿舍中授予，
在其他部门更能收效。学生 在 里每天四周都有

机会，若能予以善用，就必在他品格有关于社交方面的特 之
的光阴及机会，去 展一种能使他 快 及有用之品格。那些
人的人，必
得友

，

失

多福气；因 借着互相交往琢磨，心志就

果就可同心合意，有彼此相

尤其是那些已

基督之

的气氛，

自愿

人类家庭的

展上大有裨益。他
关自守，不愿以友

取 友的，去表示一种仁
心，并向四 的人射出喜

有权善用自己
交游来造福他

于高雅；借着社交，才能彼此熟

在天庭看来是殊可嘉

滋味的人，当 展他的社交能力，因

主。不 当把基督秘密地藏在心中，象一种引人
不 向那些只知自我陶醉的人
。 当教学生
不是他

忽略或不注重 一部门的教育。

的。 {ST2 437.2}

，

如此，他

就可引人

向救

的 宝，圣洁而甜美，独自享受；基督之 也
效法基督向那些最困乏的人，甚至于 些人也

的关切，一种社交的

尚。耶

曾随 随地表

敬虔之光彩。 当教学生 追随祂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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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基督徒的关心，同情，及 青年友伴的心，并尽力吸引他
向耶
中，象泉水直涌到永生，使凡与他 接触的人得以 醒。 {ST2 438.1}

；基督 当在他

的心

上帝所以 宝 的，就是 种在需要之
别人作 意而 切的服 。即使是在求学 代，学生
若忠于自己的信仰，也可 上帝作活 的布道士。 一切都是需要
的； 然而
耗用的
，是有利益的，因 如此，学生正是学

了怎

向世人去

基督教

。 {ST2 438.2}

基督并不拒 与他人作友 的交往。当法利 人或税吏 祂赴席，祂也接受了邀 。在 种 合
中，祂所 的每一句 ， 于听 都 着活的香气叫人活；祂利用宴席的机会， 予 多切合他
需要的宝 教
。祂以身作
肆意

的

。基督便是
教 祂的门徒，在那些不信道及已信道的人群之中，
地教 他 ，在参与任何公共 合之 ，他 的
可以不必与平常

相同。 {ST2 439.1}

当如何自
类集会上所

学生 在餐桌上 膳之 ，若是有基督在心，就必从心的宝 ， 出 洁高尚的言 ；若是没有
基督在心，那里就必 生 浮
，相与取 ， 是妨碍灵性生 ，及使上帝的天使担 的。舌
是最
分

制伏的 物，其
祂的富足，我

不
如是。 当把舌 悔改；因
当收集祂所 与的珠宝，
，我

癖性，个人的特性，及造成品格之

表 出来。人若随从何种
宿舍的每一学生，肯尽力

口才也是一种极宝 的恩 。基督随
口中的言 就如吐珠宝了。 {ST2 439.2}

──在宿舍中所行的每一件事，都必在全部人生交游上自行

向，就必在思想，言 ，及行 上表 出同 的性 。如果那 成学校
束一切粗俗无礼之言，而 尊重大家的 ；如果他牢 着自己是
作

天家之一分子；如果由圣洁的哨兵来 守他的感化力不可离开基督；如果他要尽力使自己生平的每
一行 ，能宣 那召他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那么，从各个学校宿舍中所 出的，将有何等
改良的影响力啊! {ST2 439.3}

宗教聚会

行

在本会学校宿舍所授的一切教育中，宗教聚会乃是最重要的。
些聚会，但又当尽量使它愉快可悦。不可延

太久，使人

当存最大的

倦，因

那

而敬畏之心来

会 青年人一种印

象，使他
想宗教是毫无兴趣而枯燥的； 多人会被引 去将他的影响力 于仇 的一 ，其
些人若善予教 ，就可造福世人及教会的。安息日的聚会，在宿舍及礼堂中的早晚聚会，若非有
明的安排及有上帝圣灵的活 的力量，就会成 学校的一切生活中徒具形式，不快 ，不 人，
及令青年人最
的。祷告
聚会，以及一切宗教聚会，都当有最好的 划与安排，以致它 不
但是有益

，同

也是

极 人，令人十分欣慰愉快的。 合祈祷必使心心相 ，与上帝

久不 ；公开地勇于承 基督，在我
洁之美的薰陶。 {ST2 440.1}
在

一切的

的品格上表

祂的温柔，

卑，与仁

，持

，就可使别人也受圣

合上， 当把基督 出是“超乎万人之上，”“全然可 ”的一位。雅歌五章十，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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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是一切真快

与 足之泉源，各种善良全

希望所寄之主。在每次宗教聚会中，
表

祂是使我

要成就

当以上帝的

恩 之

及基督徒

种果效，必 避免一切狭窄的 念。

当有

心。

六十三
自

当把已

真

之美。

切，及 一的心。教

的一切工作，并留心看自己能怎

在品格上返照基督的 式，并 成上帝的形象。何 那些
范 之内的特权与机会，他 必 上帝作一番可蒙上天嘉

(

，来表 它

大家永生

必

有

若肯祈求便可得到的。有一种恩典是我 若知所感激就可享
若能照自己追 之目 的价 ，作相等程度之 心致志去要

求，就可得到了。天上的使者正在注意我

不

的快

从罪的一切 果中得以挽回的救主。 {ST2 440.2}

心，和活 的敬虔。有一种能力是我
有的。圣灵正在等候我 的要求，我

我

者，万福之根源，我

服事每一位，以便可

本会学校宿舍的人，能重
的工作了。 {ST2 441.1}

那置于他

改革

言卷六, 一七六至一八○，一九○○年著) {ST2 442.1}

当作教育工作一部分的

，因若干困

生而放弃了。青年人在求学

代，当有机会学 使用工具。在一些有耐心， 心，善于教授的，有
的工人及木工之指 下，
学生 当在学校的 地上自行建筑，及作必要的修葺，
就可从
的教 上，学会怎 用
的方法来建筑。我 也当
学生 从事于印刷有关之各 工作，例如，排字，印刷，
制造 棚，与其他有用的工作。 当栽种小 ，培植蔬菜及花草， 种工作也可叫女学生
去作。

，在

用

，骨骼，及肌肉之

，他

，以及
到 外

也可 得一种切 的人生知 。 {ST2 442.2}

在 些方面的教养，可使本会青年到外国 真理之 成 有用的人才。那 他 可不必倚 当地
的人去替他
， 衣，及建筑，也不必花 从 道 人来
校舍，会所，及居室。布道士
若能教
力。他

无

之人如何作工，用最好的方法，得最好的成 ，就必在当地的人中有更大的感化
行，就能 明布道士也可以作
教育家，并且 种教 ，在那些
有限的地

方，尤其受人重

。 持

布道士，所需的款

是很小的，因

他 自

以来就已在

的

及自然界的教

来作

作上， 于体力有最好的
； 他 在 方面所 的一切本事，使他 无 何往都居于
。在
部门工作的学生，不 是 内工作，或 外耕地，或其他工作，都当 他 有
和机会，察
他

所学的
属灵教
比 。 {ST2 442.3}

是与工作有关的。在

村

的生活

境之

上， 当与圣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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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地方我

把学校搬离城市，迁往

。我

迁移的理由，

于别

学校亦属适用。如果一

个学校已
很深，再想花 去添盖房屋， 是与上帝的 划不合。如果我 将在 大的学校盖
很 的建筑物上所花的 ，投 在
地皮使学生有能力 受正当的教育之 ， 多的学生 今不
必在

日增的重担之下

扎 斗，同

些机关的工作也必有更

的情形了。若曾

行了

种

步 ，有些学生或会 怨言，父母 也会提出 多的反 ；但是学生 却能因此得到通才的教育，
不但使他 在各种行 上能作切 之工作，也能在大地更新之日，于主的
上有一 身手的机
会。 {ST2 443.1}

若本会的一切学校曾 心提倡

失望，
因

多反

的 力可以克服，在

方面的工作，

今的情形就必大不相同了。不会有

方面也必有所改善。

人体的各部机
担既然均衡，就使体力及智力得更大的
，一向未予 真 践，以致障碍重重，迄未克服。 {ST2 443.2}

于学生

，在

展。 然而主所

么甚大的

方面可得平衡；

意

与我

的教

可 人最好的教育。人在
方面，推 得
而彷徨无定，真是一种懦弱的表 。
且看大自然。在她 大的范畴之内，足可建立 多学校，且能开 地皮，予以耕种。 种工作在教
育上乃是必要的，最有利于属灵的 步；因
力， 服，及恒心上，以数不尽的教
事，因 他 会阻 各事在正道上前

自然的声音就是基督的声音，教授我

在

心，能

。有些人不重
之价 。 些人不可
本会学校的
。他 的影响在以往之日，一直是一种障碍。 {ST2 444.1}

如果把地开 了，在上帝 福之下，就必足供我 的需要。我 不当因
些眼前的事物看来仿
佛是失 ，便感沮 ，也不可因
延 慢，就 灰心。我
当
快 ，希望，及感恩的精神
去耕种，相信大地 中

藏着丰富的

源，

忠心的人去收

，其宝藏比金

更富足。吝

之徒

大地所作之指 ，乃是假
冤枉她。我 若是正当而 明地耕种，大地必献其宝物来厚惠群生。
大山和丘陵要改 ，地正如衣服
旧了，但是上帝的福气，在 野 其子民
筵席，却是永不
止息的。 {ST2 444.2}
重的

是大大有

日已

近我 ，

多家庭十分需要从城市搬到 下去，以致真理可

乎我 按主的 来 划，并恒心努力

天才及

本学

。上帝所

我

回复到更

行出来。多倚靠献身服

人的一切才干及本事，若不施用，就没有价

的生活方式，孩童及青年

及恒心毅力，少倚靠

了。 {ST2 444.3}

必更感兴趣。在园地里作工，可将那抽象功

起的疲倦生活，作一番合意的改 ，他 青年的 筋
精疲力尽，
困 ，神 衰弱的儿童，是尤其有价
；所得的各种印象也不易泯 ，因

到小路和大道上。

从眼前所常

所引

此是不
受限制的。
于在 本功 上
的。在研究自然界上，他可得到健康及快

的 物上，都会使它

被 想起来。 {ST2 445.1}

教育的开端
耕种是最好的工作之一，使肌肉活 ， 筋休息。在本会学校所

授的教育， 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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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当 行的初步教育。本会的学校，不可倚靠外来的生 ，来供 健康最必需的水

果，粮食，及蔬菜。本会青年需要砍 种地等方面的教育，象在文学方面的一 。 当分派各教
去 察一群学生的工作，并与他 同作工。
，教
也可学会
尽 。合格的学生 也当在
此方面受

，学

及与教

同工。大家当互相商量，采用最好的方法去推

工作。……

{ST2 445.2}

那能
双手及教育青年分担生活 任的活 ，可使体力增强及 展各部功能。大家 当找一些
利己益人的事情去做。上帝 定作工是一种福气，只有殷勤的工人可得人生之真 荣誉与快 。
{ST2 445.3}

如果要

持健康及精力，

教 及平衡的神
真理， 果便有

与肌肉便 作均衡的

担。然后青年人才能在研究圣

。他 会得到善良的思想，并保守那些圣
力分辨何 真理。从此，一有机会，有人

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ST2 446.1}

上得健全的

上所 他的宝物。他 会消化圣 的
他 心中盼望的 由，他 就能以温

六十四阿凡德尔学校之
(

自

言卷六, 一八一至一八五，一九○○年著) {ST2 447.1}

我蒙指示要向你 提出一些关于如何 理我 学校及教堂附近之地皮的事。直到近来我
得不
便向你 提出，甚至于 在我 不敢十分
明 一切事， 是因 本会的人尚未能明白上帝要
在阿凡德尔
在晚

用。在我

展的 情。 {ST2 447.2}

的异象里，我清清楚楚地 到一些事情。
当中有一位

多人在学校的附近

地皮要盖房子作住家之

道：“你 正作一件大 事，将来必定后悔的。

地皮除非是因

学校的

生有迫切需要之外，是不 作建筑用的。学校四 的地要留 学校的
。
要作 学生
存的 物教 。学生 不 把学校的地皮当作平凡的，乃当看 主打开在他 的面前要他 研究

的

本。其中的功 要教人以培育灵性的知

“如果你
个永

。 {ST2 447.3}

学校附近的地皮盖上了私人住宅，将来被迫到离校

后悔的大

。在学校附近的地皮，当充作学校的

之

，使学生可在

去找耕种之地，那将是一

。那些参加本会学校的青年人，需要 些附近的地皮，用来栽种果木及点
菜园之用。” {ST2 447.4}

明合格的
校景的

督之下受
，并作开

“学校
当作 在自然界中的 本，教
可从中采取 物教材。当教本会的学生明白，基督是
造世界及其上万物之主，是一切活物的光与生命。凡愿意利用机会接受正当教育的每一儿童及青

年，在学校中触目四周的自然美景，他 的生活中必生出感激和愉快来。” {ST2 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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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工作
我

需要更多的教 和有才干的人，在各方面教育青年，使

，他

当是肯 心尽力教 学生如何工作的。 {ST2 448.2}

，将自己所得的知
授 别的人。男女孤儿当以此 家。
使学校交通方便。 当聘 一位精明的
主任，也雇用一些

多受

的有志之士可从此

出

当建立房屋作医院，也当
船只
明活 的人充当各
部的管理

多青年人要到学校来，欲受
。
教育也当包含有会 ，木工，及一切与 事有关的
部门。也当教授 工，油漆，制鞋，烹 ，烤面包，洗衣， 裰，打字，及印刷等。我 当尽一切
的力量，来从事
。 {ST2 448.3}

种

工作，以致学生

在离校之

已 配

好，可以

付

生活的各种

那与学校工作攸关的住宅和其他的建筑，都当由学生来自行兴建。 些房屋不可彼此太接近，也

不可与主要的校舍毗 。在 理此 工作上，当成立一些小 ，在精明的
人指引之下，
使之富有 任感。 一切事不是一蹴而就的，我 必 本着信心来开始。 {ST2 448.4}

他

主愿人把学校四 的地奉献 祂，作祂自己使用的 室。我 所 的地方有 多的地皮，在学校
及教会附近不 盖有私人的房屋。那些相信 代真理的人， 没有个个都在品格上有了 化。他
不都是可作正当的 物教

，因 他

并不代表基督的品格。

多人 意靠近学校及教堂，不是有

益，反而有阻碍。他
得自己当受人的帮助及 待。他 不欣 我 所作之工的性
不知道在阿凡德尔的各种事 ，是
极
的苦干，用了 多由 牲而来，或借
，始有今日的成就。 {ST2 449.1}

在那些愿在本会学校附近安家的人中，有些人是自

当悔改，因

允其所求，
心中无地容

呢?耶和
人。”以
。那
引起的

及好名的。他 是敏感而好 党的。

他 所取的立 太 ，不能接受主的福气。撒但引 他

去要求各

的好

等人

，若是

于他 徒然有害，因此便使兄弟 非常作 。上帝圣言的活 原理 当在那些 今
些原理之人的生活上 行。凡在基督门下受教的人，必以上帝所 的每一恩眷是

于他 所配得的。他 要承 自己不配得 一切的好
在主内的平安与安息，因 有上帝的保 ，知道祂照
“耶和

及情况。他
而得的金

如此 ，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 你

，而因此深自 喜。他 的
他 。 {ST2 449.2}

面要表

自己

要 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

， 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 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 而 兢的
六六章一，二 在一八九八年年底之 ，我 会得 多的
教我 明白 些 的意

我的心十分
，在我之前展开了 多因有人要出售学校附近的地皮，作
果。我 仿佛是在一
事会中，在我 之中有一位我 所期望能帮助我

祂站了起来，清楚而 定地 了 些

： {ST2 449.3}

盖住宅区所将
解决困 的，

“
地皮是由上帝指定 学校之益而留下的。你 已有了凭据，足 到了 探
之日， 些是
出于人性的作 ，必要 明出来。在校舍附近的住家越多， 学校的 生必愈增加困 。人类自私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28&start_paragraph=1003612904&finish_paragraph=1003615864&references=1

Page 207 of 268

Ellen G. White Writings

12/16/13, 11:04 AM

的天性，在各事不 意 ，必在生活上爆 出来。 学校附近的地皮 当作
所 占的地皮，当比你 所想象 有的更 广大。按着所 的教 ，我

学校的
当在此

，
行工

制

度。阿凡德尔 当成 一个博 慈善的中心。在澳洲及其附近属 中的上帝子民，必得主灵的感
，献出同情和捐款来支持，并 展 多慈善的企 ，使其成 教育的工具，
那些 苦，可
怜，及无知的人

如何自助。” {ST2 450.1}

一片

景

有好几次我得到指示， 学校四 的地皮当用作主的

一些部分

。从某种特殊的意

当大予开 。 我看 在我前面的一片地栽种了当地能 果的各种果

撒种栽菜。 {ST2 450.2}
如果

主任及学校的教

肯接受圣灵与他

上 来，

的

；也有菜园，可以

同工，就必在各种安排上有 明，上帝也要

福在他 的种种努力上。照
木，栽培及撒种，以及收 等工作， 于全体学生乃是美好的
程。 当研究撒种与收割之 的看不 之相互关系，并要指点上帝的良善而加以欣 。土壤与种子
的功用与能力，乃是由主所 。若不是神力相助，配合在人的技能才干上，所撒的种子就一无用
。有一种看不 之能力不断地 人类服 ，使人有食有衣。 生在日常
就可 明上帝是在自然界中作工，并使天国的事物从此表白出来。 {ST2 451.1}

中研究种子的比

，

六十五教会小学
(

自

言卷六, 一九三至二○五，一九○○年著) {ST2 452.1}

教会有一番特别的工作，就是要教育

被那些
天有沾染

所影响。世上充斥着罪 ，不
般邪 的危 。那些赴国民学校

自己的儿童，使他

在入学或作其他交游之

，不至于

上帝的要求。城市已 成所多 一 ，我 的儿童天
的儿童，往往与其他比他 更被忽 的儿童 交

游， 些孩子除了在教室上 的
之外，便又接受一种街 教育。少年人的心是容易受影响的，
除非他 有正当的 境，撒但就要利用 些被疏忽的孩童去影响那些受 更 良
的。如此，那
些守安息日的父母 ，在未
了。 {ST2 452.2}

有什么害

之前，孩童 已学会了堕落的事，小小的灵性已

改正教会已接受了 安息日，也就是天主教的

任是要教孩子
若果再去遵守

儿，高 之

明白，一周的第一日不是真安息日，在上帝
安息日，那就是与上帝的律法公然冲突。我

于上帝特定

圣的圣日。我

坏

的

我 亮光知道什么是真安息日之后，
的儿童从国民学校的教 那里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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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是否与圣 相符?有否表明罪 是一件触怒上帝的事?有否教他
一切智慧的开端?我
学 含有虚假性
理相反的 念，

明白

从上帝的

把自己的儿童送入安息日学，使他 可以受真理的教 ，然后又

的教 。 些事混乱了他 的 筋， 是不
种教育的影响怎 能被消除呢? {ST2 452.3}

他

命就是

到学校

有的； 因 如果少年接受了与真

有些本会的儿童，在 等 境薰陶之下， 于宗教权益不予重 ，又何足怪呢?他 流入 探之
中， 以 奇呢?他 久被忽略，将精神消耗于 他 无益之
，以致他 的宗教 望薄弱，灵性
生活黑暗，

不足以表明
茫然无知，那

以

奇呢?

筋吸收的是什么滋养就 成什么

子，种的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于早期的教育 予留意之必要么?我 宁可 青年人 大， 于普通人所
不是比使他
成 忽上帝的真理，更好得多么! {ST2 453.1}

些事

之教育，

当以色列子民被召离开埃及之 ，主 ：“因 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 生的，无
是人是牲畜，都
了，又要 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 。”你 要“拿一把牛漆草，蘸盆里的
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

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 耶和

要巡行

埃及人，祂看 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 那门，不容 命的 你 的房屋，
你
。 例你 要守着，作 你 和你 子 永 的定例。”出埃及 十二章十二，二十二至二十四
那门楣上的血是 表基督的血，只有祂能救希伯来的
住 被
，就必被
。 {ST2 453.2}
以色列人的

子免受咒

。希伯来人的子女若在埃及人的

在圣 上，是要教 凡生在末世的人。 在泛

的灾 降

于地上的居民之

前，主招呼一切真以色列人要切
此大事早作准 。祂向父母
出 警告之声：招集你的孩童
在自己的家内；召他 离开那些 看上帝 命之人，就是教人作 及自己行 的。 当尽速离开
大城市。 当 立教会小学。 你的儿童
授圣 ，作 他
的故事，如果学生在地上小学低年 就开始研究它，就可

一切教育的根基。此中充
多美
他 升入天上更高的班 。 {ST2

453.3}

上帝的

我

今的人

道：“你 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 一

。 和不

有什么相交

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有什么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上帝的殿
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 我 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 ，‘我要在你 中 居住，在你 中
来往；我要作他 的上帝，他 要作我的子民。’又 ，‘你

要从他

中 出来，与他

分别，

不要沾不洁的物，我就收 你 。我要作你 的父，你 要作我的儿女。’ 是全能的主 的。”哥林
多后 六章十四至十八 你 的儿童在哪里呢?你 是否教育他
清而且逃避世上从情欲来的 坏
呢?你

是否 法拯救他

的灵性，或是由于你 的疏忽而促使他

亡呢? {ST2 454.1}

被忽略的儿童
我

在太少注意自己的儿童及青年了。年

够在神圣的生命上

的教友并没有以慈

，因此儿童 便没有在基督徒的人生上作

和同情关照他 ，希望他

有的

展。 有些教友以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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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并敬畏祂的，
己的事
我

作

要

在却全神 注在

上，把他

宗教信仰的坟墓。 {ST2 454.2}

的光藏在斗底下。他

孩童

身的工作就是关

已忘了事奉上帝，而以自

到 浪 ，以致灰心不 慎脚步而堕入那危机四伏的 探中么?本会教友

我 的青年人，用仁 ，忍耐，及怜 去向他

最切

律上加律，令上加令。唉!以色列

人的父母 在哪里呢? 当有 多的人，作基督恩 的管家，不 是 青年人偶然关 ，而乃是作特
别的眷注。 当有 多的人看到本会青年的 境而 然心 ，明白撒但正在利用一切想得出的
，去引 他
。 {ST2 455.1}

陷入他的网 。上帝要教会从沉睡麻木中 醒，看明当此危

本会弟兄姊妹

的眼目 当受天庭的眼 膏

代

作何等

，俾能看明 代的需要。羊群中的小羊必

的服

喂养，

天上之主 正 看 是照祂的心意去 儿童及青年作工。教会睡着了，看不出 件事的重大。或有
人
，“ 什么我 需要
特别 底地教育本会的青年呢?据我看来，若有少数人决心从事文化
事 或其他需要某种
的
，我 只要
么完全的
。 道少数人的完全教育不能
不行的，我的回答是，千万不可以的。

他 特加注意就够了，无 使本会一切的青年都受
付各方面的需要么?” {ST2 455.2}
我

要从本会的青年人中

呢?我

怎能知道

最有希望， 能 上帝作最好的服 呢?我 凭人类的眼光判断，也 会象撒母耳所作的一
奉命去找主的受膏者之 ，他只看到人的外表。 {ST2 456.1}

是

，当他

但耶和 却 撒母耳 道：“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
他，因 耶和 不象人看
人，人是看外貌，耶和 是看内心。”撒母耳 上十六章七 耶西的几个外表堂皇的儿子，没有一个
中上帝的意，只有他的幼子大 ，是年 牧羊的，从田 被召回来，走

撒母耳之前，耶和

却

：“ 就是他，你起来膏他。”十二
能决定家庭中的哪一个将来会在上帝的工作中有成效呢?
当 每位青年在本会的学校中得教育之福气及特权，以致能被感 成 与上帝同工的人。 {ST2 456.2}

需要教会小学

可

多家庭 了他 儿女教育的 故，就迁居到本会大学校之所在地，但若是他 留居在原 ，就
主作更好的服 了。他
向当地教会提倡兴 一 教会小学，以便他 范 内的孩童可以得

