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13 8:16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 of 240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4&start_paragraph=1003587615&finish_paragraph=1003589940&references=1&pagebreaks=1

我s于青年关�至深，极愿看到他�努力培养完美的基督化品格，并藉着殷勤的学�和�切的祈
祷，竭力求得必需的Ɖĳ，以便
上帝圣工从事得蒙悦ĭ的服<。我切望看到他�彼此帮助，Ȏ到
基督徒ĺʈ中崇高的水准。 {MYP 15.1}

基督来将救恩之道教u人类，祂已将Ȓ道明白地É示出来，甚至Ȗ小孩子也能行在其中。祂嘱咐
祂的門徒<要追求ƅƙ耶和A；他�若每天ɛ从祂的引u，就必Ű悉祂的出ă确如晨光。 {MYP 15.2}

你曾留意ȏ旭日初升，清晨破Ê的光景。看那黎明的曙色èè增强，直至Ĥ日涌ă；于是阳光愈
É强烈而明亮，直到Ȇ煌的日午。Ȓ是个美妙的例Ɩ，Ʊ明上帝
祂儿女在完成基督徒ĺʈ上所切
愿成就的。

16

当我�每天行在祂所Ǯ予的明光中，�意ɛ从祂的要求，我�的ĺʈ就必日益增ȓ£大，直到我
�在基督耶ė里Ȏ到ȿ大成人的身量。 {MYP 15.3}

青年需要将基督所遵循的途径Ç常¿在面前。每走一步都是得š的道路。基督并没有以君王的身
份到世上来ł治列国。祂以一个卑微的人身而来，忍受并 š了ƞ探；也和我�一Õ，必ɜ追求ƅ
ƙ耶和A。我�研究祂的生平，就可以明白上帝要藉着祂
自己的儿女作成何等大的事。并且我�
也会Kă，不Ƒ我�所遭受的ƞò是多么大，�不能超ȏ基督
要使我�ƅƙ那道路、真理、和生
命所忍受的ƞò。我�要藉着ķ生效学祂的榜Õ，以表示感激祂
我�所作的ý牲。 {MYP 16.1}

青年是用无限的代价，就是上帝儿子的宝血所�来的。当想念天父在容Ɛ祂儿子作此ý牲Ç所有
的ý牲。当想念基督离出天庭和王座，舍生
人类作常献的祭物Ç所放弃的一切。祂遭受Ǘʆ和凌
辱。祂忍受了�人所能加在祂身上的一切嘲弄和侮慢。及至祂在地上的任<完成Ç，祂ȑ遭受了十
字架的死。

17

当想念祂在十字架上的痛苦，那穿透祂手脚的ȫȣ，那从祂所要拯救之人而来的Ɔ笑和侮辱，祂
父�的向祂掩面。可是基督竟藉着Ȓ一切，使凡愿意的人都能承受那足与上帝生命相比的生命。
{MYP 16.2}

忠实的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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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督升天Ž父Ç，祂并没有撇下祂的門徒孤立无援。有圣灵
祂的代表，并有�天使作服役的
灵，奉差遣援助凡在极不利的情@下
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的人。�要ƌ得耶ė是你的帮助者。无人
能象祂一Õ了解你品格上的特Ǜ。祂垂ɞ你，如果你愿意接受祂的ɣu，祂就必以向善的感化力Ă
Ľ你，使你得以成全祂
你所定的旨意。 {MYP 17.1}

我�在今生乃是
来世作准a。再ȏ不久，将要�行一次大Öɋ，那Ç每一力XȎ成完美基督化
品格的人，都必ɜĺ受上帝Ñ究人心之ɂɪ的考ʈ:你是否已立下榜Õ,使别人能安全效法你？你是否

灵魂Ç刻儆醒，好象那将来要交ǚ的人？

18

天上的全0都在关注着青年；他�极愿你能ĺ得起考ʈ，以致将来s你能有嘉e的ơƱ：“好，你
Ȓ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ȓ来享受你主人的快�。” {MYP 17.2}

但愿青年�ƌ住，在此世必ɜ
永恒建造品格，而且上帝也要他�尽力而
。但愿比Ȃ老ĳ的人
要照ɞȂ
年Ȁ的人；看到他�遭遇ƞ探的Ç候，就�当把他��到一Ȍ一同祈祷，并
他�代
祷。主要我�s祂所来拯救的人表示关�，藉以承ƅ基督
我�所作的�大ý牲。如果青年肯t找
基督，祂就必使他�的努力大有成效。-----�û"~母Ž 青年u«, 1911年11月21日 {MYP 18.1}

19

20

21

第一篇上帝
青年所立的宗旨

上帝
要使Ȓ工作的各部分都可以向前推ȓ，就号召强壮、ù心、勇敢和青年气概的人。祂已
ș青年人来帮助推ȓ祂的圣工。要用清醒的Ť筋筹划，用果敢的手段¢行，有ǰ于生=而无残缺的
精力。青年男女被招Ƴ，要将他�青年Ç期的精力献Ŀ上帝，藉彼等所能Ȑ用的能力，灵敏的思
想，活Ý的行=，就可以使上帝得荣耀，使同胞蒙救恩。 {MYP 21.1}