一种通才
己，以及

的基督化教育。如果他 留居在那
上帝的圣工，都会有极大的好 ，因

大教会所在之

小教会之 ，
那里是需要他

于他 的儿童，
的帮助的，他 无

于他 自
搬到那些

，因 那里并不需要他 ，而且那里常有 探使人在灵性上消沉。 {ST2 456.3}

无 何 ，若是有几位守安息日的人， 父母 就当
一个地方合力 理学校，使他 的儿童及
青年可以在那里受教育。他
当聘 一位基督徒教 ，象一个献身的布道士，教育儿童，如此引
他 成 布道士。所要聘 的教
， 当在普通的各科目上 人完全的教育，并以圣
切研究之生命及根基。父母
当自己穿上 装，用自己的榜 教儿童 作布道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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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
起

翰福音九章四 如果他 克尽无私的努力，恒心

任，主就必与他 同工。 {ST2 456.4}

有些守安息日的家庭，独居一隅，或是与其他同信仰的人所居之

相离甚

。 些人有

把孩童

送到本会的寄宿学校中，在那里得了帮助，回来造福家庭。但是也有些人不能把儿童送到 方去受
教育。在 种情形之下，父母 便 当尽力聘 一位模范的宗教教 ， 意尽力 主作工，甘心在
主葡萄园中任何部分耕种的人，前来帮助。 {ST2 457.1}

父母 当与教 合作， 他 儿童悔改 主而 切作工。他 当尽力在家庭中保持活 而健全的
属灵兴趣，照着主的教 和警戒，养育他 的儿童。他 当每天用一部分
来研究，并与儿童
同作学生。
，他 就可使教育的
成一个愉快而有益的，并 于 种拯救儿童的方法，增
加其信念。父母 在学 如何 儿童作工上，就会 得自己的 步更快。他
卑作工，疑惑
就消除了。在他

追求

日俱增。 他 的祈祷是很

主及表 祂之 ，信心与活

切的，因 他

有确定的目

的服 所

予的保 及

，而 此祈求。 {ST2 457.2}

在有些国家中，律法强迫父母 把儿童送到学校去。在 些国家中，何

校，
之

在

使儿童人数 不到六个，也 当尽力象 救自己的生命一
潮流所淹 。 {ST2 458.1}
件重大的工作上，我

足，亦必与

有了教会，就当

，去挽救儿童 免被世界

所 尽的本分是落后了。在 多地方，几年前早就

此做， 多地方就有真理的代表，使主的工作增光生色。我
的地方，不如在 多地方去开 学校。 {ST2 458.2}

与其把

立学
腐

学校了。若如

多的大建筑物集中于少数

今当在明智的指 下开
些学校，以便儿童和青年可以在自己的教会中受教育。当主已 我
了 么些利便的情形，可以从事 种工作，而我 却一直那 忽略了，
在是 重地冒犯

上帝。虽然在

去，我

光阴吧。主 ：“你
吃地上的美物。”以

没有尽到本分，

青年和儿童完成所当作的工，

的罪虽象朱 ，必 成雪白；虽
一章十八，十九 {ST2 458.3}

教会小学及其教

如丹

今且 我

，必白如羊毛。你

悔改以

回

若甘心听从，必

之特

在我 教会小学中的工作性 ，就是 有极高的 准。耶 基督是重建之主， 于
祂是唯一的 救， 当常将圣 的教 用最 人的方式表 在青年之前。学校的 育当

的教育，
佐家庭的

教育，或在家庭或在学校，都当 持 朴敬虔之精神。 我 可
多男女在 些小学校中有才智
作工，而在 大之学校中却力不能 。当他
行圣 教 之 ，自己就可得一种最高价 的教
育。 {ST2 458.4}

教 之 ，我
当在各方面 慎，
此事是与遴 人当牧 是一 的
。那有智慧能
辨察人品格的当
之 ， 找最 美才干的人去教育陶冶青年人的 筋，及 利推行凡是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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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 各方面所 作之工作。切不可委任才干 差，心志狭窄的人去
校 。不可使年 无
及无管理之才的教 来管教孩童，因 他 的努力会使
紊乱。天庭的第一条 律就是秩序，
各

学校也当在

方面作一个类乎天庭的模范。 {ST2 459.1}

把青年儿童交 那些 傲而不仁 的教 去照管，那就是罪 。 一型的教 ，会 那些品格正
在迅速 展的儿童
下大害。教 若是不 服上帝的，不 他 所照管的儿童，或是 那些合乎
他
他

心意的孩子 表示偏袒， 那些不 人的，不安静及神
的孩子
；因 他 工作的 果，将使基督失去 多的生灵。 {ST2 459.2}

我

需要

多的教 ，尤其是 孩童

漠不关心，就不

当聘用

的 故，需要那些安静，仁慈，和能向最需要帮助的人表

示忍耐及 心的教 。耶
孩童 ；祂看他 是主家庭中的幼小分子。祂常用仁 及尊重的心
待他 ，教
当效法祂的榜 。他 当有真正的布道精神， 因 孩童 就是要受
去担任布
道士的。他
我

当 得主把青年和儿童的灵性交托

的教会小学需要品德高尚的教

帝同行，并禁戒不作各

，他

自己，乃是一件

当是可靠的，信仰 正的，有机智和忍耐，与上

的 事的。他 在工作上不免要遇到

狂

和暴雨，以及学生的父母 ， 于他 孩童
有 多自称相信圣 的人，却没有在家庭生活上

受教，

些

父母

境就永不会

当十分

他 。 {ST2 460.1}

毒的瘴气封

多阴云。必有引起的密云和黑暗，

养成的品格因
的
行其原理。但若是教

地祈求主，以便自己不会在儿童的路上作

忌，有基督的平安在心，以致教友之

在真

的委托。 {ST2 459.3}

念所生的偏 等等；因
不断地在基督的门下

脚石。

的基督徒友 上彼此 合。灵性的窗

，而向天庭开放，以接受基督的公

除非是从心中除掉批 与猜忌之念，主就不会

太阳之医治光

。 {ST2 460.2}

教会作祂所想望作的工，

路；除非是大家同心合意，祂就不会感 那些受祂委托金 及才干以促 此
当 到一个更高的 准， 守主的道， 行公 ，以便成 擎光者。我
一番完全的改

。少数人心中所存的不和睦，将

力。 除非是父母 随 准 ，切望与教
校的事上 没有
好。 {ST2 460.3}

当从心中除去嫉妒及猜
当向属世有

与兴 学校的事开

工作之人的心。父母
的心志及品格 当作

染到别的人，并会破坏了学校所

合作， 自己儿童的救恩效力，就必在他

的

之

善之
开

学

教会小学工作之效果
教会小学若是 理得合适，就可在当地成 高 真理 准之工具；因 儿童
受基督教育，就
要作基督的
人。昔日耶 在圣殿中解
多 祭司及官
所未洞悉的奥秘，照 ，在地上工
作
古

束之 ，那受 正当教育的儿童 ，也要用
的
使那些 今
“高等教育”的人
的孩童 在圣殿的廓上高唱，“和撒那，奉主名来的，是 当称 的，”照 ，在末日之

也要

起声来，向快要

亡的世界

。
，儿童

最后的警告信息。当天庭 智者看到成年人被禁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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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灵就要降在孩童 身上，他
的路已被阻 不通了。 {ST2 461.1}

我 的教会小学是出于上帝所 定的， 要
代特别真理及
布道工作之
。 当征集他

在

可以参加医

真理的工作上要作年 的人所不能作

孩童
付 种 大工作。孩童
当在此受
来参加工作 ，帮助有病及受痛苦的人。孩童

布道的工作，他 一点一撇微小的力量也可以帮助工作的推行。他 投

是有帮助的，而且借他 的努力， 多人要被引 真理。上帝的信息可因他
界得知祂的道路，万国得知祂的救恩。我
当使教会 起喂养群中小羊之
孩童

上帝服

多年之前我

，因

他 乃是主的

。 {ST2 461.2}

虽少，可都

而 明，并且好叫世
任。 当教育及

就 当兴建合适房屋，供教会小学之用，使青年及儿童可以得到一种真正的教育。

{ST2 462.1}

我

教会小学所用的 本， 当是一种会引人注意上帝律法的。

，就可使真理的光，力量，

及大能得以
光大。世俗的青年，有的心志已遭 坏的，将参加 些学校，而从此悔改 主。他
真理所作的
，也 会被父母所容 的妄 阻 一 ，但到后来，真理 必 利的。我蒙指
示要

，

种布道之工，在 布光及知 上，是必具有一种向善的影响力的。 {ST2 462.2}

那些在学校附近的家庭，
大

那些

当作我 神圣信仰之代表， 真是何其重要啊! {ST2 462.3}

立有学校的各地教会，若看明自己受托的道德

任，是非言 所能形容之重大

，不免会

兢的。 种已
重开始的工作， 容其因 缺少献身的工人而失 或衰微呢?在 种事工上
可留存自私之企 与野心的余地呢?工人
可容 利之心，宴安之念，及缺乏敬虔，而将基督从

心中逐出，并拒祂在校门之外呢?断乎不可!

工作

已

步甚多了。在教育工作 方面，一切都

已就 ，当作一番
的改良，以求得更真
他 肯在格挖利的十字架下虚己，
作各

，更有效的教育。本会的人肯接受
牲及各 的服 么? {ST2 462.4}

父母及教
当极其迫切地祈求耶 所
展 程中最有兴趣及最易受影响的 段。他

的智慧；因 他 所接触的是人的
，在其
的目
当是培育青年的志趣，使其在人生的每一

段都能表

出与那 期相配的自然之美，

神圣的委托么?

吐放，犹如园庭中的 木与花草一 。 {ST2 463.1}

任何男女所能作的最高尚之布道工作，便是管理及教 儿童的工作。 当善用各种 物来作很清
楚的教 ，使他 的
可从自然引
向自然之上帝。我
当聘用那有机智及技巧可推
工作的人，在本会的学校中服 ，以便撒真理之种子。 种工作之 ，只有在上帝的大日方能
出来。 {ST2 463.2}

明

在教育儿童上，当有特别的才干。 多人会把秣槽抬高，喂养大羊，但在把秣槽放低来喂养小羊

上，却是一件更困 的事了。 是小学教
心眼要受
教
些不仁

有
的情

，否 孩童将以 察邪

当学

的事

的一种教

。 {ST2 463.3}

了。 {ST2 463.4}

当参加儿童 的各种
及游 ，教他 怎 玩。在此种作 上，他 可以改正那
及 作，而不至于 出有批 或吹毛求疵的情形。 种作伴的友情，会使教 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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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也要
当

成大家所喜悦的地方了。 {ST2 463.5}

孩童 ，因

他 是主家庭的幼小分子。主要

，就是你佳美的群 ，如今在哪里呢?”耶利米

十三章二十

在信徒人数不多之 ，可由二三个教会合力盖起一

用。
他 交

今是最 要的 候，遵守安息日的父母
那能以圣
一切研究之基 的最好的教

他 象

父母一

：“先前

{ST2 464.1}

陋的房屋来作 教会小学之用。大家分担

当把自己的儿女从世俗的交游上分别出来，把
之手中。── 言卷六, 一○九，一九○○年著 {ST2

464.2}

六十六学校的事 与
(

自

言卷六, 二○六至二一八，一九○○年著) {ST2 465.1}

我惟愿能善用言 来清清楚楚地 明正当 理本会学校事 的重要性。大家

校乃是上帝的工具，借以向人类 明祂自己。在各
各地，使人
我

可蒙其光照。 {ST2 465.2}

等人既有更 步的亮光，就当

我 需要受
作中，在
的男女，配

都需要男女作 光之

法培养一

受

当 得，本会的学

管。上帝的真理当

遍

的布道士，参加上帝各部门的工作。

良好
及教化的青年男女，在本会的学校中，在本会的 养院中，在医 布道的工
的 公室中，在各区会的公 上，以及在一般的工作田地上。我 需要那有高尚教养
主作最 的服 。 要

到此

准，我

虽已小有作 ，但距离上帝所

期的，

是

落后甚 。无 从教会或个人的立 来 ，如果在 判之日要
无辜的 ， 今就当更加尽力
本会的青年人，使他 更配参加那交在我 手中之大工的各部门事 。我
等人既有大光照
耀，就当有 明的 划，使那些有才干之人的敏捷
，可以更 强化，受
的工作不至于因 缺少干 而肯忠心
作工之工人，便受了 阻。 {ST2 465.3}
有些人因

本会中几个最有希望的青年人受了

底的教育， 便感到

意；其 他

一种教育的，以便能在今生有 献，并配在私人家庭及公 社会的生活上，
有极大的需要，当 法使有大批精明的工人，及 多配作教 的人，以便能
担未来的大工。教会 当

清 种情

，并

用其感化力和金

及琢磨，俾基督

， 法去

大家都是需要

于
的 位。 今
及指 别的人，
所渴望的目的。 {ST2

465.4}

清除
本会学校若要完成其 立之目 ，就当清除一切的

。他

切不可一直背着 付利息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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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学校

，尤其是在新的地区上，弟兄 很少，他 的

不如向有志兴学的朋友借款来 ；但无 如何当尽可能在我
。 {ST2 466.1}
主

祂的工作，在祂管家的手中 有存款；何

及作必要之
道牧
当

力有限，与其耽延工作，

的机关奉献之前，先清

本会学校在

之

一切的

，兴建必要之建筑物，

，我 的本分就是将此情形向本会的弟兄 明， 求他 帮忙减
。本会的
得自己 于
工作是有 任的。他
当鼓励大家 心努力，按自己的能力，分

担此事。如果在以往数年中，此事曾忠心殷勤地去
了。 {ST2 466.2}

理， 那些本会 老学校的

，就早已清

行
在兴建校舍， 置
以及各方面的事 上，都 当 格 行
。本会的学校不可照任何褊狭
或自私的 划去 理。 它
当尽力 理得家庭化，在各方面 人教
， 用，勤 ，及
等正确的教

。 {ST2 466.3}

本会学校里的学生，要受特别的
，俾熟 各部门的工作，
他 若是出去当布道士，就可
自 自足，借着自己所受的
， 自己增添 多必要的
和便利。不 男女，都当学
，
洗濯，及使自己的衣衫整
就可以减 自己 多的
，

我
一种教

些教

。他
当能够煮自己的 。他
用，并借自己的榜 向人教 勤

当熟悉
及机械工作。
等原理。若是在凡事上

的 就易于 践了。 {ST2 467.1}

当忠 研究，及 慎殷勤地 行
， 不 是关于学校的
。事 人
当各方面留心，避免不必要的用度，使学校不致

，他
真 行

方面，同 也是 学生
。每位以 上帝 至高

至上之学生，必在 方面帮忙
。凡是受
方面教育的人，是可借着榜
接触的人，表明我 克己之救主所授的原理。自私放 乃是一大罪 。我

和教 来向那些与他
必 予以克服。 {ST2

467.2}

有些人很不愿意 学生 知道学校的

窘境，但最好 是

学生 明白我

的缺乏，

就可

有千万的人， 身受 寒，疫病， 争，火灾之害，而垂危待

，所以我

每个人

叫他 帮助 行
。本会学校中的学生，有 多是来自 朴无 之家庭，在家庭中 食
，没
有 多 的菜。我 的榜
于 些人是有何影响呢?我
当教他 明白，虽然在 多方面我 需
要用

，但同

当慎重考

，不可

足食欲及外表，而作不必要的消

如果本会的学校 理得合适，就不至于 台高筑，同

多良好有益的食物。我
健康的食物。那些
膳
当教学生

。 {ST2 467.3}

学生

是可以很舒服， 桌上仍可有

行
，决不可采用那种使 食不足的 法。学生
当有充足的有益
的人 ， 当把零碎的食物收 起来，不可有所浪 。 {ST2 468.1}

惜自己的 西及学校的公物。使他

明白自己的本分，在学校中及在往返家中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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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不必要的用度。克己自制乃是必 的。我 必

听从所受的教

，因

我

已

迫近

末世了。我 愈久愈要被迫去 划， 法， 行
。我
理事 ，既不能象随 可向 行支款
急一般；所以我 不可自置于困迫之中。我 站在个人的立 ，及站在主的机关当事 人 的立
上，都

当

法避免那些有意炫耀的事，而必

善于
有一些本会学校中的

的方法，去制止那足以
校舍的
方面，增添了
学校的

理事

自己的方法及
决的改革。教
当

量入 出。 {ST2 468.2}

理事

事 是 予大大改善的。当在工作上多多 用智慧及 力。当用更多

致
的 外 用。在伯特克勒及大学村，都是在建筑上投
多不必要的 用。 {ST2 468.3}

人 ，若

入不敷出，

日高， 他

划。如果
了一年， 出 理事
也当表 基督化的高雅 度，以

心合作，参加事

理人的 划，分担他

学
有些本会学校所收的学 太低了。

太多，在

就当效法那沉着 健商人的行

，并改

方面不妥当，就当听聆智慧之音。当作一番
健的思想和 划， 法改善 些情形。他

的担子。 {ST2 468.4}

太低

于教育事

上，有 多方面的 害。它使人有了灰心的

；使 理事 的人 常被 疑 算不周密，没有 行
，及 划的
等；使教
很感失
望；并使教友要求别的学校也当同 减低 用。不管当初有什么理由，要把学 降低在生活水准之
下，

今既然有了 重的入不敷出之事 ，就足

理由，当重新考

出的情形，可以与前不同。在学 ，膳 ，和寄宿
金，供 餐桌上丰富的有益健康之 养食物， 持房

划，改 收

，以便将来所

上的收入数量， 当足够支付教
的薪
里的
，修葺建筑物，及 付其他必要之

开支。 件事是很重要的，不可作太窄的估 ，乃当
清楚，并需要主的指 。学校当有充
分的收入，不但够 付必要的开支，也当在学年期 供 学生 在其工作上所必要之物品。 {ST2
469.1}

切不可容

一学期又一学期地增加累 起来。我

的人

上学会了使收支平衡。你

所能授予的最高教育，就是 当避

如同避

病。如果年复一年， 然不能减低
， 反有加高之 ，就当止步。 理事 的人
当 ：“除非
能
一些确定的方案，我 就不能再
学校了。”最好的 法，就是把学校关 了，直到 理事
在技

的学校中
无

何

指明所收的

行一套健全的

既是上帝的 民，就当 基督的

制度来。 {ST2 469.2}

，任何学校若有提高 用之必要，就当先把
用太低，以致学校的

件事

日增，使工作受到残害与

故，

在本机关之

阻。学

自

法在本会

助者面前，向他

酌予提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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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的人数，然而学生人数的增多，是无法与脱离

束 之喜

相比的。 {ST2 470.1}

是

在伯特克勒学校收 太低，其 果之一，就是大批的学生 之若
明的

法。如果在伯特克勒的人有三分之二是在其他 地中作上帝所栽培的 木的

有生 的余地了。如果把在伯特克勒
力之一部分，移用在别 有余地 展
已甘心

从主的方法及 划， 多的 木

主的

一再地

到我 ，

的指

在金
生

，就是要人

我

今就必在其他的地方生

了。 {ST2 470.2}

当把学校及教会的机关，从一些太密太多的地方，搬到别的地方去。

搬离大的中心区，而在别

兴 事

。如果已听从了 个指

，如果已

明，以致不能如此。 {ST2 470.3}

的弟兄

的教育，若不减

， 多 道牧 及家

提出

求，在本会的人中有 多青年，需要本会

学 ，他 就不能入学。但那些

求降低学

的人 ，

当从各方面来权衡

。如果学生 自己不能筹足款 ，去 付 得其良好忠 之教育的
， 友 ，或他 所属的教会，与 区会中 善好施的弟兄 ， 不当
的重担加
必

全改弦易

学校么?

当

法防止本会的机关

多 机关的

欠

助者分担 用，

。不可因

那始

有

，根据另一种方法推 之。但愿凡曾在容
任要尽其所能地去将

消除。 {ST2 471.2}

帮助
在各地方的教会 当 得有

他
起

就

及 施上有了妥善的分配， 那些花在伯特克勒 充多余大学校舍的 用，足足有余地在别
两株新的 木了， 而在伯特克勒的那棵 ，也会生 及 果，繁荣空前，可是因 人 宁愿

从自己的

当自

，他

并不

理 模 大的学校及 持其健全的境况，所花用的光阴及精
来当作一 教育之学校上， 所收的效果，必更宏大了。

如果人
主所

， 多家庭迁居于此，

个

用，那么他 的父母
法帮助他 ，强如把欠

之使学校欠

不清的

学校

愈。 {ST2 471.1}

，而使全部圣工受累，

之黑云掩盖学校的事上有份的人，

当完
今

秀的学生

的 任，要

及教育有才干的青年，去参加布道的工作。何

到在教会中，有些人很可能成 有用的工人，却又不能 持自己在学校的 用，他 就当
任遣送他 入本会学校去受
。在教会中有 秀才干的， 当使之参与服 。有 多人本可

以好好地在主的葡萄园中服 ，可惜因
于
，若非受人
当 得去分担 等人的教育 用乃是一种特权。 {ST2 471.3}
那些有真理在心中的人 ，常是心 广 ，

意

效法他 的榜 。如果有些人本来 得学校教育的好
的精神来帮助他 。 {ST2 472.1}

助，就不能得其 有之教育。 教会

助凡有需要的事。他

，但又付不起全部学

出来倡 ，别的人也要
，教会就当表

慷慨

除此之外，每个区会也当筹 一笔款 ，借 一些 秀的有志献身布道工作的清寒学生；甚至在
某些情形之下，他
当接受人的捐款。当伯特克勒大学初 之 ，有一笔款 存在
与通
中，以便

助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青年

得到教育。有好几个学生曾得此款之助，直到自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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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然后由他 的收入中，
所借的；
当先使青年 确切明白，他 必 尽力自助以分担其部分之
若是需付上重大的代价以接近其

，别的人也可得享此款之助益。
用。代价微小的事物，必被人小看。

价 ，便可得人相等的重

。 {ST2 472.2}

自立

敏捷
自己

当以原

，来教 人克己，

，慷慨，及自立。凡有真

品格的人，必能克

困

，并

行“耶和 如此 ”的 。人若不在基督的门下受教，学 背 祂管束与 从之 ，就不会明白
于上帝的
。本会在推 真理及建立机关的事工上，全以 牲 开始。 是教育的主要部

分。如果我
己

榜

想在 天永恒之国中，有非人手所立之建筑， 就当在今生一切的品格建

牲的美德。 {ST2 472.3}

青年

在使用金 上，有了

的 念，以致遭遇

多的危

。不 当提携他 ，

上，养成克

助他

，仿

佛是有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源，来 足他 想象中一切的需要。 当重
是上帝委托我
的恩 ， 推 圣工，及建立祂的国度而用，并使青年人当学会 束自己的欲望。教他 明白，
无

何人不可

用其才能来 足自己，取悦自己。凡蒙上帝

以得 之能力的人 ，是向祂有

的， 当本着上天所 的智慧，善用其
来荣耀祂的名。每一分 浪 在自私放 的事上，或是
送 特别的朋友，由他 去 其豪 私欲的生活，那就是劫 上帝的 宝了。花 多的 在衣服
上，用在人前炫耀，倒不如用来在新的地方推 上帝的工作。我惟愿上帝能使大家真正
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就是 当效法基督。基督是从来不取悦自己的。 {ST2 473.1}

悟到，作

区会的本分
各区会想望从学校 得受 教育和良好
的工人，便当 学校一种最 心而 明的支持。我
得了很清楚的亮光，知道那些在本会学校中服 ，教授圣 ，解 圣 ，及教 学生 明白上帝之
事的，都当得十分之一的供 。 种指 是很久之前已 了我

的，在近来又一再地重提

。 {ST2

473.2}

无 何
立学校，就当有 明的事
理人 ，他 是“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
无
妄，恨不 之 的人，”必在其
上尽力 行各
任。他 当有 事的才干， 但尤其重要的，是
要

卑与上帝同行，并受圣灵的引 。 等人必蒙上帝的教

，并要向他

敬虔祈祷的弟兄求教。

{ST2 473.3}

本会学校的事 人 ， 当本着 洁的 机服 。当存大公无私之心， 念在广大田园的别 地
方也有
的需要，如同他 所照 的学校所有的 施一 。在每一
划中，他 当牢 着，
保持均衡合一的精神。他 要 心研究各

用，尽力避免吸收大量的金

，以致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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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ST2 474.1}

很多

候

道士 被人邀

担 多不适于他

才干的，能献身于事 的，能拜望各地学校
工作， 当每年 察几遍。可以
道牧

察其
当

担的 任。

当把 些

情形的，及能教
，但不可把
的

任分派

人如何理
任加在他

那些有

事

的人。学校的
的身上。 {ST2

474.2}

全球

会

的

察

主 我亮光， 当有 明而兼有理 之能的人， 察本会各国的学校，明悉其
状况。 种工
作不可加在牧 或委 会身上，他 是没有功夫 此 任的。也不可叫教
担 此 。 些学校
的事

，

当

有才干的人来

如果在以往的年代中， 袖
就不会 生了。 {ST2 474.4}
本会的教育事

。 {ST2 474.3}

用清楚的辨察力来

若曾照着所得的指 而行，

事， 几年来的

困窘，阻

今本会机关就不会被沉重的

圣工的情形

之黯影所

罩了。

{ST2 474.5}

教会小学的

原

本会的
来

划

学校和大学，若 从 些原理，就必成功而且蒙福；我

理。大家分担 用。教会

教会小学也多采用此同一

使那些可以受教育之益的人入学受 。

的家庭。我
于那些在我 门外，正当决定之年，需要我 的帮助，去得知 及
帝服 的人，如果忽略了他 ，我 就不能自称是真正的布道士。 {ST2 475.1}

当

助

，俾能

苦
上

主愿我 在教育儿童的事上勤 工作。那些每日从上帝受教之
，所作真 的布道工作，乃
是要引
多生灵得到在耶 里的真理知 ；使受
等教育的儿童，可将他 所接受的亮光和知
与别人，教友

作，并
来

在

他服

可捐

呢? {ST2 475.2}

在别人当中推 基督的圣工，反而撇弃自己的儿童去推

撒但的工

立教会小学上，上帝的子民可以使自己得到一种宝 的教育，学 如何根据良好的

制度

理学校。若非如此，就当把学校关 ，直到在上帝的帮助之下，能 划 行而使学校不致沾
之 迹 ，再来
。有理 之能的人， 当每年 察学校的
一次，两次，或三次，得以

确知学校的

况，以免

大的开支，有累

之虞。我

当避

，如避免麻

病一般。

{ST2 475.3}

多本会的青年，有受教育的渴望，而 于
一事， 得 不在乎。 他 以
本的研究，是
得教育的主要门径。他 没有察
事 教育之价 ，竟不肯自食其力，以年年倚 别人的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28&start_paragraph=1003612904&finish_paragraph=1003615864&references=1

Page 219 of 268

Ellen G. White Writings

助而自

12/16/13, 11:04 AM

。他

没有 格看明此事之后果。他 不研究因果的关系。 {ST2 475.4}

种行径的后果，往往是各部的功能得不到平衡合理的 展。学生不明了自己品格上的弱点，也
自己的缺憾。因 倚 他人，自己便失去了
生活的
，日后方
救，就
困

不

了。他没有学会倚 自己，也没有学

如何

用信心。真 的信心，必使人能从一种不完全，不

展的情形中挺身而立，并 会什么是真智慧。如果学生 能均衡地 展他 的
，骨骼，和肌
肉，
必更精 ，也更能适于 付
的人生事 。但他 若随从自己 于教育真意的
念而行，他

就不会 成自力更生，全才全学的男女了。 {ST2 476.1}

六十七上帝 于本会 养院的期
(

自

言卷六, 二一九至二二八，一九○○年著) {ST2 477.1}

基督复 安息日会所 立之每一机关， 于世人的关系，亦尤 瑟之于埃及，及但以理与其同伴
之于巴比 。 是出于上帝的美意， 些特蒙 召之人被俘 去， 外邦列国 来了那因
上帝
而 到人类的福气。他 作 耶和 的代表。他 决不可与拜偶像之人妥
和因作敬拜永生上帝之人的名望上，都肩承着一种特殊的荣誉。 {ST2 477.2}
他

果然

行了。在 利或横逆之中，他

；在他

尊重上帝，上帝也看重他

的宗教信仰，

。 {ST2 477.3}

瑟蒙召从土牢中出来，作囚犯的奴仆，作忘恩
及 毒之人的掠物，但他却 明了自己忠于
天上上帝之心迹。埃及全国的人 于 个蒙上帝指 之人的智慧，甚感 奇。法老“立他作王家之
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 他的臣宰，将智慧教 他的 老。”
十二 上帝借着 瑟，不
是向埃及人，也向凡与 强国有关的列邦，
作万民的擎光者，把他置于世上最强帝国宝座之次，以便天庭之光可照耀

篇一○五篇二十一，二
了自己。祂欲使 瑟

近各方。由于他的智慧

与公正，由于他日常生活之 洁与慈善，由于他的关心国民就是那拜偶像之国民──的福利， 瑟成
了基督的代表。埃及全国的人都向他感恩及称 ，外邦人和凡与他 有关之列国的人，都从他 的
施恩者而看出了

造主及救 主的至仁大

。 {ST2 477.4}

在但以理的身上也是一 的，上帝在世上最强之邦国的宝座旁

都可以
厚的天
力及美

永活的真神上帝。在巴比

，安置了

的朝廷上，聚有各地的代表，他

，及今生世上所能培养的最高教化；然而希伯来的俘
上，在精神活力及文学修养上，以及在属灵之能力与

亮光，使凡愿意的人

有最杰出的才干，有最丰

却在 一切人中出类拔萃。在体
上，他 都是无可匹 的。“王考

他 一切事，就 他 的智慧 明比通国的 士和用法 的
十倍。”但以理 一章二十 但以
理虽然一面在朝廷上忠于 守，同 也切
持他 上帝的忠忱，以致上帝能重用他，在巴比 君
王之前作祂的使者。未来的奥秘由他而揭明，尼布甲尼撒王自己不禁承
之神、万王之王，又是

明奥秘事的。”但以理

二章四七

但以理的上帝“

然是万神

{ST2 4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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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

代子民所 立的机关，也是 要荣耀祂的圣名。我

法，就是充当祂 代真理的代表。在基督复
借着它 ，
代真理就有 服的能力，

若要

安息日会所 立的机 中，
在世人之前。 {ST2 478.2}

祂的期望，唯一的方

当使人

出上帝来。

代表上帝的品格
我 蒙召要向世人 明上帝的品格，犹如昔日向摩西所
的一 。摩西祈求上帝 ，“求祢 出
祢的荣耀 我看，”主垂听他的祈祷，便
，“我要 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
。”“耶和 在
他面前宣告 ，耶和 ，是有怜 、有恩典的上帝，不 易 怒，并有丰盛的慈 和
。
人存留慈 ，赦免罪孽、 犯和罪 。”出埃及 三十三章十八，十九 ；三十四章六，七
帝向祂子民所期望的果效。在他
上，他

表明了“耶和

上帝

洁的品格上，在他 圣洁的生活上，在他 的慈悲仁

的律法全 ，能 醒人心。”

篇十九章七

千万
是上

与怜

{ST2 478.3}

于祂今日各机 所存的旨意，也可以从祂昔日欲借着犹太国完成的旨意上看出来。祂期望

要借以色列人将丰盛的福惠 与万民，并借他
道路，好将祂的亮光普照全世。当 的列国，
因随从 坏的
，已失去了
上帝的知 。但上帝仍本其慈悲，未将他 除 。祂有意 他
机会，以便借祂的教会而与祂相 。祂期望借祂的子民所 明的正 原理，作 在人身上光复上帝
道德形象之方法。 {ST2 479.1}
基督是他

的教 。象祂在 野中与他 同在一

，及至他

在

之地建立了国家以后，祂仍

作他 的教 及向 者。在圣幕及圣殿中，祂的荣耀停留在施恩座上的神圣 康 ( 者注：希伯来
文原意 上帝在人 居住之所)中。祂 他 不断地 明自己丰盛的仁慈与忍耐。 {ST2 479.2}
上帝欲使祂的民以色列成

荣耀与 美。各种属灵的利益也都

配作祂代表之一切有利的事物，祂没有一
他

若

的全盛中表

出来。他

世上最强大之国家。 {ST2 479.4}

上帝用最肯定的方式，借着摩西在他

明和技巧，

之前彰

要作祭司与君王的国度。上帝 他

各种的便

祂的旨意，并明示兴旺的条件。祂

：“你

你上帝 圣洁的民，耶和 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
你的上帝，祂是上帝，是信 的上帝，向 祂守祂

然听从

奇。那能使他 有

精妙工作的一位，
作他 的教 ，并因他
从祂的律法，就提拔他 使之高
从，就可蒙保 得免沾染各国所 磨的疫病，并蒙福得活 的智力。 上帝的尊荣，祂

与大能，都在他

利，可成

。 {ST2 479.3}

从上帝的律法便得兴盛，以致在世上各国之前亦 之

可以从事各
。他 如
的威

不 予他

他 。凡与他 培养品格，使

你，特作自己的子民。……你要知道耶和
命的人守 ，施慈 直到千代。……你 果

些典章， 守遵行，耶和 你上帝就必照祂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

福与你，使你人数增多。……你必蒙福
“你今日 耶和

你的上帝，

万民。”申命

遵行祂的道，

耶和

七章六至十四

施慈 。祂必

你，

{ST2 480.1}

守祂的律例， 命，典章，听从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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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照祂所
你的，也 你 祂的子民，使你 守祂一切的 命，又使你得称 ，美名、尊
荣、超乎祂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祂所
的，使你 耶和 你上帝 圣洁的民。”申命 二十六章
十七至十九

{ST2 480.2}

在 些 中 明了一切真
些条件。 {ST2 480.3}

兴旺的条件。本会的一切机 ，若要

以圣

原理

立之目 ，也必

力行

根据

多年前主曾 我特别的 示，关于建立一所 养院，使患者在此所 之治 是与从世上其他机关
所 的完全不同。 它的
与管理要遵照圣 的原理而行，作主的工具，在祂的手中成 向世人
光的最有效机
改革
的忠

。上帝的旨意，是要它立在人前，有科学的才干，有道德及属灵的能力，并作健康
哨兵。凡参加此机关工作的，都当是改革家，尊重其原理，并听从那照在我 身上

的健康改革之亮光。 {ST2 480.4}

上帝 期祂所 立的机关， 当立在人前如灯塔，警告人，并指 人。祂要向世人 明，一个照
宗教原理而
的机关，作病人的避 所，可以不必 牲它特别圣洁之品 ，而仍得到 持；并可
以避免其医
主

机

示明白，

中所有的那些可非

之点。 一机

养院的兴盛并非

倚靠医

人所称道的一个承 上帝

要作

的知

宇宙之君王，并在上帝特别的

一个大改革

及技

的工具。 {ST2 481.1}

，乃靠 上帝的眷 。它必
之下的机

。它的

理人

世

，在

一切事 上以上帝 始，
，及 至上。它的力量，亦在乎此。若照上帝所嘉 的方法 理，它
可大得成功，并比世 同类的机关尤
步。更大的亮光，更多的知 ，及更 越的特权都 与
它。那些受托推

机关工作之人的

虽然本会的工作已

的条件是没有改

任，当与他所得的亮光相称。 {ST2 481.2}

展，机关已 增多，但上帝

的。 {ST2 481.3}

立 些机关的目的，

是一 的。得以兴盛

提倡健康原理
人类家庭因

干犯上帝的律法而受苦

唯一解救之道。祂希望他

人

蒙指示得以知道，什么是他 受苦的原因及

能看明，他 身体，精神，及道德方面的幸福，均 乎他

法。祂的目的是要本会的机关作
在

上帝愿意人

一班人民迎接主复

物教

，向世人

的事上，有一番

明 从正当原理的效果。 {ST2 482.1}

大的工作要借着宣

从祂的律

健康原理而完成之。

当指

明白圣 上所教授的，身体机 的需要与健康生活的价 ，以至能把上帝所 造的身体，奉献
祂作活祭，配 他作蒙悦 的服 。当 受苦的人类做一番大工作， 当采用上帝所
的自然

功能来解除他

的痛苦，并教 他

束食欲及情欲，来防止疾病。 当教人 知道，干犯自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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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就是干犯上帝的律法。 当教他 ，“敬畏耶和 的，得着生命。”箴言十九章廿三
真理 用
于身体方面如在灵性方面一 有效，基督 ，“你若要 入永生，就当遵守 命。” 太福音十九章十
七 “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保守我的法 ，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人。”箴言七章二
命，“得着它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 。”箴言四章廿二 {ST2 482.2}
本会的

养院是一种教育的力量，要教 人

明白

从上帝的

些原理。那些 了教的人，又可挨次地把一

种恢复健康的知 及
健康的原 ，
别的人。
，本会的 养院就成了一种接近人 的
工具，并是一个机关，向人 指明忽 生命及健康律法的 果， 并教 他 如何保持身体有最佳的
健康状况。 当在本会布道士所 入的各国建立
心。 {ST2 482.3}

养院，并使之成 医治，

养，及教育工作的中

一个救灵的机关
我 当 人体的健康及灵性的得救而 力。我 的使命是与主的使命一 的。圣 上 祂周流四
方行善事，医治凡被撒但 制的人。使徒行 十章三十八 祂提到自己的工作， ：“主耶和 的灵
在我身上，因
看
益

，叫那受
力的榜

耶和 用膏膏我，叫我 好信息

制的得自由。”以
六一章一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 当我
，就必能 醒人注意我 所 所事奉的上帝。 {ST2 483.1}

本会 养院的各部门，都
适，就必如此。 {ST2 483.2}
本会的医

卑的人。”“差遣我 告被

的得 放，瞎眼的得
效法基督

别人的

当用来 念上帝，作祂在人心上播撒真理种子之工具。如果

理得合

机关， 当向人 明上帝活 的真理。

适地
真理，他 就会 心快 地接受。本会的
在千万人之前。机关中所洋溢的宗教感化力，已感

多来就医的人，是

渴羡慕真理的，若能合

养院已成 高
代真理之工具，将真理揭
了来 存信任的心。有主在那里主持一切的保

，以及 病人而作的 多祈祷，都在他 的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 多从来没有想到灵性价
的人，受上帝圣灵的折服，有不少的人蒙引 ，改 了一生的行径。 多素来自 的，以 自己

的品格

准够高，从不

，当亮光照耀他 之
如此

得需要基督之 的人，却要得到永不磨

， 些人中将有不少要与上帝的余民采同一的立

。 {ST2 483.3}

到之

理的机关，就使上帝得到尊荣。祂本其慈悲，使 等机关有一种解救人肉体痛苦的能力，

以致成千成万的人会被吸引前来，要医治他
得医治。他 从救主那里罪 得到赦免。他
一。

之印象。当未来之

的病痛。 多的人，在身体受医治之余，灵性也随之
受基督的恩典，并使自己与祂和祂的利益尊荣同

多人从本会的 养院中出来 ，都有了新的心。 种改

了世人之光。主使他 作祂的
人。他 的
善。‘凡敬畏上帝的人，你 都来听，我要述 祂

是 著的。

些人回家之后，

是：“我已
祂的 大，我已
我所行的事。’” 篇六六篇十六

，借着上帝使它 亨通的手，本会的 养院就完成了

祂的良

{ST2 484.1}

大善工之工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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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高。上帝必与尊重祂的人同工。 {ST2 484.2}
上帝

期借着祂仆人所要成就的工，乃是奇妙的，以致祂的圣名可得荣耀。上帝会使

及国的生命之泉。借着
命。 些拯救，都是作

瑟成

埃

瑟全国之人的生命 以保全。上帝也借着但以理救了巴比 全国哲士的性
物教 ；向人表明，他 因与 瑟及但以理所敬拜之上帝相
，就可

得到属灵的福气。照 ，借着祂 代的子民，上帝也愿意 福

世人。 {ST2 484.3}

有基督住在心内的每个工人， 每个向世界表明上帝之 的人，就是与上帝同工造福人类的。当他

接受了救主的恩典，又

别的人，就从他整个的人生上，涌出属灵生命之洪流。基督降世作大

医 ，医治罪 在人类家庭上所造成之 害；祂的灵借着祂仆人
罪病痛苦的人类一种 大的医
治之能，医愈人的身体与灵性。圣 上 ，“那日必 大 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
与
。”撒迦利 十三章一 从 个泉源所出的水是含有医 之物
面的疾病。 {ST2 484.4}
在以西

先知的异象中，曾

个泉源所涌流出来的滔滔大河。“

的，能治愈人身体和灵性方
水往 方流去，必下到

拉

巴，直到海。所 出的水必流入 海，使水 甜。 河水所到之 ，凡滋生的 物都必生活，并且
因 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 ，海水也 甜了。 河水所到之 ，百物都必生活。……在河
与那
的岸上必生 各类的
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
本会的

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 。每月必 新果子，因
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 治病。”以西
四七章八至十二 {ST2 485.1}

养院，借着上帝的能力在其中 行，必如祂所 期的，成 一条医治人生命的河流。

{ST2 485.2}

本会的 养院当向世人 明天庭之慈善恩惠；虽然从建筑物上看不 基督的明 同在，但工人
却可要求主的
，“我就常与你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福音廿八章二十 {ST2 485.3}

六十八医 的救灵工作
(

自

言卷六, 二二九至二三四，一九○○年著) {ST2 486.1}

每位行医的人可因信基督而具有最高价 的医

法，拯救患有罪病的生灵。那悔改并因真理成圣

的医 ，要在天庭登
与上帝同工者，耶 基督的门徒。借着真理成圣，上帝 医 及 士 有
治病的智慧及技 ，并且 种工作可打开 多人
的心门。 多男女可得引 明白那救人的灵性
及身体所必需的真理。 {ST2 486.2}

本会的 代工作将因此 素 而生色。医 布道工作是那必 向堕落世界宣 之第三天使信息的
右臂；医院中的医 ， 理，及各部 工，就是作
信息的工作了。
，真理之声将 遍各
国，各族，各方，各民。天上的使者在此事上也有一份工作。他 激 那些脱离病苦之人的心，油
然而生属灵的快 及 美，并从 多接受宝 真理之人的口中 出感 上帝之声。 {ST2 4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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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ST2 486.4}

若明白自己

是祂曾作

重大

行圣

道理的基督徒医

的 任与本分，就必 得在工作上，需要基督同在，因

牲的。他必以凡事

，才能正直
他所服

次要的，而以有关生命可得永生之高尚福利

的人，都

首要。 他要尽

力之所能去拯救人的身体与灵性。他要 行若基督今日在世所要行的工作。医 若 基督及基督代
死的生灵，他就要迫切 法把生命 的叶子 到病房里。他要向受痛苦的人分擘生命之粮。 然遇
多的阻碍及困 ，医

仍当 行 庄

神圣的医 。 {ST2 486.5}

真正的布道工作，就是最能代表救主之工作，最切

的工作若不与此

准相符，就必被天庭 下

效法祂的方法，及最能增 祂的荣耀。布道

有瑕疵的，并要在圣所的天秤上 出是有

欠的。

{ST2 487.1}

向病人指明基督
医
当 法指引病人的心志 向基督──肉体与灵性之大医 。在医
只是
要作的事，而
基督却能成全了。人 的医生千方百 想延年益寿。基督本身就是生命。祂会借着死 坏那掌死权
的，祂是一切活力生机之源。在基列有乳香，在那里有医生。基督在极端羞辱之下忍受痛苦死亡，
要使我 可以得着生命。祂 牲自己宝 的生命，以便能征服死亡，祂从坟墓上来，千万的天使
来看祂收回自己曾舍了的生命， 祂站在
我，生命也在我。” {ST2 487.2}

“人若死了， 能再活呢?” 个

瑟裂开的墓口，听祂得 的

之声宣

：“复活在

已得了答案。基督忍受罪的刑 ，下到坟墓里，使一切因信而

死之人的坟墓得到光明。上帝取了人的 式，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 出来。基督借着死来
使一切信祂的人得永生。 祂借着死来判决了那
罪 及叛乱之魁首，定他受罪的刑 ──永死。
{ST2 487.3}

惟独那永生的

有者和 与者──基督──才能

死亡。祂是我

的救 主；凡配称

真正

道

士的医 有福了，他是基督 牲性命所救之生灵的恩人。
的医 要天天从大医 那里学 怎
警醒作工，去救男女世人的灵性与身体。在病房及开刀房中救主也必在 ；祂的能力必 其圣名之
荣耀而成就大事。 {ST2 488.1}

医 若与大医
，就可作成高尚的工作， 于那 心同情病人的 友，他有机会 述生命之
道；他也可以安慰及鼓舞病人的心，使之仰望那位凡向祂求救的人都能蒙祂拯救到底的主。 {ST2
488.2}

天使要感

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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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帝的圣灵在受苦之人的心中 行，使他追求真理之 ，医

就当

宝

的生灵作工，象基

督愿 之作工一 。不必勉强他相信某种要道，只要向他指明耶 是赦罪之救主就够了。上帝的天
使必感 他的心。虽然有些人拒
上帝所愿 的亮光去照澈他思想的内室和灵魂的殿堂；但大多
数的人却要接受亮光，那些各种各式的异端和

当慎重善用每一机会去作工象基督作工一

大

，就要被清除一空了。 {ST2 488.3}

。医

。他当相信耶 是他的良伴， 近他的身 。“我

当

基督所行的医治工作，祂的仁慈及

是与上帝同工的。”哥林多前 三章九

医

切不可忽略向病人的心指明基督， 大的医 。 如果有救主 居在他心内，他的思念就一直是向着
那肉体与灵性的大医 。他要使病人心向基督，就是那能恢复人健康的主，祂曾在地上医治病人，
使人的灵性及身体同得健康， ：“小子，你的罪赦了。”
切不可因

向医

可福音二章五

{ST2 488.4}

与病人太相熟了，以致粗心及缺乏同情。在危 的病症上，罹受病苦的人

求恩活命。他仰望那医 是自己在世唯一之希望。此

明那比自己更
其神圣之能力

医

便当向那

得自己是

兢兢的病人始

指

大的一位，就是上帝的儿子，祂曾 他舍命，救他免死，祂可怜受苦的人，并可借
技巧及智慧 凡求告祂的人。 {ST2 489.1}

当病人不知自己的病情将作何
之 ，医 便当利用此机会来感 人心。他不当存心来
自
己，乃当向人指明基督是个人之救主。如果 条命被救活了，医 就有看守 灵性的本分。病人
得医

就是自己的生命之所系。 种重大的信任心，

督，并

当危

表你感
病人也
与感

上帝的大能。 {ST2 489.2}
了，

然有成功之望 ，不

当善用在何事上呢?

当常用来救人

向基

病人是不是一个信徒，都当用片刻功夫与他一同祈祷，

上帝救了他 条生命之大恩。医
行此法，便引 他的病人到了他 以活命之主那里。
会向医 感 ，因 他借着上帝已将 条生命与他自己的生命相 系；但我 却当将 美
上帝，祂虽非肉眼所能 ，却是随 随地同在的。 {ST2 489.3}

病人在病床上往往会接受基督及 罪悔改； 种情形在将来必比在 去更多，因 主在我 世上
的工作要快快作完。 医 的口当 智慧的 ，基督要 灌所撒的种子，使其生
果直到永生。
{ST2 489.4}

人的灵性警醒
我 因 忽略用言 扶助疲乏的人，便失去了 多极宝 的机会。往往那宝 的才干，本可得到
千倍的收 ，却未予利用。黄金的机会如果不加留意，它便消逝了。或者有些事 阻了医 ，使他
不能完成其

定的公 差役之使命。 {ST2 490.1}

本其敬虔行医的医 原来 数不多。有 多的工 当作成， 道人与医
当完全合作。那以姓
名作 名而写福音 的路加，是被称 “
的医生”，凡作他所作同 工作的人，也就在生活上彰
福音。 {ST2 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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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有数不尽的机会，可以警告 梗不悔改的人，鼓励 心失望的人， 人的身心健康而 方。
医 若
把真
制的原理教 人，作人灵性的 督，指 那些精神及肉体有病的人，他便是在
人迎接主的大工上尽了他的一份

的。 {ST2 490.3}

道人与医

，是他
烈的 探

任。

就是医

切和 地 拯救那些陷人撒但网

布道工作在推 第三位天使警告中所
中之人而作工。他

成就

要向世上的男女指明耶

的 ，他 的力量，及他
上的光荣。他 当 刻 人的灵性警醒。有 多人在与强
斗，在与撒但 力相 上有失 之虞。你
道弃置不 ，不予施援么?如果你
到一

个人亟需帮助，

然你

不

他，也当与他交 ，帮忙他，与他祈祷，向他指明耶

种工作属于医 ，正如同是属于 道人一
向基督。 {ST2 491.1}

。医

。 {ST2 490.4}

当在公共的或私下的服 上，尽力救人

在本会一切的企 及各机关上，都 当公 上帝是工 。医
不 是居于祂代表的地位而已。
医 同道 已有了 多的改良，而且仍然在
步中。那些手握人类生命之人， 当是受 教
育，文雅，成圣的人。然后主就要借他 施展大能而荣耀己名。 {ST2 491.2}

基督
病人所作之工，可表明了我
当如何作工。 个人从朋友听到了耶 的事，就 求
人把他抬到大医 的面前。救主知道
者深受祭司 的暗示， 他有罪所以上帝弃 了他，因

而深深 苦。故此祂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使他的心得平安。祂 ，“小子，你的罪赦了。” 种保 使
他的心充 了平安快 。但当 在 的人中，有些却在心里 出怨言 ，“除了上帝以外， 能赦罪
呢?”基督

要使他

事表明了救主怎

知道人子在世有赦罪的权柄，便

把 福音的工作与医治病人的工作

病人

：“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在一起。 {ST2 491.3}

件

六十九世界的需要
(
督

当基督

到

自

言卷六, 二五四至二六○，一九○○年著) {ST2 492.1}

多人向祂 聚之 ，“就怜

他

，因 他

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基

多患病的， 苦的， 困的，堕落的群 ，追随祂的脚步不离。

是向祂表

了全世界人类

的需要与 患。无 高下，无
，祂看出人 渴望着祂来所要
的福气， 些生灵只要得到
祂的恩典知 ，便可成 祂国度的子民。“于是 门徒 ，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 当
求庄稼的主，打
有

工人出去收祂的庄稼。”

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至三十八

{ST2 492.2}

今日仍有此种需要存在。世界需要工人，就是那肯作工如基督向受苦犯罪之人所行的一
多的人需要去接触。

堕落的人，需要受人的服

世界充斥着疾病，痛苦，
。 {ST2 492.3}

患，及罪

。到

的人。

都是 弱，可怜，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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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 教会，宗教机关，及自称 基督徒者的家庭中，有 多当代的青年正是 取 亡之途。由
于不 制的
，他 自招疾病，并且由于 得
作犯罪的 欲，他 染了不
的
， 坏
了健康与品格。与上帝
心破碎。 多人提起了
那引

他

， 社会所弃，
些作 的人， 便

堕落的种种

些可怜的人
得在今生及来世都无指望。使父母的
是无望的，但上帝却向他
出 怜之慈心。祂明白

探 境。 一等人是需要服

无
近都有 多的人，男女老幼，
的工作就是去 找那些人，与他 祈祷及

的。 {ST2 492.4}

困苦，沉没罪海之中，受犯罪的感 所 迫。上帝仆人
他 祈祷， 他 一步一步地接近救主。 {ST2 493.1}

在受苦遭 及需要帮助的人，并不限于那些不承 上帝 他 之要求的人。在今日之世界中，充
斥着自私， 婪，及 制 迫， 多主的真 的儿女也陷于 困及痛苦中。悲惨的下 社会里，周
都是

苦，疾病，及罪

， 多人忍受自己苦

的重担，同

却尽力

法安慰身

受罪打

的

望的人 。他 有 多人差不多是教会及牧 所不
的；但他 却是主的光，在黑暗中照耀。主
于 些人是特别 惜，祂呼召其子民去向他 伸出援手，周 他 的缺乏。无 何 ，若是有了
教会，就当留意

找 等人， 他 服 。 {ST2 493.2}

接近上
我

虽然一面

的人

服 ，同

社会人士

另一面也

注意到富裕的人，他

的灵魂在上帝的眼中

也是一 的宝 。基督 一切凡愿听祂 的人作工。祂不但 找税吏及社会所弃的人，也是 富人
及有教养的法利 人，犹太的 人，及
的官 。 当存着敬畏上帝的心 有 富的人士服 。
等人往往倚靠自己的

富，而不 悟自己的危

。上帝所交托

人的属世

富，往往成了重大

探的来源。成千的人
入放 的罪 之中，使他 不 制及邪 的
更加根深蒂固。在 些
犯罪的可怜 牲者中，有不少先前曾是有 的人。 多不同
不同身份的人，已被世俗的腐

化 化所 ， 用强烈的 料，放 肉体的情欲，以致 入 探之下。当 些堕落的人 激起我
的同情心，要求我 的帮助之 ，我
可不也注意一下那些正在步他 后 而尚未沉没的人呢?有
成千成万的人，
努力去开

他

居尊

重要之地位，却在放 其

呢? {ST2 493.3}

福音的使者，政治家，著作家，有

，以致

及有才干的人，及有

坏其身体与灵魂。我

可不

切

商之才与有权有 的人，因看不出

有在凡事上 行 格 制之必要，所以正是 于致命的危 中。 当呼召他 去注意 制的原理，
我 不可用褊狭或武断的方法，乃当用上帝在人身上的大目的之亮光去 迪他 。若能将真 制的
原理

教

他

， 多上 社会的人士就必 明其价 ，而由衷地接受了。 {ST2 494.1}

注那不坏的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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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要遭受另一种危 ，而在 方面上，医

盛的人，从来没有涉足于普通的各种

布道者也有其工作的园地。世上有

事，然而却因

而自

亡。他 被世俗

多兴

宝所迷，

便 于上帝的要求及同胞之需要漠然无 于衷。他 不但没有将 富作 荣耀上帝及造福人类之
用，却用来放 自己，荣耀自己。他 盖了 多的房屋， 了 多的地皮，金玉 堂，朱门酒肉
臭，路有 死骨， 于四 犯法病死等惨事，置之不
并不是上帝的特性，乃是属于撒但的。 {ST2 494.2}

。他

养尊

，他 在内心所培养的

些人也需要福音。他 的眼睛 当从物 虚荣的事上， 移到宝 不朽的

施舍之

宝上。他

，及与上帝作同工之福气。 {ST2 495.1}

一等的人往往是最 接近的，然而基督却能开路使人 可以

当学

到他 。但愿最 明，最可靠，

及心中存有指望的工人，去 找 些人。 他 用神圣之 所生的 明与机智，及由基督居心而得
之文雅及礼貌，去
些目被世
宝所眩惑，而 不到天庭 宝之人 作工。 {ST2 495.2}
工人

当与他

研究圣 ，用圣洁的真理去感

他

的心，向他

圣

的

：“但你

得在基督

耶 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祂成 我 的智慧、公 、圣洁、救 。”“耶和 如此 ，智慧人不要
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 主不要因他的 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 明，
我是耶和 ，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 公平和公 ，以此夸口， 是耶和
的。”“我 借
子的血得蒙救 ， 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祂丰富的恩典。”“我的上帝必照祂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
里使你

所

一章七

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哥林多前 一章三十
；腓立比

四章十九

本着基督之精神 出 种

；耶利米

九章二十三，二十四

；以弗

{ST2 495.3}

求，必不被人

不适切的。它必感

多上

社会人士的心。 {ST2

495.4}

那出于智慧及

心的努力，往往可使一个 主

悟自己的 任，以及他

向上帝交

的本分。及

至 明了主期望他 作祂的代表，去救助遭受苦 的人类， 多人就会响 ，借着捐款和同情之心
来造福 人。当他 的心 离了自私自利之意念， 多人就会蒙引 将自己皈服基督。他 必 于
尽其
上之

力与感化力，甘心与上帝差派 他悔改的 卑的 道人 力合作慈善之工了。借着善用其地
宝，他 “
……用不尽的 宝在天上，就是 不能近，虫不能蛀的地方。”他 必 自己得

到智慧所

献的

宝，就是“恒久的 并公

。” {ST2 496.1}

世人 察我 的生活来决定他
上帝及基督教之 念。凡不
基督的人，需要
基督之人
在生活上，将基督品格的高 原理， 常 明在他 面前。医 布道士有 种高尚的本分及宝 的
特权，可

付此

需要，将基督之 的光

入富裕的， 苦的，有权位的，或卑微的人之家庭中。

{ST2 496.2}

基督 祂的门徒 ：“你 是世上的 ”。祂也是向今日的工人
里面就有防腐的素 ，你 的 美品格必有救人之力。 {ST2 496.3}

些 。你

如果是

，在你

挽回堕落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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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虽已 入罪 的深 ，但仍有挽救的可能。 多人 于永恒的事 已失去了感 力，既
失了上帝的形象，甚至不明白自己有没有可蒙拯救的灵魂。 他 不信上帝也不信人。但他
于切
之同情及帮助，却能
家中，服 病人，喂
不

会并感激的。当他
到一个人不 世俗的称 与 酬，来到他 不幸的
的人，把衣服 赤身的人穿，又和 地向大家指明了他在人 工作的，

是祂仁慈和怜 的使者──看到 里，他 的心就要受感 了。感激之念油然而生。信心也燃

了。他
在

看明上帝是 念他 的，当祂的言

一解开，他就

种挽回的工作上，需要 多辛苦努力的。不可向

于听受了。 {ST2 496.4}

些人

什么 愕奇怪的道理，只是在他

受了肉体上的帮助之后，就当把 代真理
他 。男女老幼 当看出上帝律法之要求包 甚广。
，困苦，
，并不能使人堕落；只是干犯上帝律法的罪才使人如此。那 拯救堕落被弃之人
所有的种种努力，若不是使人的心意明白上帝律法的要求，并必

向祂效忠， 一切全

徒然。凡

是上帝所吩咐的，没有一 是无需人与上帝相 合的。“耶和 的律法全 ，能 醒人心。……耶和
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作 的人 ，“我借着祢嘴唇的言 自己 守，不行强暴人的道
路。”

篇十九篇七，八 ；十七篇四

{ST2 497.1}

天使正在帮忙 种挽回堕落人类之工作，使他
同工，在他 的心中 行， 醒其道德力量，使之

回那 他 舍命之主；圣灵也正与人 工作者
罪，
，
判，自己
自己。 {ST2 497.2}

上帝的子民若献身此 工作， 多人就可 握着那伸出来要援救他 的手。他 受了激励，
他 的 行。有些蒙救之人，因信基督而升到很高的工作地位，在救灵的工作上担 起重大的
任。他

根据自己的

， 知道他 所要服

之人 的需要，并且

得怎 去帮助他

离

，以何种方

法最能挽救那快要 亡的人。他 因自己所得之福气而 心感激上帝，他 的心
所 醒，并加
强精力去救拔那些若无援手就永不能上来的人。他 以圣
南 ，以圣灵 助手及保惠 ， 得
在自己之前展开了一种新的事 。每个
参加工作的人，若是 他配上装 ，教他如何去 基督
救灵，他就成了那些引他 入真理之光者的同工了。
，上帝就得荣耀，祂的真理就被 开了。
{ST2 497.3}

台上的

教，不如教会信徒的生活更能感

践敬虔，却能表明福音的大能。 {ST2 498.1}

世人的心。 道人

福音的理 ，但教会信徒的

七十教会的需要
(

自

言卷六, 二六一至二六八，一九○○年著) {ST2 499.1}

虽然世界需要同情，需要上帝子民的祈祷及援助，更需要在基督徒的生活上看 基督，然而上帝
的子民也同 地需要有机会，以便能引起他 的同情心，使他 的祈祷有功效，并培养一种与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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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典范相似之品格。 {ST2 499.2}
上帝把 苦，不幸，疾病，遭 的人安置在我 中 ，就是要 我
些机会。他 是基督留
教会的
，他
当受照 ，象祂自己要照 他 一 。上帝用此来清除渣滓及
金子，
我

以所需要的心灵及品格之教化。 {ST2 499.3}

主尽可无需我 的合作而推 其工作。祂并不倚靠我 的金 ，我 的光阴，和我 的辛 。然
而教会在祂的眼中看来是极宝 的，是祂珍藏珠宝的箱子，
羊群的羊圈，祂切望 她是无瑕
疵、
接受我

等类的病。祂以言 所不能形容的 渴念着她。即因此故，祂
的服 ，作 我 的 与忠之象征。 {ST2 499.4}

主把

苦的人放在我 之中，是

理而得安全，我 不能干辱公平，我
路那 走 ，乃当以 决而迅速的行

我 ，使我

我

祂作工的机会，并

看明自己心中的 意是什么。我

不能漠 仁慈。当我
，去帮助他，以

不能离开正

到一个弟兄堕落 坏，我 不可从
上所 的 。我 不能作与上帝的特

别指示相背 的工作，而没有使我 工作的效果反映在我 的身上。在我 的良心上 当有根深蒂
固的， 定的
，在我 的行 上凡足以 羞上帝的事，
是与我 无益的。 {ST2 499.5}
好像

笔在磐石上刻字一

人，若不 受
我
别人感

，我 也当在良心上写下，人若

的救

，及公

，若忽略

之人的需要，若无 心和礼貌，他就是使上帝不能与他合作，去培养他的品格。当
有慈怜同情之心 ，要用自己的利益及特权去救助他 的需要，我 心思的培育就

更易成全。我 若 自己 聚把持一切，就必使灵性
式去作的，就可接受基督的一切德性。 {ST2 500.1}
我

看慈悲，怜

主派使者去 祂的子民作

。祂

乏。凡愿承担上帝所派之任

，照基督的方

道：“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

我声音就

开门的，我要 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示 三章二十 然而 多人却拒 接
受祂。圣灵等待着要 化及折服人心；但他 却不愿开门 救主 来，因 怕祂会要求他 一些事
情。因此拿撒勒的耶 便走 去了。祂切望将祂丰富之恩典与福惠
他 ，但他
拒 基督 入祂自己的殿中， 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啊! 是教会何等大的 失啊!

拒不接受。人

{ST2 500.2}

代表基督
一切善行是需要我 以 牲 代价的，可是在 个 牲上，就使人得到
。 些
各种天性和嗜好相冲突，但在履行 些
后，我 就 于自己品格上的那些可非 之
又

。

争

行， 我

便

帝国内蒙福之人中有份。 {ST2 500.3}
千

人若将自己从主所接受的拿来分

地在恩典中有

，如此就可返照基督的形象，并被

使人 与
性， 了

好在上

苦的人，就必得到属世的和属灵的福气。耶 曾行神迹

疲倦的群 吃 。祂
一 舒适的，可以容
和两条小 。无疑地当 已有 多人
此事，

他 的地方，吩咐他
一点 西要吃 五千

坐下。于是拿起五
的人， 女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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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内，乃是不可能的。但耶 祝 了就将食物交在门徒的手中去分散。他

分

群

之

中的粮食都一直在增加着。到群 都吃 了， 门徒也坐下与基督同享上天所分 的食物。
于每位基督徒是一个宝 的教 。 {ST2 501.1}
那清洁没有玷 的宗教，“就是看 在患
章二十七 我 的教友非常需要一种关于
世人

，手
件事

中的孤儿寡 ，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 一
敬虔的知 。他 需要力行克己与 牲。他 需要向

明自己是效法基督的。因此，基督所要求他

去作的工，不是可以叫别人代作的，或把自己

的 任交 一些委 会或机关去代 。他 当借着 牲自己的金 ，光阴，同情心，及个人的
努力，去帮助病痛的人，去安慰 心的人，去救
困的人，去鼓励沮 的人，去照亮黑暗当中的
生灵，向罪人指明基督，去使人心明白上帝律法之要求，俾使他
民

人

卑

正在

察衡量那些自称相信 代真理的人

切地参加 与

， 看他

人有益之工，就可向真理所

的品德与基督相似。 {ST2 501.2}

的生活和行

入的各城

居民

是否代表基督。上帝的子

出一种 善的感化力。如

果一切明白真理的人能利用所遇到的机会去推 此种工作，每日向附近的人作些小小的仁慈的行
，就可以向 居表 出基督来，同 福音也要 出是活 的能力，而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
了。它必 明是
的，而不是出于幻想或
重要得多了。 {ST2 501.3}
撒但正将每个生灵当作儿

。他知道

狂的

果。它也要比 道理，

的同情可

宣言，或念教条，更

明人的心是否 洁无私，他要尽一切所能之

力来封 我 的心，使之 别人的需要漠不关 ，
事来 阻人作仁 及同情之表示。他曾
使犹大

至于 他人苦 也无 于衷。他要引起
坏了。犹大素来是 求一己之福。他在

的人培养一种真

，与基督无份，成

多的
方面

代表了 多 代自称 基督徒的，故此我
当研究他的情形。我 是与基督 近，象他一般。但
我 若象犹大一 ，虽与耶
交，却没有使自己与主合而 一，也不在心中 那些基督代替舍命
的同情，我 就与犹大一

的危

撒但 探之玩物。 {ST2

502.1}

我
当 防，第一步不可偏离公 之途；因 犯了一次罪，或是忽略了一次机会没有表 基督
的精神，从此 必门 洞开，接着一步又一步，直到心志被仇 的原理所制服。自私自利的心意，
若是予以

容的

，就必

成除了基督的大能力无物可能制服的吞 人之情欲。 {ST2 502.2}

以
我要以万分

切在安息日掉

第五十八章之信息

切的心 勉本会全体的教友，就是所有真 的

脚步的人， 当深思以

道士，相信第三天使信息者，及一

第五十八章的信息。在本章所吩咐的慈善工作，乃是上

帝要祂子民在 今去作的。 是祂 自派定的工作。关于 信息要 用在什么地方，及其 定
之
，我 都已毫无疑 ，因 圣 上 ：“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 之 。你要建立拆
累代的根基，你必称
日，是祂 造世界工作之

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十二 第七日安息日乃是上帝的 念
号，已被那大罪人更改了。上帝子民要作一番特别的工作，去修 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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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的破口；我 越靠近末 ， 份工作便越 迫。一切 上帝的人，必守祂的 命， 明自己有
祂的印 。他 是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耶和
：“你若在安息日掉 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
作

喜

四
帝

，称安息日 喜

的，……你就以耶和

；耶和

要使你乘

地的高

。。十三，十

真正的医 布道工作是与守上帝 命，尤其是所提到的安息日，是不可分离的，因
造之工 大的 念。 守安息日是与在人身上恢复上帝道德形象之工作相关 的。

子民在
是

我

今要推

的事工。若是善于

行此

事工，就可使教会大大蒙福。 {ST2 503.1}

作基督门徒的人，需要有更大的信心。我

么没生气，他 的信心是 么薄弱而

它乃是上
就是上帝

，他

当更

切地祷告。

的基督徒

是

多人 异

什么他

暗淡无光。他

的祷告
，“

道我 没有禁食，‘在万 之耶和 面前苦苦 戒么?’”在以
五十八章上，基督已表明了 些情形
是如何可得以改 的。祂 ：“我所
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 的 ，解下 上的索，使被欺 的
得自由，折断一切的 么?不是要把你的 分
衣服遮体， 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么?”六，七

的人，将 流的 人接到你家中； 赤身的 他
就是基督 灰心，疑惧， 兢的人所开列的

方。但愿那些在耶和 面前苦苦 戒而行的人，起来帮助那些正在需要帮助的人吧。 {ST2 503.2}

与上帝合作
每个教会都需要圣灵 束的能力； 今正是

上，祂

当祈求此能力之

划要人与祂合作。 此之故，主呼召教会当有更高的虔

。上帝在一切 人而作的工作

，更公正的 任感，更清楚的

自己
造主的
。祂呼召他 成
，圣洁，作工的人。基督徒的服 便是
法之一，因 圣灵也要与一切 上帝服 之人相交。 {ST2 504.1}
我要 那些已
在某种名 下

与

践此事的方

参加此工作的人
：当用机智与才能
努力，作工。激励你的同仁 ，使他
起来，大家合力同工。把教会内的青年男女
起来作工。将医 布道的工作

第三天使警告信息的工作配合起来。以有

律之

力量，把教友

从 年沉睡如死的地步

提拔起来。把那些 行健康改良原理之工人 派到教会中作工。 当把那些能看明在食欲上有克己
需要之人差遣出去作工，免得他 成 教会的网 。且看生命之气息会否 入教会中来。 当使新
的元素参加工作。上帝的子民必 感悟自己的重大需要与危

，并 起最切近身 的工作。 {ST2

504.2}

那些参加此工作的人，无 得 不得 ， 要帮助 苦的人，要告 他 基督 他 所 的奇妙
之 ，救主是 刻同在的，感 那些 苦可怜沉 之人的心。教会若接受上帝所 的工作，就必得
那

：“你的光就必
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 明；你的公 必在你面前行；耶和
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基督是我 的公 ；祂在我 前 行 工作，主的荣光必随在后面。

{ST2 505.1}

天庭的全部

的工作，他

源，正在等待每个愿 基督作工之人去支取。何

本会的教友

就要被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氛所包 了，必有福惠及能力随着他

肯个别地

的工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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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高尚的心与 之教化。那 束他 灵性之私欲必被克服。他 的信心必成 活 的原理。他
的祈祷必更 切。圣灵 醒人心使人成圣的感化力，必沛降在他 身上，他 要被引 更接近天
国。 {ST2 505.2}
救主不

于强盛及属世俗

与地位，也不理属世的荣誉与富足；祂所重看的是品格与

一的心志。祂并不参与

戴的那一 去。祂是永生上帝之子，却屈身来救拔堕落的人类。祂用

的 ，来争取沉 迷亡的人 向自己。 上帝的天使正在 察祂的门徒中有 愿
心。他 正在 察上帝的子民，有 要彰 耶 的 。 {ST2 505.3}

及保

践慈怜及同情之

凡能
罪 之悲惨，及基督 堕落人类所作之无
牲所表 的神圣慈怜的人，就必与基督交
往。他 的心必充
怜；他 的面容声 都要 出同情之心；他 的工作必含有 切祈求，仁
，及活力等特性，并成

上帝所用

救人

向基督之一种能力。 {ST2 506.1}

我 大家 当撒一种可收 忍耐，慈怜，及仁 之种子。我 将来要收割的，就是我
今所种
的。我
今正是培养将来永恒之品格。我 在世上正是 天国受
。我 的一切，都是本乎恩
典之 ，白白得来的恩典，至高无上的恩典。在所立的 中，恩典奠定了我 作儿子的名分。在救
主里面，恩典使我 的救 ，我 的重生，及我 与基督同作后嗣等事得以成全。我 也当使 恩
典

在别人之前。 {ST2 506.2}

七十一我
(

自

信徒一家之人的本分

言卷六, 二六九至二七二，一九○○年著) {ST2 507.1}

在我 的范 之内，常 有两等的 人──一等是独立行 ，
真理的 故被陷于窘迫之境。我 是 当
舍如同自己的，但
的

明指

当照

而行，才能合乎正理。 {ST2 507.2}

信主的

人， 点是毫无疑 的。只要是

他

犯罪，自取 坏的；另一等却
于 两等人，我 却当根据 正

有益的，便 当从各方面帮助他

。 {ST2

507.3}

上帝希望祂的子民向 个犯罪的世界表明祂并没有撇下他 ，听其 亡。

遭家人弃

，被迫受苦者，我

当特别用心照

慨心 的人，凡愿意克己自制的人，必 起照料
我 不可容其困苦无助。一定要 法使他 可以

他

困的人。 {ST2 507.4}

当留心使用

需要有

真理之故

大，开明，慷

些主所 之人的 任。在上帝子民之中的 人，
生度日。 于有些人，我
教 他 去作工。

另有些人，已 尽力操 ，只因 担太重，无力供
当特别关心 等人，帮助他 可以得到 生之 。
得帮助的

。在将来，越来越

于那些因

家人生活，我 便当予以特别之援助。我
当筹一笔款， 助 等 上帝，守祂 命，而

种款 ，以免被挪作其他的用途。我

要帮助那些因遵守上帝的 命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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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抑或是忽略他 ，而去帮助一些口出
帝

于

之言而践踏上帝

种差别是很关心的。 守安息日的人，切不可忽略

干犯上帝律法之人的生活 任，就是那些养成了倚
是与主的 划不符的。 {ST2 507.5}

命的人，

些信主的

其

是大有差别的。上

性而逢人求助的。

苦人家，而

担那些

不是正当的布道工作，也

无 何 ，若 立了教会，教友 就当
苦的信徒作一番忠 的服 。但他 的服 却不止此
而已，他 也当帮助别的人，不 他 的信仰如何。 种努力之后果，就可使其中有些人会接受
代的特别真理。 {ST2 508.1}

、病、老弱的人
“在耶和 你上帝所 你的地上，无 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

手，不帮

你

乏的弟兄； 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

人，你不可忍着心、

他， 他的不足。你要

着

慎，不可

心里起 念， ：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 眼看你 乏的弟兄，什么都不 他，以致他因你
求告耶和 ，罪便 于你了。你 要 他， 他的 候，心里不可愁 ，因耶和 你的上帝必在你
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 的事上， 福与你。原来那地上的
要向你地上困苦 乏的弟兄松开手。”申命 十五章七至十一
境会使有些

人永不断

，所以我吩咐你

{ST2 508.2}

上帝而 从祂的人 成 苦。有些人是不 慎的；不知善自

疾病及遭遇不幸的事使然。无 是何原因，他
重要的一部分。 {ST2 508.3}

：

理。

有些人却因

若有需要，就当予以援助， 乃是布道工作方面

本会各 教会都 当照 他 自己的 人。我
上帝的心，就是在向信徒家中 苦之人服 的
事上表 出来，他 的缺乏是我
当知道及看 的。每个人 上帝都有特别的
，要特 慈心
照

主内配得帮助的 人。无 如何，我

不可放

此事。 {ST2 509.1}

保 写信 哥林多的教会 ：“弟兄 ，我把上帝
其
中受大
的 候，仍有 足的快 ；在极 之 ， 格外

教会的恩告 你 ，就是他 在患
出他
捐的厚恩。我可以 明：

他 是按着力量，而且也 了力量，自己甘心 意地捐助，再三地求我 ，准他 在
恩情上有份。并且他 所作的，不但照我 所想望的，更照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献
了我

。因此我

提多，既然在你 中 开

慈惠的事，就当

成了。”哥林多后

供 圣徒的
主，又 附

八章一至六

{ST2 509.2}

耶路撒冷曾遭
荒，保 知道有 多基督徒已 四散各 ，而仍留在那里的人， 免不能得到
人的同情，并遭受宗教上的仇恨；因此，他 各 教会 耶路撒冷的弟兄
予
上的援助。各
地教会所筹的捐款，多
他
真

救 主之感 和
原理。 {ST2 509.3}

使徒 所 期的数量。信徒
弟兄之

，于是心中充

受了基督之 的激

，慷慨捐助，借以表示

了喜 。照着上帝的圣言，如此方才是慈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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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敦促关于照 本会无家可 的老年兄弟姊妹

的事。

当 他

作什么呢?主

示我的

光，再 申述： 立机关收容老年人， 他 住在一起， 不是最好的 法；也不可把他 送到别
的地方去得人的照 。每个家人 当服事自己的 族。如果 事 不到，教会就
理此事，接受
此

，看作是一种本分，也是一种特权。凡有基督精神的人，必特别以敬重慈怜的心关注老弱的

人。 {ST2 509.4}
上帝

每个教会在其范 之内有祂的

人存在。他

常在我

当中，主也使每位教友有个别的

任，当照 他 。我 不可把自己的 任卸在别人身上， 于那些在我 自己范 之内的人，我
当表 一种慈 同情的精神，正如基督若在今日 于我 的地位上所要表 的一 。如此，我
就可受

，

照着基督的方法去工作。 {ST2 510.1}

道士 当教育各个家庭，加强教会的力量去照 其 苦疾病的人。他 当 用上帝所 人的各
功能去作。如果一个教会在 方面 担太重，别 教会就当前来襄助。但愿教友
用才智及机

敏来照
些信主的人。他 当克己生活，放弃不必要的奢
慰帮助。他
行，就是 践以
第五十八章上的教

与装 ，以便使 苦缺乏的人得到安
，在那里所提的福气也必属于他 。

{ST2 510.2}

七十二我
(
“上帝
：“你

基督欲

自 言卷六, 二七三至二八○，一九○○年著) {ST2 511.1}

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

叫世人因祂得救。”

世人的本分

他

。”“上帝差祂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

翰福音三章十六，十七 上帝的

往普天下去， 福音 万民听。”

包括了全人类。基督在

可福音十六章十五

人类作成更大的工作，乃是我 从未曾

门徒使命之

{ST2 511.2}

的。祂不愿

么多的人

投于撒但的旗

下， 募 与上帝政权
之叛徒。世人的救 主不愿祂所 回的后裔，生死在罪 之中。 什么
接近祂而得救的人
少呢? 是因
多自称 基督徒的人，正是照着那大叛徒的方式而行。如果
那些自称事奉基督的人肯作工象祂所作的一
快

了。 {ST2 511.3}

，而今就必有成千成万不

得救的福惠，不 是肉体上的或灵性上的，都是

了全人类的。

主的人在主的

多人因

世上充

着

中享受

苦的人

便埋怨上帝；但上帝是从来无意要 些不幸之惨 存在的。祂从不愿意某一个人要 着 奢极侈的
生活，而同 另一些人却 生 而呼求。主是一位慈悲的上帝。祂已
人的需要作了充分的准
，并且借着祂的代表，就是受祂托付以

物的人，使 生的需要都可得

足。 {ST2 511.4}

凡相信主圣言的人， 当研 利未 和申命 上的教 ，以便明白上帝 以色列人的是一种什么
的教育。上帝的 民虽要作特殊而圣洁之民，与不 上帝的列国分别出来，然而他
于寄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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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待。不可因 他不是以色列人便蔑

他。以色列人 当

客人，因

基督也是

他而死，正如祂 以色列人死而救他 一 。当他
感恩筵席， 念上帝恩典之 ，客人也当
受 迎款待。在收割之 ，也当在禾 上留下一些粮食 客人及 人。在上帝属灵的福气上，客人
也当分享其惠。以色列的主上帝曾命令以色列入当接待 些客人，如果他 愿与
人同居。如此，他 可学 耶和 的律法，并借着他 的 从来荣耀祂。 {ST2 512.1}
照

，上帝也期望祂今日之子民，不

是向

可是

代每位基督徒

多自称

在属世或属灵的事上，都要分 福气

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ST2 512.2}

基督徒的人，不但 注于一己褊狭的利益，没有把上帝的恩

自利地把持着上帝的福气，不肯施 同胞人类。 {ST2 512.3}
虽然上帝本其美意，使地上遍 福惠，

生活上的一切需要，可是世

各

及敬拜上帝的

世人。救主宝

的

分 别人，却自私
仍有

苦悲惨的

象。慷慨的主已将 生需要之物 丰丰富富地交在人的手中，然而上帝的管家 却不忠心。在自称

事奉基督的国家中， 多花于奢侈虚 上的金 ，足够使
的人有食，赤身的人有衣。 多自称
是基督名下的人，耗 祂的金 在自私的享 上，在 足口腹之欲上，在美酒佳肴，在高楼大厦，
家私堂皇，衣

奢 上，而同

于受苦的人类，却不屑投以怜恤的一

，或 一句同情的

。

{ST2 512.4}

广大的国内布道地区
在我

所

基督教的国家内，有多少不幸悲惨的事啊!且想到各大城市中

市之中有成千成万的人所受的看待与照料，甚至不如畜生所享有的。 多蓬

民的情形。在

些大城

垢面的可怜儿童，

，面露犯罪堕落之色。 多的家庭聚居在破屋陋室之中，或是在阴暗的地窖里，又潮又湿。
有的孩子 在 些可怕的地方出生。自幼而 ，不 可 之物，不 自然之美，也就是上帝所 造
用以悦目怡神的。孩子 在
的 境中 大，耳濡目染周 全是邪 犯罪之人的榜 ，在品格上
受了下流腐 的薰染。他 所听到上帝名字，只是一种
漫 的 。
的
，烟酒的臭气，
各种各式的堕落， 坏了他 的 听。从
食的可怜的哀声。 {ST2 513.1}

些腐化

化的 境中， 多不

教会有一番工作要作，可惜 多人没有想到，甚至到

祈祷的人

出了求衣乞

在犹未着手去作。基督 ：“我

了，你

我吃；渴了，你
我喝；我作客旅，你 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
我穿；我病了，你 看
我；我在 里，你 来看我。” 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五，三十六 有些人以 ，如果他 捐 襄

助

种工作，就再没有什么是他

就

种招集 人，受 迫之人，遭苦痛之人，缺乏之人的工作，正是每个相信 代真理之教会所早
作的工作。在接 人肉体的需要上，在使
之人得 足，将 流的 人接到我 的家中，

我 捐
是个人

作的了；然而

是 了。捐 并不能代替个人

原是 当的， 多人更当多作此事；但是按他
身的服 。 {ST2 513.2}

身的服

。

的力量及机会而 ，所要求于大家的，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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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每日从上帝接受恩典及力量，以便能深入人类苦海中帮助那些不能自救之人上，我
要
表 良善撒 利 人的同情之心。在 行 种工作 ，我 就有 利的机会宣 那被 十字架之基
督了。 {ST2 514.1}

每位教友 当 得 是自己的特别
，当 他的 里工作。 当研究如何能向那些 宗教不感
兴趣的人作最大的帮助。在你拜
居朋友之 ， 当表示你很关心他 属灵的福惠，正如你关心
他

属世的福利一 。
，及那些解 真理的

育自己从事此

工作。

人
方的生灵心中背
救恩服 。 {ST2 514.2}

当
基督 赦罪之救主。招
人到你的家中，与他 同 宝
，再加上 短的 歌及 切的祷告， 就会感 他 的心。教友

的圣
当教

重 之 ，

他

种工作，正如同到国外去救那些黑暗中之人的工作是一 切要的。当有些
多人也当

我
当把 多浪 在无益身心之
那正在需要的人 。 {ST2 514.3}

自己四 的宝

上的光阴，用来拜

如何

生灵挂心

，并殷勤

困，病痛，受苦的人，及

的

法帮助

苦之人作工

在 法帮助那些 苦的，被人
的，遭人弃 的人 ， 不可将自己的尊 及 越当作高 ，而
高高在上地向他 作工，因 那 的作法，是毫无所成的。 当真心悔改，并效法那心里柔和 卑
的主。我

必

将耶和

常 在我 面前。既然作基督的仆人，就当常常

的

了：“我是重价 来的。” {ST2 514.4}

上帝不但要你行善事，也要你有喜 的容 ，

苦之人
当与他
到耶

希望的

，免得你

忘

，并与人握手。当你去拜望信主的受

，你会遇到有些人已 失了指望；你 当把它
回阳光之中。有些人需要生命之粮，
圣 的 。 有些别的人是心灵患病的， 石无灵，群医束手， 当 他 祈祷， 他
面前。 {ST2 515.1}

在一些特别情形之下，有的人一任情感用事，以致有冲 的行 。他 以
可 基督作更大
之服 ，其 不然。他 的 心很快就冷淡了， 基督的服 也就被忽略了。上帝所悦 的不是浮
躁无定的服 ，感情行
是害多益少。 {ST2 515.2}
当先

的 歇性活

，不能使我

慎地借着祈祷，将帮助 人的方法妥

的世人更能明白
也是 了。在

同胞有所

献。一暴十寒的行善，

研究。我 要向上帝求智慧，因 祂比眼光短浅

当如何照 祂所 造之人。有些人毫无考 地 一切求助的人帮忙。他
行
去帮助 人之 ，我
当小心地 他 以合适的帮助。有些人在受了帮助之

后，会一直使自己成 受人救 的特别 象。只要他 有所倚 ，便 此以靠人 生。
人，我 若 于耗
事，那就要助
惰，依 ，浪 ，及不 制了。 {ST2 515.3}
每当我

周

果往往

人之 ，

先 考 ：“我是否助

浪 ?我是帮助他

呢? 或是害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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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就没有权力依 他人。 {ST2 515.4}

云：“世界当养活我，”

含有荒

，虚假，及强

的本

界并没有当养活他的 任。但若有人来到门前求食，我 也不
是由于什么不幸所致。 {ST2 516.1}
我

当帮助那些家庭中食口浩繁，不断与

苦

。一个人能作工，能自食其力，世
他 着肚子而去。他的

斗的人。

多孀居的

人，要

孤， 保守她的小儿女在身 ， 持他 的衣食， 苦之重， 非她力所能 。 多
，常因 瘁 生。每个寡 都需要希望及鼓励的 来安慰她，甚至也有 多寡 是需要

乏也

育自己的
的母
物上的

助。 {ST2 516.2}

当委派敬畏上帝的男女，有

开始。

些情形

当 告

有智慧者，去照

教会，并且大家商量

当怎

苦及有需要的人，
理。 {ST2 516.3}

事 先从信徒的家中

我 不要鼓励 苦的人，以 自己可得免 或近乎免 的衣食，我
当使他 能 于一自助的
地步。我 当尽力安排他 工作，若属必要的 ，也当教 他 怎 作工。 当
苦的家人学
怎
或

烹

，怎
自己制作及
衣服，及怎 整理家 。
。我 要教
人依靠自己。 才是真正的帮助，因

帮助别人。 {ST2 516.4}

当 底
男女孩子一些有用的技
不但能使他 自助，也可使他

人人都在上帝之
是上帝的旨意，使 人与富人用同情相助之

道的各个

苦人家，表示关切之心。 {ST2 516.5}

的范

内

索，彼此密切

系。 祂吩咐我

当

自己所知

不可以 去服
苦之人，是有 自己的尊 。 于那些已使灵 破坏的人，不可予以
不关心。 些人乃神圣怜 之 象。那 造 人之主，也是照
人的；甚至于最堕落最下
人，也是在祂的
来的 心，使我
出一种高于言

及漠
的

怜范 之内。我 若真是祂的门徒，就必表 同 的精神。我 因 耶 而生出
看出每一个人，无
富，都有一种非人类所能估 的价 。你 的生活 当表
所能形容之 。 {ST2 517.1}

往往人心在斥 之下便 硬起来，但他 无法抗拒那在基督之内向他 所表示的 。我
罪人不要自己 得是被上帝所弃 的。 当 告罪人仰望基督，因 只有祂能医治那象大麻
的灵性之罪病。 当向遭苦受 灰心 望之人指明他虽是被囚而仍有指望的人。你的信息
是：“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ST2 517.2}
我曾蒙指示知道，医 布道的工作，必在堕落的深渊

那些虽然有不

当

制和放 淫佚之

当使
一

的

人，也可受正当服 之感 。他 需要人的尊重与鼓励。救拔他 ，就必 用 定，忍耐，及 切
之努力方可，因 他 根本是不能自救的。他 或 听到了基督的呼召，但他 的耳朵太沉，不能
了解其意

；他

的眼睛昏昧，看不出那

他 所存留的任何好

。他

死在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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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没有被拒于福音筵席之外。他 也要接受“来”的招 。他 虽然自 不配，但主却
来。”不必理会任何推辞，只用

心及仁慈去好好把握住他 。 {ST2 517.3}

“
的弟兄啊，你 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 中，
仰望我 主耶 基督的怜 ，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 要怜 他 ；有些人你 要从火中
出来搭救他 。”犹大 廿至廿三
当使他 的良心感悟到干犯上帝律法可怕之后果。
不是上帝使人受痛苦，乃是人因 无知及犯罪而自置于此种苦境中。 {ST2 518.1}

当表明并

种工作若善予推 ，必可救拔 多被教会所忽略的可怜的罪人。 多非本会的人正在切望基督

徒分内所当 他 的帮助。如果上帝的子民肯向
所感 了。没有什么能比到人 所在之 去 他
那些自称 上帝而守祂
了。 {ST2 518.2}
医

布道工作若能

妥地投
上帝

于此

舍表 真正的关心， 多人就会被 代特别真理
服 ，更能表 工作的高尚与尊 的特 。如果

命的人，肯象基督一 作工， 今日早就有成千成万的人欣然接受信息
拯救男女得到有关基督和祂真理的救恩知

，那么金

工作，因此工作必能持久。 {ST2 518.3}

人类已作了 人之

的努力便可

牲，祂已耗 了极大的力量来 回人类，脱离愆尤 犯，而

从；但我却蒙了指示，若非人力合作，祂就一无所
力，及效率。祂已提出了最强烈的 机，要激 人心
以配合一致作工。──

与

成忠心

，祂已丰富地
人以各 的恩典，能
存活 的布道精神，使神与人双方的力量可

言卷八原文第五四面，一九○四年著 {ST2 518.4}

七十三看 孤儿
(

自

言卷六, 二八一至二八七，一九○○年著) {ST2 519.1}

在一切需要我 关心的人中，尤以寡 及孤儿最需要我 的慈 同情。他 是上帝特别看 的
象。他 是上帝 与基督徒的重托。“在上帝我 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 的虔 ，就是看 在患
中的孤儿寡

，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 一章二十七

{ST2 519.2}

有不少作父 的人，信道之后死了，安息于上帝永恒之
中， 下所 之人于世上，全心信靠
主会照 他 。上帝怎能供养 些 苦的人呢?祂不是行神迹，从天降下 哪 他 ；也没有叫
送粮食 他
泉源。祂把

；然而祂在人 的心中行神迹，把自私自利之念从人的心灵上赶除，并开 那慈善之
些孤寡受苦的人，交 一般自称 主门徒之人去救 ，借以
他 的 心。 {ST2

519.3}

在家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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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上帝之

的人， 当敞开自己的心及家庭，来容

去
，那不是最好的
己的家中 养子，或是

些孩童。把 些孤儿交 大的机关

划。如果他 没有 戚可以收容他 ，教友 就当
他 找其他合适的家庭去 育。 {ST2 519.4}

法或是收

他

体

在自

从某种特别的意 上 来， 些孩童乃是基督所关注的，人若忽略他 ，就是得罪祂。凡奉基督

的名而

他

行的每一善事，都要蒙主悦

人若用任何方法去 那

， 同行在祂自己的身上一

于孩童的

， 或是毫不 及他

。 {ST2 519.5}

的 乏，都必受

判全地之主的

。“上帝的 民昼夜呼吁祂，祂 然 他 忍了多 ， 不 久 他 伸冤么”我告 你 ，要快快
地 他 伸冤了。”“那不怜 人的，也要受无怜 的 判。”路加福音十八章七，八 ；雅各 二章
十三

上帝吩咐我 ：“将 流的 人，接到你家中。”以

孤儿有父母及家庭。人在祈祷及行 上向孤儿寡
酬。 {ST2 519.6}

表

五八章七 基督教会当使

些困苦的

怜 的心，必蒙上帝的 念，将必予以

人若愿 主作工，照
些缺乏父母教养及不得基督徒家庭感化力的儿童与青年，就必有一个广
大的服 范 在他面前展开。在 些孤儿中，有 多已在品格上受了邪 的
；若是听任其无知
大，就必流

品格有利的
他

你

之危

自称

各方，而与犯法作 之徒交游。

些无望的孩童，需要安置于一个

境中，而可成 上帝的儿女。 {ST2 520.1}

上帝儿女的人哪，有没有在 班十分需要你 耐心教

于培养良好的

的儿童身上尽自己的本分呢?

怎 来就近救主。你 是否尽了自己作基督忠仆的本分呢?有否照基督向我
示的 心那 照
些未 培养的，或是已 失掉平衡的心志呢?孩童及青年 的灵性，若是听其自然，就必有致命
的。他

所需要的是耐心的教

，仁

，和基督徒慈怜的照 。 {ST2 520.2}

使是没有什么 示来指明我 的本分， 凭我 眼睛所 到的情形，及所知道的因果必然之关
系，我 也当受激 来拯救 些不幸之孩童了。如果教友 在此 工作上， 用其精力，机智，及
技巧，象在生活普通事 上所 用的一 ，如果他 肯向上帝 求智慧， 及 切研究如何培养
未
之 筋， 多快要 亡的生灵就可得拯救了。 {ST2 520.3}
如果父母

于儿女得救的

存着

有之关心，如果他 在向施恩宝座祈祷 念他

些

的儿女，

并照着他 的祈祷而生活，知道上帝必与他 合作，他 就可成 有效的工人， 自己家人以外的
孩童，尤其是那些没有父母管教的孩童服 了。主呼召每位教友向 些孤儿尽到他 的本分。 {ST2
521.1}

一种效法基督的工作
在照 儿童上，我 不当站在 从本分立 上去作工，乃当从 心上去作，因 基督也是 他
的救恩而舍命。基督已 回 些需要我 照 的孩童，祂期望我 去 他 ，象祂当我 犯罪流
之

已

了我

一 。上帝借着 来作工，吸引人心

向祂，因

“上帝就是 。”在各种怜恤的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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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原

能生出效力来；有涯之人类与无

之神合作。 {ST2 521.2}

种 别人的工作，是需要克己 牲的努力。然而我 所作的
我 所作的 牲来相比 ，那真是何等微小呢? {ST2 521.3}

牲若与上帝将祂的独生子

我

上帝 我 福气，使我 也可以分
别人。当我 向祂求日用的 食之 ，祂省察我 的心，
看我 是否也分
食 那些比我 更需要的人 。当我 祈求 ，“上帝啊，求祢可怜我 个罪
人，”此
是怜

上帝也 察我 是否向自己所交游的人表示怜 。

人的，犹如我 的天父是怜 人的一

上帝是不住地施舍的；祂的恩 是施舍

是我

。 {ST2 521.4}

呢? 是否施舍

与上帝

的凭据，

明我

那些在品格上无瑕无疵的人呢?“祂叫

日 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
人，也 不 的人。” 太福音五章四五 不管人类的罪孽深重，
不管我 是屡屡使基督 心及 明我 是最不配的人只要我 祈求祂的赦免，祂就不弃 我 。祂
的

白白施

我

，祂吩咐我

：你 当彼此相

，象我

你

一 。

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

{ST2 521.5}

弟兄姊妹 哪，我要求你
心考
事。当 念无父无母之孤儿的需要。你
到他 的苦
能无 于衷么?看一看可否作些什么事来照
些 苦无助的人。 当尽力之所及，收容 些无家可
的人。但愿每人都起来

令也是向我

的，我

尽自己的本分，推

件工作。主

打开家门收容 些孤儿，就是 行

彼得

：“你

养我的小羊。”

命

命令了。但愿你 不要令基督失望。

{ST2 522.1}

培养
就

圣

些寡
蒙复
就必

当招集

些儿童，把他

奉献 上帝，作馨香的供物，祈求祂

育他

。我 的教友 肯否接受 神圣的委托呢?

上充

了

道因

些基督代死的儿童被撇弃而流离困苦陷入迷途么? {ST2 522.2}
多的教 ，教我 怎

看 孤儿，寡

，及

福 他

，然后照基督的榜

我 浅薄的虔

，及属世的欲望，

苦的人。如果大家 从

教

，那

的心就会 然歌唱；
的孩童 得到 足； 乏的人得到衣着；以及那些快要 亡的人可
。天庭智者正在 察人 ，如果我
基督的尊荣
，使自己 从天命， 些天上的使者
我

一种新的属灵的力量，以致我

能克服各种困 ，并

一切障碍了。 {ST2 522.3}

工人所要得的
是何等大的福气啊! 于那些 在是 惰，自私，及以自我 中心的人，
象从死复活一 了。 在我 之中属于天庭的慈 ，智慧，及 心必复兴起来。 {ST2 522.4}

直是

道人之妻收养孤儿
有人 ， 道人之妻可否收养 儿。我的回答是：如果她无意或是不适宜去参加 外布道工作，
而 得自己有收养照 孤儿的
，她也 会作一番很好的工作。但在
孤儿之 ， 当先 那
些守安息日之父母 所 下的孤儿。上帝必 福 些 意收容孤儿到自己家中来的男女。 道人的
妻子如果能参加教养别人的工作，就当奉献其才能 上帝，作一个服 的基督徒。她 当作丈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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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 助手帮助他的工作，增 自己的智能， 助
信息。 于那 卑，献身， 受基督恩典的端
庄的女人，服 之门 已敞开，她 可以去拜望那些困苦需要帮助的人，并向灰心的生灵照耀亮
光。她

可以借着祈祷，振 垂

力常常

气的人，向他

用于一个 苦无助的小孩子身上。她 不

指明基督。
当

自

的

女不 把她

的光阴及精

地束起双手来。 {ST2 523.1}

孤儿院
在我

已尽了力之所能去收容孤儿到自己的家中之

是衣衫
，形容古怪，似乎是没有一点可 之
与我 自己的小孩子一 的宝 。他 是上帝的
帝

建立耗

些

巨

机关，只好
求援助。他

有

多 苦需要照 的人。他

，然而他 是重价
，是基督徒 当

道，“我却要向你 他 命的罪。” {ST2 523.2}

照

，人

回来的，在上帝看来也是
的。关于他 的灵魂，上

苦的人，乃是一种善工；但在 今的世代，上帝却没有 本会什么指示，

的

大机关。虽然如此，我

之中若有任何人自

他 去 行其所感悟的本分。可是在
不可向本会的人索取，因 主已将交

末后的恩典信息付托他

。主的 房中必

也

上帝呼召，要他

立照

要

此事

孤儿的

有余

照 世上 人之事上，他
当向外界的人
人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以供“福音 到你

以外的地方”之用。 {ST2

524.1}

凡 得有开
些机关之
当 醒世人，那些 得有

任的人， 当有 明的募捐 ，去向人 述他 的需要及筹款之事。
苦之人及孤儿服 之必要的人，也当到各宗派的教会去推 此事。

在各教会之中都有敬畏上帝的人。 当向
本会的人所已

些人呼吁，因 上帝已把 工作交 他

孤儿，残 之人，及老年人开

不振，以免上帝的教会蒙羞。在支持

些机关上，我

的机关，我

是 当予以

持，不可任其衰微

不 看它只是一种本分，乃当看作一种宝

的特权。我 不要彼此作无 的
，乃当将我 的礼物送
苦无助的人。当主
己之所能去救
些 苦的人，祂便要感 别的人来 助 善工。 {ST2 524.3}
他

在

到我

在尽自

理孤儿院 ，不 只 儿童
衣食，也当使他 在基督徒教
的照 之下，教
上帝及其圣子。 参加此 工作的男女 当是慈悲
，并受格挖利十字架之 忱所激

的。他

必

女。 {ST2 524.4}

是受 教化，有自我 牲之精神，愿象基督一

些无家可

之孤儿，若能被安置在可得知

有哪位母

于任何母

她的孩子，象耶 那
的

作工，去

上帝及人类而服

好好教育他 ，使他

将来也可帮助别的

祂的子民呢?祂看到人的品格上有了 点，其

。祂看明将来每一

的男

，幸福，德行，及成 天上君王之儿女的地方，他

便要被
好，在社会中行基督徒的本分。 当
人。如此，善工就得以 展及延 了。 {ST2 525.1}
切，

了。 {ST2 524.2}

行

所必有的

。我

之深

当尽一切所能行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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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被人忽略的生灵作工。 {ST2 525.2}
如果那些没有子女，而又是上帝立

及世
恤照
他
所
寡

物
与母

慈

助的孩子
的温柔慈

管家的人，肯 心去照

，怜恤，及同情。人若自称有父

是

，照

，温情，

，他 就会比 今更快 得多了。无 何 ，只要有青年人不得父 的怜
，而 于末世 坏
薰染之下，有的人就当去代行父母的 任，学
在天上，希望祂照

的家， 等人就 当有一种
的 任感，
的恩人，并在今生世上 行善事，造福人群。

他

那班需要

他 ，及至

要接他

到祂

他

得自己 当作伶仃之人的朋友，孤儿的父 ，
多人没有本着正当的眼光来 察 些事。如果

自己而生活，他 所有的力量就只此而已。──

言卷二, 三二九，一八六九年著 {ST2

525.3}

七十四医 布道工作与第三天使信息的关系
(

自

言卷六, 二八八至二九三，一九○○年著) {ST2 526.1}

我曾一再地蒙指示，医 布道工作与第三位天使信息之工作的关系，犹如手臂之于身体的关系一
。在神圣元首的指 之下，它 要同心 力地工作， 基督降
道路。真理之右臂 当 刻

活

，

刻作工，上帝就必使之 强有力。然而

不是 它就可以代替身体了，同

手臂 ，“我用不着你。”身体需要手臂，以便能作活
要行 独立，双方都必受害甚大。 {ST2 526.2}

身体也不可以

极的工作。双方都有其派定的工作，如果

有些人 于
第三天使信息之工作的 念并未照着上帝所 期的作 有之看法。虽然它在救
人类之功用上 占重大的地位，但却有人把它看作次要之事。 当招 人心 向圣 ， 乃是救灵
工作最有效之工具，同

福音就是 大的教育力量，可以

想要独立 行医 布道之工的人，乃
──我 只 到手臂乱 乱 ， 花

致此

果。那些看

道工作，

把身体与手臂分开。 使他 成功了，其 果又将如何呢?
，毫不听命于
的指 ，工作就 成畸形 展，失去平衡

了。上帝所 期本来 当作手臂的，反而取代了全身的地位，而 道的工作就要被人看 ，或者是
完全都不 了，
，就使人心不平而混乱，以致主葡萄园中的 多地区就被荒 了。 {ST2 526.3}

在各

教会之中

医 布道的工作 当是各地教会工作之一部分。若不与教会相 ，它不久就要 成一种奇怪的混
乱瓦解的原子了。只能消 ，不事生 。它不但不成 上帝推 真理的助手反而削弱了教会的生命
与力量，使信息衰微了。若使之独立
种帮助可怜之人的事工上，若离开了

行，不但要消耗了其他部门所需要的才干及
道的工作，那就会置人于一种会

，而且在

圣 真理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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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2 527.1}

医 布道的工作，必需 福音的工作来 定持久之；同
福音的
任 。两者偏 其一，工作就不完全。 {ST2 527.2}
救主快来的信息必
萄园需要作工， 明的
保持其

重大

，不 任何足以黯淡其光芒之事物来

它，主就要主持此

立，主就要

布道工作与 福音的工作， 当

合一致，

并支持他

凡参与本章所 及之工作的人，必得智慧与福气。
旨意的人。它提到我 有 多的机会可以 受苦受
将真理之光

是在以

正力

工作了。如果那些

。 {ST2 527.3}

有

第五十八章上已 清楚

明了的。

章圣 是非常明晰的，足以 迪有志 行上帝
的人类服 ，同 又可以作上帝手中的工具，

行将 亡之世界。 如果第三天使信息的工作能得妥善地

于被人
次要的，同
苦病痛的人也不至于被人忽 不
在一起，无 何人都不可使之分开。 {ST2 527.4}
在
大原

布道的工作来表

遍世界各方，在此 工作的各部门上都
出高 庄 之特色。广袤的葡
夫必利用每一方寸之地来生 。如果在医 布道的工作上，真理活 的原

任的人，能在真理原 上忠

医

福音也需要医

。上帝在圣

行，

福音的工作就不至

上已把

两种工作配合

苦可怜的人作所当作之工的 候，可能有或已 有了一种危
生，那就是忽 了真理的
，但我 却 当 刻
在心，当推 此 工作之 ， 以灵性的需求列 首要。在我

救

的需要之

，有使末日福音与它重大而急切的特点分离之危

布道的工作，已吸收了那属于其他部门工作的人才及
略了。 {ST2 528.1}

。在有些地方，医

，并使那些更直接与灵性有关的事工被忽

由于 各界人士之身体需要的服 机会与 俱增，那上帝交 我 在各城市中
的，基督快要
复 ，及 从上帝 命与 耶 作
之必要的信息，却有被 工作蒙蔽的危 。本会工作的重大
任，便是

信息。

是 当 声宣

，遍及全球各地的。不 在国内或国外，健康原理的

，当与此 信息互相配合，不可 独地 行，或是取他种工作而代之，也不可使此 工作太 引
人的注意，以致把其他部门的工作看 了。主指示我 ，当注意工作的全部 展， 求其有合理，
均匀，平衡的

展。 {ST2 528.2}

代真理包含着全部的福音。若是宣

得当，就会使人有改

，

明上帝恩典之能力在人心上作

工。 它要作一种完全的工作，并促成一个完全的人。在真正医 布道工作与 福音工作之
可分开界 的。 两种工作 当 合
正如手臂之 于身体一 。 {ST2 528.3}

出邀

医

：“

来吧，

都

了。”

，是不

两件 当合作无

，

布道工作者

主需要各种精 的工人。“祂所 的有使徒，有先知，有 福音的，有牧 和教 。 要成全圣
徒，各尽其 ，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
人在真道上同 于一，
上帝的儿子，得以 大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28&start_paragraph=1003612904&finish_paragraph=1003615864&references=1

Page 245 of 268

Ellen G. White Writings

成人，

12/16/13, 11:04 AM

有基督

成的身量。”以弗所 四章十一至十三

{ST2 529.1}

上帝的每个儿女 当有圣洁之辨 力， 圣工 完整一致的，各部彼此
，无一或缺。园地广
大，重大的改良工作需要推 ， 不但是一两方面的工作，乃是全方面的工作。医 布道之工乃是
此

改良工作之一部分，切不可使其成 一种分化的工具，把园地

福音的工人隔开了。医

布

道的学生，若非受
知道如何与教会及 道人
，他 所受的教育就不是完全的；同 那些
参加 福音工作的人，若能在重大的健康要旨上有知 ，他 的 献也可以大 增 了。 种工
作若要平衡

展，及在各方面上 定前 ，圣灵的感化力乃是不可少的。 {ST2 529.2}

一致
主的工作是一体的，祂的子民也当合一。祂没有指示

或是要全部精力都 注在哪一件事上。在祂一生的服
并 行。祂派出十二门徒，后来又派出七十人，叫他
病赶鬼。今日主的使者
也照 差遣你
二 {ST2 529.3}

。 了

也当

参加祂的工作。

，就向他

， 信息的哪一部分工作 当独立前

上，祂将医 布道的工作与 福音的工作合
向人 福音，也 他 能力，并奉祂的名医

今 到我

吹一口气，

，

的信息乃是：“父怎

，你 受圣灵。”

差遣了我，我

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二十

撒但要 想种种可能的
，来分化上帝所要合而 一的人。我 切不可受他的
所迷惑。如
果医 布道工作被
福音工作的一部分去推 ，世人就可看出我 所行的良好成 ；他 必受其
精

所感服，而

意予以支持了。 {ST2 530.1}

我 正是 近世界 史的 局，上帝呼召大家高 那旗 ，上面印有“他 是守上帝 命和耶
道的。”祂呼召祂的子民完全和 一致作工。祂呼召那些参加本会医 工作的人要与 福音的人

真

合；祂呼召 福音的人去与医 布道的工人合作；祂又呼召教会 起其 定之本分，在其范 内高
真正改良之旗 ，而 那些受
及有
的工人出 去开辟新工。不可 什么令人灰心的
，因

那将使基督担

，而令仇 大感快意了。大家都需要圣灵之洗礼；大家 当禁止批

的 ，要 近基督，以便能感激那与基督同工之人所 的重 。我 神圣的
致，
一致。”
就是力量，分散就是 弱及失 。 {ST2 530.2}
在我
的。 在采

的

是：“

一

苦不幸之人所作的工作上，我
当留心，免得找来了 多的 任是我 所 担不起
那需耗用大批款 之 划及 法以先，我
当考 一下，看它 是否盖上神圣的印

。上帝必不

路，以便
也不至于受阻

我 把一件工作向前推 ，而不

及其他部门的工作。祂期望以医

代救人之真理，宣 第二天使之信息。如果合乎
不前了。 {ST2 530.3}

布道之工来开

个 划，信息就不至于被蒙蔽，

上帝所要求的，不是 多的机关， 大的建筑物，或大事
炫耀，祂所要求的，乃是自己所
所宝 的特别子民能采取和 一致的行 ，每个人 当立在自己的 位上，照着上帝圣灵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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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思想，

，及行

。只有

，工作才能完全均衡合一。 {ST2 531.1}

医 布道工作之 于教会工作，犹如右臂之 于身体一 。第三天使出 宣 上帝的
的真道。医 布道的工作乃是福音的
表 。各部门的工作都 当和合一致地 出邀
吧，

都

了。”──

命及耶
：“ 来

言卷八, 七七，一九○四年著 {ST2 531.2}

七十五文字布道工作之重要
(

自

言卷六, 三一三至三一六，一九○○年著) {ST2 532.1}

推
的工作，若能行之得当，便是最高尚的 道事 ，是向人 宣
代重大真理的一种非
常 良而有效的方法。 道人工作的重要是 然不 的，但 多渴慕生命之粮的人却无机会从上帝
所差的 道人那里得 圣道，因此把本会的印刷品广 散 ， 属必要之 ，以致信息可
人所不能去的地方，也可使 多人注意到 世界 史最后几幕的种种大事。 {ST2 532.2}
上帝已命定文字布道的工作，是将本会

感 到，尽速向世人介
其属灵的教育和
是主要祂的子民在 今要做的工作。凡献身
世人。 种工作，我
不会听到警告。 {ST2 532.3}
不

，有些人

虽作最高

了本会的

到

道

所含的真光照耀于人前的一种方法。文字布道士

迪所必需的 籍， 种工作乃是非常重要之 。 正
上帝做文字布道士的人，正是 助把末世警告的信息

价亦不

；因 若是没有文字布道士的 力，

，将之放在 架上，或是 在客

的桌上，

得去

多人就永

。但上帝仍

会照料自己的真理，到了 候，必定有人找出 些
来 的。或 有一天 家中 生了疾病或不
幸的事，上帝就会借着 些
中的真理，
苦的心灵以平安，希望，与安息。祂的 要向他
明，他
今有

也要明白自己的罪得赦之宝

多人因 胸存成

布道士可能找到

，除非我

。

，主就与祂克己 牲的工人合作了。 {ST2 532.4}

把真理送到他

一种人，而 他 服 。在挨家探

的家中，他 就永

无法知道真理。文字

之 ，文字布道士能作一番工作，比别人所

作的更有成效。他可以与人
，明白他 的真正需要；他也可以与他 一同祈祷，向他 指出
那除掉世人罪孽的上帝之羔羊。在 种情形之下， 代的特别信息就会打开一道通 人心之门径。
{ST2 533.1}

文字布道士是救灵者
文字布道士所 的 任是非常重大。他出 工作之 ， 当准
人 解圣 。当他旅行各 之
，若果全心信靠主，上帝的天使就必在他周 ， 他当 的 ，使 多人生出光明，希望，及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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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来。 {ST2 533.2}
文字布道士

当 得自己有“在各水 撒种”的机会，

当 着他

售那使人明白真理的

籍，正

是作上帝的工作，故必用尽一切智能来荣耀祂的名。任何人若求明白真理，上帝必定与他同在，使
他可以清清楚楚地把真理
新 都 来。听 的人也
那在耶

在别人面前。上帝在 示 二十二章十七 上已明白清楚地 ：“圣灵和
来。”我 不可 延， 立刻去指 凡需要指 的人，使他 得以

里的真理。 {ST2 533.3}

道

上帝圈中的羊四散遍地，那

是推

在只有一位文字布道士的地方，
故事小

文字布道士

他

作的工已被人疏忽了。照着上帝所

我的亮光，使我知

有一百位才是。 当鼓励文字布道士

，乃是将那含有 代必要之真理的
当秉着上帝的 前去，不要忘

；并且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必会再引别人

介

凡遵守

向基督。

持

世人。 {ST2 533.4}

命又教

别人遵守的，必得

工作，不

人悔改的

，福音的工作就必向新的地区推

。

{ST2 534.1}

候已到，文字布道士当成就一种 大的工作了。大地在睡梦之中，文字布道士是守望者， 当
警 ，使一般昏睡的人醒 来， 悟自己的危 。一般的教会不知道自己
的日子，但是他

猛

往往可以借着文字布道士的工作得知真理。凡奉主名出去的，就是主的
之中摸索的群 ， 述基督服从上帝的律法而得救的佳音。 {ST2 534.2}

与

信人，要向在黑暗和

道人同工

我蒙指示知道， 使是在人民能够听到 道人演 之 ，文字布道士也当 行其工作，与 道人
合作；因
道人虽忠心宣 信息，而听 却未必能完全保持所听到的。因此，印刷品便不可少
了，不但能把

代真理的重要性提醒人，也使人在真理上根深蒂固，建立他

乃是主的工具，使人民
到 代的真理。在开 人心并使人在真理上
在比 独 道工作所成就的更大。借着文字布道士的工作，把无声的使者介

抵抗欺人的异端。

定，印刷品的功用
到人人的家中，就必

在各方面加强福音的宣 ，因 在人
些
之 ，圣灵要感 人的心，正如在人听道之 感
他 的心一 。服役的天使，也必照 那含有真理的
，正如他 照
道人的工作一 。
{ST2 534.3}

当我

每次成功地克尽本分，去消除黑暗，

播上帝与祂所差遣之耶 基督的光明与知

之

，

佳音便上 于天。 行 也要 在天庭 智者之前，并感 一切 政掌权者的心，而博得天庭
生的同情。只要 容的 期尚未 束，文字布道士仍有机会作工。── 言卷六原文第四七八面 {ST2
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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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六文字布道士的 格
自

(

言卷六, 三一七至三二○，一九○○年著) {ST2 536.1}

推 本会的
既是一种布道的工作，因此就
从布道的立 来 行。凡被
文字布道士
的人， 当是感到自己有服 的 任，不以 利 目 ，乃要向人
真光的男女。我 一切的服
都要

荣耀上帝，及向黑暗中的人

位的目

，在我

中

真理之光而行。自私的

提都不可提起。 {ST2 536.2}

文字布道士

当天天悔改

向上帝，以致他

文字布道士

哪，当 得在你 推

感化力。有 多人在文字布道的工作上失
意。他
于 当如何 行工作， 有理

的言

念，

与行 可成

的思想，以及求尊荣

活的香气叫人活，

救人的

，原因是他 并非是真正的基督徒，也不明白悔改的真
，而不 得自己需要倚靠上帝。 {ST2 536.3}
之

，不是要将巴比

的酒杯──迷惑世上君王的假道

──
人，乃是要将充 宝 的救 真理之杯
人。你 自己愿意喝么?你 的心意能 服基督
的旨意，祂就能在你 的身上写下祂自己的名号。你 仰望祂，就可以 化，荣上加荣，德上加

德。上帝要你 向前， 祂所 与你 的 。祂要你 表示重 人类──救主宝血所 回之人类的价
。当你 在“磐石”上跌碎之后，你 就会体 到基督的能力，别人也会看出真理在你 心上之能力
了。 {ST2 536.4}

于一般在校求学，想 上帝作更美 工作的学生 ，我要 道：当 得惟有天天献身 上帝，
方能救人。有些人因 太 而无力升学，但既成了上帝的儿女，就随地可以 手作工，向周

你

的人服 。他 虽然缺少 本的知 ，但因献身 上帝，上帝就借他 作工。他 从救主学得宝
的教 ，正如从前一听呼召便撇下 网来跟从基督的门徒一 。他
自与大教
，并从圣
得到知
正的

而有

格向别人

基督。他 因

明人。圣灵的重生能力，使他

有

没有自

享安息。因

受上天之教，

用的救人力量。 {ST2 537.1}

人若未在基督的门下受教， 使有了最有学

愚昧。基督在
来，我就使你

明而不

他

之人的知 ，在引人 向基督的事上，

就成了真
知

便是

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八 上 出招
：“凡 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 里
得安息。我心里柔和 卑，你 当 我的 ，学我的 式，
，你 心里就必得

我的 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

省的。” {ST2 537.2}

圣灵的助手

目

多本会的文字布道士已离开了正当的原 。

和工作的精神。不可有人以 外表

果的。我

的工作是引人注意 代

求世俗的利益起

，他

的心思已被引离真正的

可 人一个正当的印象。 是不能得到最佳和最久之效

的真理。 惟有在我

的心里充

了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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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的

、

度去

人注意 些真理，我 的努力才会有真正的成功；因 只有如此，那位“

判”使人受感的圣灵，才会来感化人心。 {ST2 537.3}

本会的
只要 卑

由虔 献身的工人去推 。圣灵可用他 作祂的工具。基督是我 的十足能力，我
朴地 真理，真理本身自有其活的香气叫人活。 {ST2 538.1}

卑 切的祈祷，有助于本会
的推 ， 于世上一切
的装 。 工 若能 心注意那真
而有生气的事；他 若能祈求圣灵，信从圣灵，并倚靠圣灵，上帝的大能就如天上的洪流沛降与

他

，并在人心留下正确恒久的印象。因此你 要一面祈祷，一面作工；一面作工，一面祈祷，如

此主就必与你

同工了。 {ST2 538.2}

每一位文字布道士 在随

都需要天使的服

种帮助是

的装 所能

；因

他有一番重大的工要作， 不是他能靠自己

之力作成的。凡已重生，愿受圣灵的引 ，照着基督的方法作他 所能作之事的人，凡肯忠心 慎
作工，仿佛在天宇
之下的人，必有圣天使伴随指 ，在他 之前到人民的家里， 他 开路。
于人以

人若 悟所
光明及能力的

色的一切

点。 {ST2 538.3}

的
，就必努力作工，仿佛是在上天
之下。文字布道士必推 那些使人得到
。他必
些
的精 ，并尽力去向人 介 。他的能力，他的勇气，他的

成功，端 乎
中的真理有若干已交 在他自己的
上， 展在他的品格之内。 他自己的人生
既 如此陶冶，就能 勇前 ，把自己所宣 的神圣真理
别人。他受了上帝圣灵的灌注，就可
得一种深切丰富的
我要
深切的

，而天使也会使他在工作上成功了。 {ST2 538.4}

本会的文字布道士 ， 那蒙上帝授托才能使之与祂合作的人
，你 求吧，求一种更
。你 要存着被上帝
代之宝 真理所 化 服的心出去工作。 当深深地 喝救

恩活水，以致 活水可以在你 心里成 活泉，流出去滋 那垂死的生灵。
，上帝就必
明，使能 利地分
别人。祂也要使你 成 祂施恩 福的 管，并在你 将祂所 的
悟性分

别人之 ，帮助你 彰 祂的德性。 {ST2 539.1}

你
明与

我求主使他 明了 个
是何等的广博深邃，并 得自己有以忍耐，勇敢，及
的精神来表
基督之品格的 任。“上帝所 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 里保守你 的心 意念。”腓立比

四章七

{ST2 539.2}

七十七文字布道士是 福音的人
(

自

言卷六, 三二一至三二五，一九○○年著) {ST2 540.1}

明，敬畏上帝， 慕真理的文字布道士，是 当受人尊敬的；因 他的地位是与福音 道人的
相等。 多本会年青的 道人及那些
作 道工作的人，若是真正悔改了，参加推
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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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就必有极好的成就。在会 人并介 本会

之

，他

必得一种

，是 靠

的。在挨家挨 推
之 ，他 就有机会和人接 ， 播基督生命的香气。他
他人，自己也必蒙福；在信心方面可得
； 圣 知 也要大大增加；并要 刻学
向基督。 {ST2 540.2}

道所不能得
尽力造福
如何救人

本会一切 道人都当随身多
，随 随地分 。一个 道人无 何往，可在所住 的家里留
下一本
，或 或送都可以。在本会初期的 史中， 种工作做得很多。那 的 道人也做文字
布道士的工作，把推
倡 种工作的方法；因
不要有人以

所得的 充推广工作的
，帮助有需要的地方。 些人会很
他 已有
的
。 {ST2 540.3}

道人参加文字布道之工来向人

真理乃是降低身份的事。

徒保 的 法 了。他 ：“你 知道，自从我到 西
事主，凡事 卑， 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 害，
有一 避 不 的。或在
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
示

不 是效法从前使

的日子以来，在你 中 始
人如何，服
。你 也知道，凡与你 有益的，我没

人面前，或在各人家里，我都教 你 。又 犹太人和希利尼人 明当
基督。”使徒行 二十章十八至二十一 上帝曾用奇妙的方法，将自己

大有口才的保 ，然而他仍“凡事 卑，眼中流泪，”

文字布道工作是真
凡望得机会作真

明地提

道服

的人，若肯完全献身

多关于将来永生的大事。 等

于那些

，挨家挨 去

的

道。 {ST2 540.4}

道工作

上帝，就必在文字布道工作上得到机会，

自己作 道工作的人是有最大的价

。上帝的圣

灵与男女工人同在，
督是他 的同伴，就必

他 成 上帝羊群的牧者。他 在一切苦 的
和
之中，一想起基
得有神圣的敬畏和圣洁的喜 了。他 必学 一面作工，一面祈祷。他

力是一种借

圣洁之工的宝 才干。凡作上帝代表的人，必

必在忍耐，慈 ，温和，及有益的事上都受教 。他 必 行真 的基督徒礼 ，心里
他 的同伴。祂必不
人有粗暴，不仁的言 或情感。他 的言 都要
清洁，并
他

作高

学

着基督是
的能

怎 代表那与他

的神圣同伴。 那位看不 的圣者必
出尊崇和恭敬来，因 他正在 祂的 ，并学 祂清洁圣
善的品行。凡信靠 神圣同伴的人，必有
，他 必承受权柄，使真理的信息披上圣洁的美 。
{ST2 541.1}

有些人很适合于文字布道士的工作，并能在

方面比

道有更大的成功。若有基督的灵住在他

的心里，他 就可找到机会向别人 主的道，并引人注意 代的特别真理。有些配作 工的人 起
了 种工作，可是一些不智的 道人却奉承他 ， 他 的大才 当用于 台之前，而不 小用于
文字布道的工作上。因此 种工人便被人看 了。他 受人的影响去追求 道的文凭； 些本当受
等的布道士，到人家庭里去拜望人，与人
，也同人作祷告的人，竟被提去充当劣等的
道人，以致那需要多人作工的田地，以及本可 教会完成极多善工之地区，都被疏忽了。 {ST2 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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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

的家庭中

道的工作是上帝所定的方法，要将其警告的信息

牧人一般，是当受尊敬的，他的工作也当受人重

世人。圣

。真正的医

忠心的教 犹如上帝羊群的

布道工作，是与 道的工作相

的，而文字布道工作也
是医 布道工作与 道工作之一部分。我愿 凡参加 份工作的人
当你 去拜望人的 候，要告 他
你 是 福音的工人，和敬 上帝的。 {ST2 542.2}
不要寄居在旅 里，反当 法住在私人的家庭里与那一家的人相熟。基督随
子，你 作祂的门徒，也能 主作
，在人的家庭作一种最宝 的工作。在
往往会遇

那些患病及灰心的人。只要你

常常靠近基督的身旁， 祂的

，

随地撒播真理的种
与人 近之 ，

，就必每天学

祂如何

把和平及安慰的信息，
心失望，愁苦断 的人。你 能向灰心的人指明上帝的道，并在祈祷
中把患病的人 到主面前。 你 祈祷之 ，要象 一位 信 友的 度，向基督
。 当作上帝
的儿女，保持一种甜蜜，坦白，愉快而庄
文字布道士

布道士一

，

祈祷与指

当能指 人以 便的治

的精神。

法。他

病苦的人之身心服 。 种工作

而得福。 {ST2 543.1}

今

都是会被人看得出的。 {ST2 542.3}

当学

生治

当向世界各

的

方法，以致可以象医

行，使 人可因上帝仆人的

机智的救灵者
我

当明白文字布道工作之重要，

之 一种

找正在危

中的人而引其

向基督的大方法。

切不可禁止文字布道士
基督之 ，及述 其 主人服 之
。他
当随 与慕道的人
或祷告。基督 人的 短故事，必 他 开路，甚至可 不信之人的家。 {ST2 543.2}
文字布道士去人家拜 之
有 求真理的人，就可与他
表示深切关

人。 {ST2 543.3}

，往往有机会可以向他 宣 圣 或其他教 真理的 籍。若是
道。 种
的工作正是人 所需要的。凡能如此 将亡之灵

的人，上帝必在祂的工作上使用他

。祂要借着他

有些参加文字布道工作的人，有一种不按着真知

分 真光

一般

接受指示的

所生的 心。他 因缺少智慧，以及常常要装

做牧 和神学
家，以致我 似乎有 束他 之必要。 当主的声音 出 ：“我可以差遣 呢?
肯 我 去呢?”圣灵就感 人心使之起响
：“我在 里， 差遣我。”以
六章八 但
得，你

的嘴唇

道什么
道理，触

上取下的火炭沾

的圣

知 。 {ST2 543.4}

，然后你

，什么 不
了。你 必不自
人反 的精神，或激 人的成 。你

使其羡慕更深一
主要你

先

所 出的才是 明圣洁的 ，并且有智慧知

明，装作神学
家，乃当小心避免引起争 的
会找出 多不至引人反 的 来 ，打开人心，

作救人的人；因此，你 虽然不当强迫人接受道理，但若是“有人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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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就要常作准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得前 三章十五 畏什么呢?畏你 的 中会
有自尊自大的口气，畏你 会 未 考 的 ，及畏你 的言 行 会与基督不相像。 当与基督
固

，把在祂里面的真理切 表

出来。救

的故事必能感

人心。你

若学基督的柔和

卑，就会知道 当 人 什么 ；因 圣灵必指示你 当 的 。凡明了使心服从圣灵管理之必要
的人，必能撒出那会 出永生的种子。 就是文字布道士的工作。 {ST2 544.1}

七十八复兴文字布道的工作
(

自

言卷六, 三二九至三四○，一九○○年著) {ST2 545.1}

我常常想到文字布道工作之重要。从前有人

心致志于 种工作，使其生气蓬勃，但是近来却没

有了。 多文字布道士已被招 离开自己布道的工作，而去作别种的工作，
在是不 当的。我
有 多的文字布道士，如果真正悔改及献身，必能在
工作上把 代真理 与人民，比其他任
何工作更有成效。 {ST2 545.2}
上帝的道

我

指明末日近了。世人

告的工作，已委托 我

当受警告，我

了。我 是向世人

人。一切人的言与行，都要 受考 。我
刻作成勿延。不可 文字布道的工作衰微，
好。 {ST2 545.3}

光的

也当具有空前的精神与基督同工。

管，将自己从 大“擎光者”所受的光，

种警

照别

在不可再退后了。在警告世人 所当作的事，必 立
当把含着 代真理之光的 籍，介
越多的人越

文字布道士
区会会

及其他身 重 的人， 于文字布道事

的重 。文字布道士必
基督徒
，有健全
任的人，必

受教育和
， 强，受

也有一番

任，俾使本会各部的工作都受同等

，以便去推 民 所需要的 代真理
。 今需要有深切
良好教育的人来参加 种工作。 主所要 文字布道部工作

善于教育别人，并能 起一般有 的青年男女

门工作的兴趣，又能

工作， 理得很美
利。有些人具有 种才能，学 ，和
布道的工作，使之大有成效， 超于今日之成 。 {ST2 545.4}

他

参加

，足以教 青年如此参加文字

凡在文字布道的工作上有了
的人，就有一种特别的 任，要教 别人。主差圣灵感 其仆人
而写的 ，我 要教 ，教 ，教 青年男女推 之。上帝希望我 忠心教 凡接受真理的人，使
他
学

的信仰有一目 ，并依主的旨意
怎

作工。他

当极其 切地

明行事。当使
求上帝。他

浅的人与

若能 从保

的教

深的人同工，以致他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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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 四章十六 )就必在文字布道工作上有好的成 。凡 出真正悔改的凭据而肯从事
文字布道工作的人，就必看出 种工作足 其他 道工作奠下最好的准 。 {ST2 546.1}
如果那些明白真理的人，肯付
行，就必 明各种方法，到人 所在之 与其相遇。早期基督
教的圣徒四散各方， 原是上帝的美意，要他 离开耶路撒冷到世界各地去。基督的门徒并没有留
在耶路撒冷或附近的城中，却走出了国界，去到万人来往的大道， 找失
帝那里。今日上帝亟欲其圣工到 推广，我

的人，要把他

到上

切不可把我 的工作局限于少数的几个地方。 {ST2

546.2}

我

不

太多的功夫

使自己的弟兄 灰心，使他

的手

弱，以致不能作成上帝想借他

去作的工。 不必

人 配作布道之工。教 固然是需要，但大家却当 住基督是 大的教

智慧的根源。 {ST2 546.3}

及一切真

青年人与老年人 当献身

中受
帝所

上帝，参加工作，前

，在圣灵的

束之下

卑服 。那些曾在学校

的人， 当出去到田地上，把所得的学
用出来。如果文字布道士能
做，善用上
的才能， 求祂的指 ，把推
的工作与个人救灵之工配合起来，他 的才干就要因

用而增加，并要学到 多切 的教 是他
育，足可称

更高的教育。 {ST2 547.1}

在学校中所不能得到的。从

种

方法所得来的教

最高尚的工作
再没有什么比文字布道的工作更高尚了，因

种工作包含着

行最高的道德本分。凡参加此

工作的人 当是常在上帝圣灵的 束之下。切不可高抬自己。我 有什么不是从基督那里 受的呢?
我 必 相 如弟兄，在彼此相帮上表明我 的 。我
当同情有礼，我 必
，用平等的
索相

引。只有那些照基督的祈祷而生活，在
生活上 行出来的人，才能在那即将 到全地
之中站立得住。那些高抬自己的人，乃是自置于撒但的权力之下，
接受他的迷惑。主向

的

其子民所

的

就是要我

工作就必 得成功。在我
宝。 {ST2 547.2}

高

准，高而又高。我

的工作上，我

必可从上

若听从祂的 ，祂就要与我

同工，我

的

得到丰富的福气，并在上帝的宝座前堆聚

我 若真知道那将要 到我 的是什么事，我 就不会在主的工作上因循 延了。 我 是 于
的 代中，凡是能被
的都要被
掉。人若果明白真理而不在言行上 从主的命令，祂必不

原

他

的。我

若不尽力救人 向基督，就必

工
。凡在上帝国里有份的人，必
在门徒 的身上。 {ST2 547.3}

那本当可以作成，而因我

救灵的事迫切作工。他

灵性

惰而未作成的

必 尽其本分，把律法封住和印

主 法使祂在圣 上所照亮的光，要 出清楚明亮的光 。本会文字布道士的本分就是要 出
强合一的努力，使上帝的 划可以
。 今 在我 面前的是一番 大而重要的工作。生灵之
明白此事，他正是尽其力之所能去引

文字布道士参加别 工作。 种情形是 当予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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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2 548.1}

上帝呼召文字布道士回到他 的工作上。祂呼召志愿 ，就是那肯用其全部精力及
作，并在何 一有机会就肯帮助的人。主呼召每个肯竭其所能去尽 的人。有 肯响
肯出 ，用智慧，恩典，及基督之
无
迷信，黑暗之 ， 切而恒心地作工， 出
肯到

来参加工
呼召呢?有

近之人作工呢?有 肯 牲安逸及享 ，前往异端，
明的真理，本着信心祈祷，而挨家挨 作工呢? 今有

外，受圣灵能力的充 ， 基督之故忍受辱

，向人民打开圣

及招呼他

悔改呢? {ST2

548.2}

在 代之中，上帝都有其工人。每个 代的呼声，都有人出来响 。当上帝的声音呼喊 ：“我可
以差遣 呢? 肯 我 去呢?”就有回答的声音出来 ：“我在 里， 差遣我。”以
六章八
但愿一切在文字布道的工作上有成效的人，都在心里

得自己是作主的工作，去 那些不知

理的人 服 。他 在大路及小路上 出肯定的警告声音，
一班人 付那快要
之大日。我 再没有光阴可以虚耗了。我 必
力作此工作。有 肯 本会的

代真

到世界的耶和
出 呢? {ST2

548.3}

凡愿与上帝能力合作的每一男女，主必使其配作此工。一切必要的才干，胆量，恒心，信心，及

机智，都必在人
要求。世人必
嘹亮地响

穿上盔甲之 就可得到。有一番大工要在我 的世界作成，必然有人力来响 此
听到警告，当主的呼召 出：“我可以差遣 ? 肯 我 去呢?”我
当清楚而

：“我在

里，

差遣我。” {ST2 549.1}

文字布道士
在从事某种工作上，有些人 比别人更合适；因此我

若以

人人都可以作文字布道士，

种想

法乃是不 的。有的人 于此 工作毫无特 ；但他 却不 因此而被人看 是无信心或不愿意作
工的。主在其要求上并非是无理性的。教会象一座花园，里面有各种的花木，各有各的特点。它
虽在

多方面上彼此不同，但仍各有各的价

。 {ST2 549.2}

上帝的百姓各有不同， 也不可划定了工作，叫别人 着本人的心意去作。提供建
然是好的，但人人也 有向自己所属及所事奉之上帝求指 的自由。 {ST2 549.3}

担任

和忠告，固

道人之前的准

有些上帝所召要做 道工作的人已参加了文字布道的工作。我蒙指示，如果他 的目 是要散布
真光，将圣 真理直接 到人的家中， 便是最好的
。在
之中，他 往往有机会可以
圣

的道理。 种工作如果行之得当，就可以去拜望 多的家庭，工人
人之心， 果必成就 多善事了。
于有志 道的人是一种最好的

也要表 出基督徒的仁慈
。 {ST2 5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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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字布道工作之外，再无别的

可使凡

参加 道工作的人得到更丰富的

了。 {ST2

549.5}

忍受

苦

人若在工作上遭遇
和 探，就当从 些
刻刻感 自己 上帝的倚靠。 {ST2 550.1}
他的心中不

存怨 之念，口里也不

中得益 ，学
恨的

上帝的天使在人心中作工之 果。他 当 着，无
当承 主的恩典， 然
祂。 {ST2 550.2}

。成功之

更要 心倚靠上帝。他

当

，他不 荣耀自己，他的成功乃是

得意或失望之 ，天使

是常在他身

的。他

基督撇下自己的荣 到世上来 人受苦。我 若在工作上遇到
，就当仰望那 我 的信心
始成 的主，然后就不会灰心失 了。我 必能作耶 基督的精兵，忍受 苦。 着祂 到一切真
的信徒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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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章

{ST2 550.3}

一种宝
凡按着正当的方法参加文字布道工作的人，必

的

必 学 作布道士的工作。文字布道士若果存着
机会，可向灰心垂死的人 及 的 。他 在

同

作教 及学生。当他教

别人之

，自己也

卑的心，和 切作工的精神出 ，就必遇到 多
些困苦的人出力之后，就可以 ：“从前你 是暗

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以弗所 五章八 当他
到别人犯罪的行
，他 可以
：“你 中 也有人从前是
；但如今你 奉主耶 基督的名，并借着我 上帝的灵，已 洗
、成圣、称

了。”哥林多前 六章十一

{ST2 551.1}

那些 上帝作工的人，不免要遇到灰心失意的事，但主的
随 都是 他
的：“我就常与你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 上帝要使凡能 “我信靠你的
，我必不灰心

也不

胆”的人， 得一种最奇妙的

。 {ST2 551.2}

告
凡

主作工而得到此类

人的

的人， 当写下一篇

告，在本会的

刊上

表，使别人也可得到鼓

励。文字布道士 当把自己在 道的工作上所得到的快 和福气告 别人。本会的 刊上
幅刊登 些 告，因其影响是很深 的，必将成 教会的馨香之气，一种使人活的香气。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28&start_paragraph=1003612904&finish_paragraph=1003615864&references=1

留出篇
，就

Page 256 of 268

Ellen G. White Writings

可

12/16/13, 11:04 AM

明上帝是与凡和祂合作之人同工的。 {ST2 551.3}

在健康改良上作榜
你

与不信之人来往之 ，切不可 自己 离正

原理。 若是坐在他

只吃那不会使人思想昏乱的食物。 当 避不 制的事。你

的席上，

能将祂的圣

如此你 就会 别人有一种影响。 多人 别人有什么他 所以
想改革别人的生活，并到他 所以 有 的人那里去，指出他 的
引起他 的反抗，致使害多而益少。不要存吹毛求疵之心去
用自己的克己及制 食欲来作
从原理的例 。你 的生活

来 服人，用舌

富思想。文字布道士若能善用

的才能更宝 了。

在
因

，以致工作

疏忽和

，在工作上

惰不是基督徒的

人
交

主的

物

主之

的丰

到

，若要他 迅速付款，他

。 {ST2 552.3}

。 道

不免有些情形 他是重大的

基督。他

手主的

探之门 当

探。 {ST2 553.1}

物上，无人能擅行欺

予扃

。

而仍在上帝面前无

自称遵行和教授上帝的律法，其

当忠心 理。主将生命，健康，及理智之力付托

可不忠心殷勤地 用
呢?他 曾否 明地

救

有重要的教 要学。我已看 有 多人所做的，是
种缺憾也已 入上帝的工作之中。 由于文字布道士不

所 之果子。在

罪。凡那 行的人，就是在行 上否
法的原 。 {ST2 553.2}

来

圣灵圣化，就成一

滞下来。有些文字布道士，老少都

有相当的安排，以便文字布道士不必透支而仍能 持生

一个文字布道士无 如何

种才能若

多人的心中撒下真理宝 的种子。 {ST2 552.2}

能 清 目，
行所以深受
之累。文字布道士由
就以 受了虐待；然而若要 行 易，唯一之道就是迅速付
我

，往往

上忠

那些自称跟从基督的人没有遵行福音的原

有，在工作上 出疏 的 度， 足表明他
散乱的工作。有些人已养成有缺憾的
，

你

想改正别人之

来祈求和 美上帝，也用舌

的才能，就可以在

宝 的真理感

别人，乃当用榜 教 人。你 当
当
真理有使人成圣及高尚的感

化力。 {ST2 552.1}

种行善的能力。我 用舌

制，

不良的
，就用攻 的方法
，而不用
机警的方式，

把人的思想引到真 的原理上去。 种方法往往收不到 期的好效果。我

人的一切才能中，无一能比

有

在不 使自己的心力及体力衰弱，

免得不能 悟属灵的事。你 当保守自己的心思，以致上帝随
。 {ST2 551.4}

在上帝所

食

却没有

人。祂已将体力和 力

人

律

用；

些恩 来荣耀祂的名么?本会的弟兄 曾否想到自己
所得的一切才干
主的 物，或是任意 霍祂的物 ，和他 是否被天庭写下 不忠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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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呢? 多人耗 主的
在所 的狂 之中；他 没有得到克己的
，却把金 耗 在虚荣的事
上，并不背十字架跟从耶 。 多曾蒙上帝特 宝 机会的人，已虚耗了自己的人生，而今正陷于
痛苦

乏的境地。 {ST2 553.3}

上帝要我 在各部工作上有确切的 步。 凡与上帝圣工有关的事 ，都
可惜我
今尚未 决 行 不可少的改良。 {ST2 553.4}

当有更加精确的特色。

殷勤努力
文字布道士

当 底熟悉自己所推 的

文字布道士当随身携

人的家里去。 {ST2 554.2}

，并能随

，小册，和小 ，送

文字布道士从事工作的 候，不当分心离 ，却

果遇有

找真光或需要圣

安慰的

。 {ST2 554.3}

之安慰的人，也

叫人注意其中重要的内容。 {ST2 554.1}

无力

的人。

，真理就可被介

到

殷勤尽力地矢守所司。然而他在作工之

多

当乘机相助，不可置之不

，若

。若是文字布道士与上帝

同行，若是他求天上的智慧使他可以在工作中 以行善 念，他就必敏于察 自己的机会和他所接
触之人的需要。他必尽量利用每一机会引人 向基督。他必本着基督的精神，随 能 困乏之人

出

文字布道士借着殷勤推
些工作方法之 ，我

形有所
人
耶
化而

，忠心向人介

髑

却不能定下一成不 的路

地的十字架，就要加倍其
每个人去遵循，因

献。然而在我

境

提

将使各种情

。 上帝必感 那些向真理打开心门及渴望引 的人。祂会 祂的仆役 ：“
人或 那
的 吧。”当耶 的名字以和 而温慈的 气提出之 ，上帝的天使就走近来，使人的心

服。 {ST2 554.4}

文字布道士

当作忠心的学生，学 怎 使其工作有效；在

学 之

耳朵，及心窃，接受从上帝而来的智慧，以便知道如何帮助一般因不

，他

基督而将要

当打开眼睛，
亡的人。每

位文字布道士 当集中精力， 用其才能来从事万般服 之中最高尚的工作，把人从撒但的 网中
救出来，使之与上帝相 ，并用由耶 基督而成的信靠之 与那有
之虹 着的宝座牢牢系住。
{ST2 555.1}

成功的保
文字布道可以作成一种 大良好的工作。主已
主，将圣 道理 成一片的人，必蒙主 成功。我

人机智和才能。凡利用 些受托之才干来荣耀
当作工和祈祷，一心信靠那从不失 的主。

{ST2 555.2}

文字布道士当委身于圣灵，听其使用。他

当恒心

切祈祷，握住从上帝那里来的能力，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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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心信靠祂。祂
上帝怎

大而有效的感化力，必伴着每位真

福于 道人努力把真理介

人，也必照

忠心的工人。 {ST2 555.3}
福

忠心的文字布道士。 {ST2 555.4}

卑能干的工人 命响 上帝的呼召，一定会得神圣的 助。 种 于 任神圣 大之感 ，会
使人有超拔品格的力量，足以使人 用最高的智能，而且 用既久，就使思想及心灵 固而 洁，
其影响于自身及别人之生命， 是无可 量的。 {ST2 555.5}

粗心的 察者也 不重 你的工作，或看不出其重要来。他 也 想 是 本的生意，一 子作
无人感激及克己 牲之工。然而基督的仆人却照着十字架的光来看此事。在与 福之主的大 牲相
之下，自己的 然是微不足道，而 于追随祂的脚踪了。他工作的成效使他得到最
也是一生耐 苦干所得到的最丰富之 酬。 {ST2 556.1}

洁的喜

，

七十九安息日学
本章各 乃
母于一八八九至一八九二年之 所著，曾刊于安息日学良助及其他刊物中。兹从
一九三八年出版之“ 理安息日学之 言”一 中 出，并于各 之末，注明
原文 数，以便参
考。 {ST2 557.1}

最高的目
安息日学工作的目

当是收聚生灵。工作的程序虽属完善无疵，各种

施亦照 期

；但若

的悟性，使他

可以

没有把儿童及青年 到基督之前， 个学校仍是失 的；因 生灵若非被吸引到基督那里，
教 式的影响下，他 将 得越 不易受感 了。在叩 那些需要帮助者的心门之 ，教
作。学

若响

圣灵的呼求，敞开心门，使耶

悟上帝的事。教 的工作虽是
深刻而有效。 {ST2 557.2}

的，但若本耶

可以 入，祂必 迪他
的精神去作，

在宗
当合

在上帝之灵的 行下，自可更加

在安息日学中 当多多作成个人之工。 种工作之必要，尚未得到人 当有之
与重 。教
受上帝之 的灌溉，心中充 感激之忱，就当温柔而迫切地 其学 之悔改而操 。 {ST2 557.3}
我

能有何凭据向世人 明安息日学的工作不是一种徒具虚

之工呢?要凭它的果效来判

它，

并将从学 的品德与行 来 断它。在我 的安息日学中， 当授青年基督徒以 任，俾能 展其
才干并 得属灵的能力。青年人首当献己与上帝，而后在其幼年 期受教去服 别人。此 工作将
使他 的才能得到操 ，并使他 学 如何 划，及如何 行其
利。他 当去 找那些需要帮助的友伴，不是参加他 无智慧的

划，来 他 所交游的人
福
，乃是表 基督徒的品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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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同工，博取那些尚未献己与上帝的人
我

必

己也可学
充溢着勤

青年，使他

。 {ST2 557.4}

可学 如何 生灵的得救服 。在

如何工作得更有成 ，成
的精神，倚靠基督， 祂

关之事物有正当之 悟。我 的心必

青年从事此 工作上，我

上帝手中有效之工具， 我 学
我 唯一的效能。我 的心志必
受基督恩典之

自

的悔改努力。我 必
展，俾 那些与永生有

化与折服，以便自己可成 真

的教

者。

{ST2 558.1}

担任主理和教 的人
当自 ，我是否相信上帝的道?我有没有将自己献 那位 我舍己，在
十字架上忍受残酷之死，使我不至 亡，反得永生的主呢?然后，本着
的灵， 道：“主啊，我
要集中自己的全部感化力，我要 近祢。我要信靠祢，借着圣灵之力，
心。”── 理安息日学之 言，六一至六三 {ST2 558.2}

倚靠祢去感触及折服人

学
安息日学可使父母及儿女有一个宝 的研究上帝之道的机会。 若要得到 种他 在安息日学中所
得的益 ，父母与儿女都当用功研究学 ， 求 底了解所提的事 ，以及 些事 所要教 的

属灵真理。我

尤当感

青年人之心思，使之 底

会所研究之

文的全部意 是何等重要。……

{ST2 558.3}

父母 哪，你 每日 当划出一些
，与儿女共同研究学 。如属必要的 ，宁可放弃社交
之事，而不 牲那作 研究圣史宝 的光阴。父母与儿女都可从 种研究上得益。那些与学 有

关的

文，其更重要的部分 予以背

足，借着
，就可增
藏在心了。并且借 种

，

不可

苦事，乃是一个特权。初学背

能力，
一个 期之后，你就会喜 ，而由此将宝
于信仰的 展方面有极宝 的 献。…… {ST2 559.1}

，或

力不

的真理圣言珍

在你的家庭中 当有系 地来研究圣 。你可忽略任何一宗有关今生
性 的事物，放下一切
不必要的
工作，也不必
无需之 菜，但 于灵性却必 有生命之粮来 养。每日花一点
，甚或半点

的光阴，用愉快及互助的

度研究上帝之道，其良好之后果是无法估

的。

圣

本身作自己的注解者，把它在不同 代及各种 境下所 的，有关某一 目的 ，
提出一并研
究。不可
客的
，破坏你家庭研究学 的聚会。如果在研究之 他 来了，就当 他 也来
参加。

人看出你重

得圣 的知

，

于 取世界的利益或享 。──同上, 四一至四三 {ST2

559.2}

安息日学的学
当有 切研究的精神， 当极其小心， 深深 掘，孜孜搜 那每周学 中所含
的宝 的真理宝藏。他
有的熟 圣 的特权与机会，切不可予以疏忽，上帝要自称 祂门徒的
人 ，充分 得圣 真理的凭据。除了安息日学之外，青年能从何 何地得到 良机呢?父母
此事， 在不 等
之。──同上二十二面 {ST2 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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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学的
安息日学 当成 一个 求真理珠宝，将它 从异端
的真 位置中。宝 的真理奇珍，久已 失， 在要

的 境中 救出来，并 嵌于福音体系
上帝的子民。因信称 及基督之公 的

要旨， 当在我 的安息日学中提出，以便青年及儿童可以明白
得救之道。那些与救恩大 有关的圣洁永恒之原理，久已被人忽
当地位上，使能

些要道，教 及学 也可以明白
，必 光复其在救恩大 中之正

射天庭之光，透入那蒙蔽世界的道德黑暗之中。──同上, 十二，十三 {ST2 560.1}

我 若要奉行上帝的旨意，就必
考祂的 ，以便明白祂的道理，并竭尽我 受托的才能从事
圣工。我 必 殷勤祈祷，并有淳朴的 忱，全心服事上帝。凡担任安息日学教 的人， 当 渴
思慕神圣真理，以便能将 种精神分与他 所照 的人，并引
藏的 宝。我 不愿把安息日学 理到一个使学 成 假冒
促

真宗教之福利的。 因此你当更多注意

他 的学 去 求真理，有如 求
善之徒的地步；因 那 行是不能

求上帝，使主的灵降 在你

的安息日学中，

于照你

的心意去作种种机械的安排。在安息日学的工作中，不 有各种虚 的造作，如果上帝的灵没有
化及陶冶教 及学 的心，那些机械的 作都是毫无价 的。──同上, 七三 {ST2 560.2}

可惜在有些安息日学中竟 行着只在
上 学 的
。 是不 当有的情形。 些光阴往往
被虚 ，甚至于
地浪 了，如果能用来研究圣 ，就不至于如此。教 及学 不 把安息日学
的学

看得比日常学校的功 更 ，而不予以 底地学 ，

，因 所 及的是更加无比重要的
一一八 {ST2 561.1}

乃是毫无理由的。他

当好好地学

。若在此事上疏忽，是会触怒上帝的。──同上, 一一七，

在作种种机械的安排，切莫忽 了安息日学的目 ，以致花 了那本当作
理其他重要事件的
光阴。我 当 刻 防不要 那些 文形式掩 我 所努力之真 的目 。安息日学本当是一种安
息，舒

，及福气；但若把它 到了一成不

的地步，就有使人疲不堪言之虞。 {ST2 561.2}

安息日学的 全与淳朴，切不可被那 出无 的形式所侵吞，以致没有充分的光阴，足供宗教福
利之用。安息日学的 点与成功，即在乎淳朴而 切地事奉上帝。无 何事不可无秩序及 章，但
在安排 些事上，也可能作到了喧 那些更大更重要之本分的地步。 学
当少 那些外表的序
幕及 目，乃当多多 到他 灵魂得救的事。
当是 理安息日学的主要原 。──同上, 一五一
{ST2 561.3}

安息日学最大的需要，不是需要机械形式， 而是需要关于属灵的知

需要圣灵的洗礼，俾能

。安息日学的

上帝作真正的布道士啊──同上, 一五五 {ST2 561.4}

真是多么

每周收集布道捐
我

感

上帝，因 各地的安息日学已 献金

，足供推

多宝 事

之用。儿童及青年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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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上， 些犹如涓涓 流， 成慈善洪河。儿童

于 到的无私之服 。当他 身上仍有青春朝露之
当受教，学 克己。 {ST2 562.1}

当受

，儿童

的教育，以便能从事天庭所

当被

去 基督服

。他

施舍捐献之事，不可听 感情行 。关于此事，上帝已 我 确定的 示。祂特别提出十分之一
及各种捐献，作 衡量我
之准 。祂要我 有
而有系 地捐献。保 写信 哥林多的教
会

，“

到 圣徒捐

，我从前怎 吩咐加拉太的 教会，你 也当怎

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各人要照着自己的
抽出来留着。”哥林多前 十六章一，二 每个人当 常
自己的
( 一
切本是上帝所 的福气)，把十分之一分别出来，是圣洁属于主的。此 无 如何不可挪作别用；
是
持福音 道人之用的。抽出了十分之一以后，也当“照着自己的
物及捐献。──同上, 一二九，一三○ {ST2 562.2}
在犹太人的制度下，上帝曾 定此 条例，儿童初生之 ，

，”拿出一部分来作

礼

当向上帝献上祭物。…… {ST2 562.3}

每逢生日，教 儿童理当感 上帝，因祂慈悲仁 ，保全他 的生命又 一年，借此授以宝 的
教 。在生命，健康，食物，衣服，以及永生之希望上，我 都是欠那施舍百般恩典之主的 ， 理
当向上帝承 祂的恩 ，并把我 的感恩祭献 最
的。──同上, 一四三 {ST2 562.4}

大的施主。

些生日的礼物乃是上天所嘉

救灵的目
我 身 上帝工人者， 当多倚重于耶 ，少需求于自己。我
当多关心生灵，并当每日祈求
能力和智慧，以 付安息日的需要。教
哪， 当拜望你 各班的学 ，与他 一同祷告，并教
他

如何祷告。

当心地柔和，祷告也要

的口唇及榜 上知道，上帝的真理必
到全班的青年人悔改 向上帝，并

短而迫切，辞句不要太多，却要好好

在他 的心上扎根，否 他
大成作有 的教友。 {ST2 563.1}

不起

探的

；

他

。我

从你
亟欲

不可在每周之中将你一切的精力消耗于今生属世的事物上，以致在安息日没有体力及道德力 基
督服 。 今有迫切之工待作。我 不容有分毫的光阴 自私而用。凡我 所作的，都当以荣耀上
帝

目的。非待你班中的每一儿童有了基督得救的知

，切不可

休。──同上, 一二五 {ST2 563.2}

安息日学教 需要小心敬虔地行在上帝之前。他 必 苦干，好像那些必 交 的人。他 承受
了救人 向基督之良机。青年人若久居于犯罪作 的情形下，就必更加硬心抗拒上帝的灵。年 的
增

，可能减退其 于神圣事物的敏感性，而 宗教感化力的响 亦 衰沉。撒但每日作工，使他
拘 于悖逆的
而怙 不悛，遂越少可能 成基督徒。 漠不关心的教
将要交出什么 的

呢?

什么

道德上畏 之心 束住教 的灵性，而使他不愿作正当的努力，去使宝

得以悔改呢? 什么不 圣灵在他灵魂的周
氛呢?──同上, 八○ {ST2 563.3}

造一种足以

的青年及儿童

退道德黑暗，而将天光照耀别人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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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安息日学的
，需受基督之灵的特别灌溉。除非有基督因信而居在他 心中，他
与基督同工的人。……关于宗教教养方面，儿童 需要一番更 定的努力，担任
的
，必

力求和 一致。父母，儿童，及教 ，三方都当合作，每位

不能成
及教

当 明而机警地工作，

以便
上帝所要求的合乎正 的努力。我
当培养机警及明辨是非之力，敏于
会，并抓住 些机会，予以最善之利用。──同上, 一五九，一六○ {ST2 564.1}

到行善之机

安息日学的
及教 ，需要圣灵之
与教 ，以便成 真 的教育者，能
思想，并使所
教授学 的事物能牢志不忘。圣灵的
就是使人的
于基督的言行有清明的印象，使凡教授
有关世人救

主之事的人，有能力在全班学

圣灵的帮助，以便能

的心思之前高

敬畏上帝的男女，充当主理，

基督。在安息日学的安排上，都需要

，及教 等重要的 位。──同上, 一六○

{ST2 564.2}

在每次
的人

，切不可以个人之好

。若非敬 上帝，无 怎

什么。”
的心思，不

准，当将 些要

明智慧，

必失 。耶

委与你所

敬 上帝而以祂

，“因 离了我，你

之 ，不可操 于安息日学学 。 常更
，将 安息日学有益；因
造其他大 的心思。 使他有些卓越之 格，但在某些方面也 有缺点。

就不能作
一个人
另一

，可收截
短之效。不同的心思及才干，可
新的思想，集思广益， 属必要的。然而比
一切尤其重要的，却是
那些志 忠 ， 行真理，敬 上帝，并在祂门下 受教 的人。 等
人必引

学

向前及向上。在 明的教 指

之理解。──同上, 一六五 {ST2 565.1}

之下，学 必

上帝之道增加兴趣，并

圣

有更深

主呼召青年男女当自强不息， 安息日学 切作工。一暴十寒之努力，不能完成 多善事，也不

能使你在上帝的工作上作成功的工人。借着忍耐恒心行善，你可成 与上帝同工的人。你当每日承
自己是上帝的仆人，日日殷勤作工，不要 自己的脚修筑歪曲的路，免得瘸子因你的 行而 离
了正直的道途。──同上, 十三 {ST2 565.2}

安息日学的每一教
当是跟从基督者。凡没有表明自己是基督门徒，用言行相符的生活来 明
是基督徒身份的人， 是不
其充任安息日学的教 ，因 他 自己需要别人先向他教 以敬 上

帝的基本原理。基督 ，“离了我，你 就不能作什么。” 翰福音十五章五
看来，一个人若
于基督能力无个人之
，其教 能有何价 呢?勉强 种人去教安息日学班，乃是重大的矛盾；但
若

一班学

，去受一个在衣着与行

上否

他所自称事奉之救主的人之影响，那就

害更甚了。

{ST2 565.3}

那些在安息日学教 的人，他 的心必 先得上帝真理之温暖及激 ，要行道，不要
听道。
他 必 在基督里面得到滋养，正如葡萄 的枝条从 身得到滋养一 。当有上天恩典之露落在他
身上，使他

的心可象宝 的 木，在上帝的园中开放 花，吐送感恩之香气，弥漫全境。教

教

得自己的 任，并善用每一求

上帝之道 当作殷勤的学生，常以事 表 自己是在基督的门下每日
之光的大教 那里所得的光 授 别人。 {ST2 566.1}
当

步的机会，使他

教，并能将自己从世界

能作一种有效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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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同上, 九三，九四 {ST2 566.2}
上帝

每位

工的理智及 明，是毫无偏陂的。你当照你的才干，把

生利。主不 任何 工只作他所景仰之人的影儿。教
照那有 必死的有涯人类之身量。你当在“恩典上有

子交

的人去

也就是神圣的模范之内。 {ST2 566.3}

必
大成人 有基督 成的身量，而不是
。”从哪里可以找到恩典呢? 只有在基督，

因此，每个人 当仰望基督，并效仿神圣的模范。 每位 工当符合上帝的 划，而 精竭
作。他当在基督之门下受教，以便能 明地教 别人。上帝能
基督徒(指教 )以智慧及
正是那些已交 安息日学教 去照 的学
位真 的教 ，引 学
向基督，以致他
上, 一○六 {ST2 566.4}

所需要的。教
也可挨次在收

地工
，

当学 基督柔和 卑的心，俾成一
的大田地上成 忠 的布道士。──同

在我 之中，受 教育的人才极缺，我 也没有那种
充分
，能把安息日学及教会的事
理得妥善的人。 多知道真理的人，了解真理的程度尤未 到了能够自己出来宣 的地步。他

没有
好，不能将真理的圣洁庄 本色清楚地 在人前。他
底之教育。人想
自己会蒙召去作什么， 是不可能的。也

非但不可减少
，反当受更加
他的 境使他需要敏于辨别是非，

用清楚而 明的方法去
上, 一五六 {ST2 567.1}

当竭力避免有缺憾与瑕疵的。──同

及善于

之才；因此

基督之尊荣起 ，在我
授真理，而且宣

之中

倍增曾受高深教育之 工；他

真理的方法原是

更能采

上帝的工具
我 于全地各
真理。父母与教
重大的工作上，

的安息日学深切关 ，因 我相信它 是上帝的工具，教育本会的青年以圣 的
当不断地努力，使青年人关心永生重大之事。安息日学就是布道地区，在 件

当表

更多的布道精神，

于以往所有的。──同上, 一○ {ST2 567.2}

八十 招待客人
(

自

言卷六, 三四一至三四八，一九○○年著) {ST2 568.1}

圣 很注重款待客人的美德。它不但嘱咐款待客人是一种本分，也 出
所得之福气的美善情景，其中尤以 伯拉罕的
最
人。 {ST2 568.2}

多

行 种美德

及其

从 世 的
上，我
到 位老族 当夏日炎炎的中午 分，在摩利橡
下的 棚门口休
息。有三个旅客从旁
。他 没有要求招待，或 求什么厚惠；然而 伯拉罕却不 他 疲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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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年高，德劭， 富，

他“就从

位，而 于

棚门口跑去迎接他 ，俯伏在地。”他

号施令的人；可是在

那位

的

到 几位生人之

，

：“我主，我若在祢眼前蒙恩，求祢

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 世 十八章二，三 他 手取水 他 洗
他 在
之下休息 ，他的妻子撒拉
招待他 的 食，在他

。他 自精 他 的食物；当
受款待之 ， 伯拉罕恭敬

地站在旁 侍候。他向他 表示如此的厚待，那 他 不 是行路的旅客， 往的客人，也 是一
去不返的人。然而到了招待 之后，他的客人遂即 出了自己的身份。原来他不但侍候了天使，也
侍候了他

光荣的元 ，他的 造主，救

主，及君王。天庭的旨意向

伯拉罕公开了，他也被称

“上帝的朋友。” {ST2 568.3}
伯拉罕的侄儿 得，虽然定居在所多 城中，但他仍承有老族

的和

好客之精神。 在黄昏之

他 了两位陌生的人在城门口，他深知他 在 罪 的城市中所必要遭逢的危 ，便
要 他
到他的家中 夜。他毫不 及此 可能危及他本身和家人。他平生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救弱扶危及

照

无家可

者，他向

二位不知名的旅客所施的善行，倒把天使接到了家中。他所

人，竟保 了他。薄暮之 ，他 安全起 便 他
他的家人安全地离开那遭劫之邑的城门。 {ST2 568.4}

到了自己的家门口；到了破 ，他

法要保
却

的

他和

些仁德礼貌之善行，上帝
有十足 在圣 上的重大价 ；在一千多年之后，那受灵感的使
徒曾引
些事 ：“不可忘 用 心接待客旅；因 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 就接待了天使。”希
伯来

十三章二

{ST2 569.1}

伯拉罕与 得所蒙受的特权，我 并非不能享有。我 若款待上帝的儿女，也可以把祂的天使
接到家中。甚至于在 今，天使也会化身人形， 入人家，受人的接待。凡在上帝的亮光中生活的
基督徒，是常常受看不

的天使相伴， 些圣者在离别 把福气留在我

圣灵特别提到凡在教会中

种教

：“你 要互相款待，不

家。”彼得前 四章九，十

的人，其特别条件之一就是“

意接待

的家中。 {ST2 569.2}

人。”并且向全教会提起

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 彼此服事，作上帝百般恩

的好管

{ST2 569.3}

款待客人的原理
想不到

些

告的 被人冷淡地忽 了。甚至在那些自称 基督徒之中，也很少 行真

的款客

之礼。 在本会人之中，也未照所 当地 款客之机会 一种特权或福气。我 太缺少交 ，也不肯
去多 二三人来同桌吃 ，若不是感到 便得太
情，那便是 于丰厚炫耀。有些客人会推辞
“那是太麻 了。”其 他不会辞 你的盛意的，只要你 ：“我 没有作什么特别的
迎你，我 有什么就吃什么吧。”不速之客受了人的款待，是会 感五内， 于你作最
的。 {ST2 569.4}

若以当属于主的光阴去

招待客人，便是否

了基督。

行，便是

，我
事之

了上帝之物，也是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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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 事

去效法他同
要操

，招待客人，就 生了 多不必要的焦 与重担。 要

度；因 食物 于丰富，客人便吃得太多， 果一

与痛苦。

照料弟兄姊妹 的福利。保

曾 例

明此事。他

会引起别人

桌上各

，一

种盛筵大餐确是一 重担和 害。 {ST2 570.2}

主要我

他 种榜

的行径。 {ST2 570.1}

人若存心大事

主

招待，往往便忽略了自己家人必要的照 ，同

的餐食，

教会

食，都要引起疾病
：“我

你

荐我

的

姊妹非比，她是 革哩教会的女 事， 你
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 。她在何事上要你 帮
助，你 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 多人，也帮助了我。”
十六章一，二 非比曾 招待使
徒，她在招待需要帮助的客人上，作

著的榜 。今日的教会

当效法她。 {ST2 570.3}

上帝不喜悦人自私自利， 往往只 到“我和我的家。”每个具有此种精神的家庭， 当受基督生平
所
的 洁原理所感化悔改，那些 关自守的人，不 出来招待客人的，便 失了 多的福气。
{ST2 570.4}

有些本会的工人，其所 的地位使他往往要招待客人，或是自己的弟兄，或是陌生的客人。有些

人 持区会 当 此
一笔 ，在他争薪之外 他足够的津 ，以便 付
外的开支。但是主
却把 招待之工作 了祂一切的子民。上帝无意要一两个人代替区会或一个教会来 起招待之 ，
或是工人在招待自己的弟兄 上 得代价。
下 些事的。 {ST2 571.1}
你

那些游
当

各

种情形是由自私自利之心所

作 道人或布道家的，是 当受其所服

些工人

，使之有如

明的，上帝的天使必

地区之教友 的招待的。弟兄姊妹

之感， 使是要付出个人相当的

哪，

牲，亦在所不惜。 {ST2

571.2}

人

基督的

基督的

来，

故招待人，所付的一切

用，基督都留下了 。祂

故招待他 的弟兄，尽其所能地使

是配受特别福气的。 {ST2 571.3}

此 供

于客人及自己均

一切必需之物。人若

大益，在天上就要

下

基督款客的教
基督在自己的生活上曾授予一个款客的教 。当

的群 在海

包 住祂之 ，祂并没有打

他 辛苦疲倦地回家去。祂 门徒 ：“你
他 吃吧。” 太福音十四章十六 祂
造之能，
使粮食可以 足他 的需要。但所
的食物也是多么
!毫无奢侈浪 之情形。天庭的全部 源
在祂命令之下，祂本可以
常的食物。 {ST2 571.4}
如果

今的人在 食

全人类的需要，而少有

人民一 极丰富的食物，但祂只供
上 行

他 足够的需要，就是沿海

， 一种与自然律相符之生活，人

民日

就有足够的食物可

多想象中之缺乏，多得机会照着上帝的方法作工了。 {ST2 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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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并没有

法 足人的奢望来吸引人 向祂。祂所

的

食，不但保 祂的能力，也是

保 祂的大 ，及祂的慈心照 人生活上普通的需求。在祂供 人大麦 之 ，同 是向人以生命
之粮。 就是我 的榜 。我 的 食虽很 朴，甚或是很微薄，我 的命分或 是 困，我 的
源也 不比门徒的五 二
多，然而我 与那些正在有需要的人相接近 ，基督吩咐我
，“你
他 吃吧，”我 就要照自己所有的分 ，在我 分 之 ，基督就要看我 的需要
充。 {ST2 572.2}

关于 件事我 不妨 撒勒法寡 的故事。上帝派祂的仆人在 荒之 到外邦去向 位 人求食
物。“她 ，我指着永生耶和 起誓，我没有 ， 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 在找两根
柴，回家要 我和我儿子作 。我 吃了，死就死吧!以利
她 ：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 的去
作吧!只要先 我作一个小 ，拿来 我，然后 你和你的儿子作 。因 耶和 以色列的上帝如此
：

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 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人就照以利

去行。”列王 上十七章十二至十五
位腓尼基

的

{ST2 572.3}

女向上帝先知所表 的款待精神，真是何等奇妙，同 她的信心及慷慨，也得了奇

妙的 酬。“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 ，吃了 多日子。 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
正如耶和 借以利 所 的 。 事以后，作那家主母的 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
气息。

人

以利

：神人哪，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 里来，使上帝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

死呢?以利
她 ，把你儿子交 我。以利 就从 人 中将孩子接 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
在自己的床上。……以利 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 。……耶和
允以利 的 ，孩子的
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 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 屋子交
子活了。 人 以利
， 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 借你口所 的
十五至廿四

他母
，看哪，你的儿
是真的。”列王 上十七章

{ST2 572.4}

上帝并没有改 。祂的能力不减于在以利 之日。我 救主所 的
， 今仍是一 地确
基督 道：“人因 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
。” 太福音十章四一 {ST2 573.1}

我必

，

答

基督当日 早期门徒所 的 ，也同
用于祂今日之忠心仆人：“人接待你 ，就是接待我；接
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太福音十章四十 凡因祂名而行之善事，必被 下及得到 酬的。
基督也把上帝家中最 弱及最低微的人包含在 慈 的
名，只把一杯凉水
小子里的一个喝，”──指在信仰及
，

人不能不得

。”列王 上四二

之中。 祂 ：“无 何人，因 门徒的
基督上如小孩的人──“我 在告 你

{ST2 573.2}

困不能 阻我 不表 好客之美德。我 要照自己所有的分
人。有 多人 生活而 斗，
收入甚微， 以 付其需要；但他
那表 在圣徒身上的耶 ， 意向信徒及非信徒表示招待，
尽力使他

的

有益

。在餐桌上及家庭礼拜上，

表示

迎客人之

意。所献的祈祷，使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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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招待的客人大受感 ，象
，“我必 答。” {ST2 574.1}
弟兄姊妹

的

或

只要一次就够救人出死入生了。主

哪， 那些需要招待及慈心照 的人

看他 的需要，招 他
的。 {ST2 574.2}

来，向他

表

种工作，祂

入你 的家中吧。不必

真基督徒的款待精神，在交

炫耀；只要你

系上是有

多宝

特权

“人活着不是 靠食物。”当我 把今生肉体的食物分
人之 ，也是把希望，勇气，及基督化
之 分
人。我 要“用上帝所 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 患 的人。”哥林多后 一章四 同 我
也可得到祂的保 ：“上帝能将各 的恩惠多多地加

善事。”哥林多后 九章八
我

你

，使你

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

的

{ST2 574.3}

是生活于一个罪 及

探的世界，周 都是在基督以外行将

亡的生灵，上帝要我

尽各种

可能的方法去 他 服 。你若有一个愉快的家， 当把那些无家可 的青年人，那些正在需要帮
助的人，渴望同情及仁慈之言，渴望尊敬及礼待的人 ，
你的家中。 如果你有意引他
向基
督，就当向他

表示你的

心与尊敬，看他

上帝本其美意，使我 与那些无
的援助。青年人需要扶持。基督曾向
表 怜 ，我
助的人，将要
我告
称

你

：“

是基督宝血所

的。 {ST2 574.4}

的人，及需要怜恤和同情的人交往。他 是 弱的，需要人
弱无助的，蒙昧无知的，及那些被
是祂小子中极小的，

，他

也当借祂的力量， 他 的未来幸福及陶 他 的基督徒品格而作工。那最需要帮
使我 的忍耐受利害的
。基督 ：“你 要小心，不可 看 小子里的一个。
的使者在天上常 我天父的面。”

些事你 既作在我

太福音十八章十

凡

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些人服

者，救主宣

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

{ST2 575.1}

凡行

事的人， 上必戴

牲的冠冕，然而他

也必得

那些青年人，那些我 所招待 我 家中的人，那些我 曾
的

上返照上帝荣耀之光

。在天上我

他

脱离

。他 “也要 祂的面，祂的名字必写在他

要

到自己所帮助

探的人。我

的 上。”

示

将

到他

的

二十二章四

{ST2 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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