对青年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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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要青年作ù忱的人，俾准a在祂高Ǥ的圣工上有所行=，适合担ǔǗ任。上帝呼召一切心灵
ī洁又\强而勇敢的青年，立志d勇地�付当前的斗争，得以荣耀上帝，造福人群。如果青年人肯
�一研ƶ圣ĺ，遏抑自己强烈的欲望，而静听他�的8造与救Ǭ主的声音，他�就不但能与上帝和
好，且必Kă自己已成
尊Ǥ而高尚的了。我的青年朋友，
了你永恒的福利，当听从上帝圣言中
的教Ɖ，因
Ȓ些教Ɖs你具有无法估ƃ的重要性。 {MYP 21.2}

我:你<要作智慧人，并要考Ŷ到如果荒唐度日，不受圣灵的Ħ束，ļ局将如何。“不要自欺，上
帝是Ȁ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ɛ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Ǚ坏。”<要
你的
灵性，并
那位舍己救你脱离Ǚ亡之基督的ŏ故，在你一生的开端加以考Ŷ，将你的Ǘ任，你的机
会，和你一切的可能性，都仔ĵ权衡一番。上帝已将适于崇高命Ȑ的机会ǮĿ你了。你的感化力可
以Ɩ明上帝的真理；你很可以在救Ǭ人类的�大工作上与上帝同工。…… {MYP 21.3}

22

崇高天命的呼召

惟愿青年男子能重Ɓ那呼召他�的崇高天命！要慎重考Ŷ你步行的道路。要抱着高尚而圣洁的宗
旨开始你的工作，并决心依靠上帝恩典的大能，就不致偏离正路。如果你一开始就朝着ȸƮ的方向
走去，那么每一步都必充ì危ɓ与灾害，而你也就必日益偏离真理、安全、和成功的道路了。你需
要上帝的大能来加强你的智力，ū醒你的道德力。 {MYP 22.1}

上帝的圣工需要人献上最卓越的能力，而且Ɛ多地方正迫切需求学养有素的青年人。ă在急需那
能加以信托的人，到那庄稼已ĺ熟透的广袤地区去工作。即使是才具平凡的青年，只要完全献身Ŀ
上帝，而未受罪�与ÛĖ的腐化，也必Ű得成功；并能
上帝作成一番�大的工作。青年人<ɜ留
意Ȓ:勉，并要作bŤ冷静的人。 {MYP 22.2}

真不知有多少已将上帝所Ǯ的精力虚耗在愚妄和放Ŭ之中了！在我面前不知涌ă出多少!痛的ĺ
H，就是青年人因放Į��，在智力，德力和体力方面竟成
人Ʌ�物了！他�因追求罪中之�，
以致他�的身体衰Ǚ，生命的效能也大受·!了。 {MYP 22.3}

23

ă今放Ŭ无Ř的青年人啊，我奉:你，<要悔改，与上帝同工，你的一生当学�去造福和拯救他
人。如果你向上帝t求帮助，祂的能力必在你里面Ȑ行，消弭一切s抗的权@，你也必因真理而成
圣。罪�在今日的青年人中�人地得逞，但你<要立志尽你所能的©救生灵脱离撒但的权@。 {MYP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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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擎光者

你无Ƒ何往，�要�着亮光；要É明你有\强的意志，而并非�柔寡断的人，容易受罪伙伴所左
右。不可Ȁ易附和那些不敬重上帝之人的建Ɗ，却要力X改正，挽回，并©救人�脱离邪�。 {MYP

23.2}

要Ç常祈祷，以柔和Ǐ卑的精神:ƫ那些自相矛盾的人。拯救一个生灵Ǽ离ȸ路，�于基督的旗
下，将使天庭喜�，而在你喜�的冠冕上加添一ɩ明星。一个生灵得救之后，就必因他敬虔的感化
力，引ɣ其他的人ƅƙ救恩，如此，Ȓ工作就必增ȓ不已；至于其成就如何，惟有到o判的日子才
能É明。 {MYP 23.3}

不要因你自以
成就甚小而踌躇不前，不
主作工。当在你所作的小事上尽忠；因
上帝将与你
的辛勤合作。祂必将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承ƅ你是配得ȓ去享受主人的快�的。惟愿我��切
地求主兴起Ɛ多工人，因
庄稼已ĺ熟透，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 {MYP 23.4}

24

怀具远大的理想

青年人�有Ȕ大的理想，ŝ明的ƃ划，俾能尽量善用所有的机会，并接受那先前鼓舞使徒的灵感
与勇气。Ħ翰Ʊ：“少年人哪，我曾写信Ŀ你�，因
你�7强，上帝的道存在你�心里，你�也š
了那�者。”崇高的Ò准ă已¿在青年面前，上帝正在邀Ƴ他�来
祂从事mɑ的服<。凡Ơ心�意
在基督門下学�的青年，必能
主成就一番�大的工作，只要他�肯听从“元}”代代相承以至今日的
命令：“要作大丈夫，要7强。” {MYP 24.1}

你�要作Ǐ卑与上帝同行的人，要以上帝所ǮĿ你�的大丈夫气概站立在祂面前，没有一点Û
Ė，不受那Ǚ坏今世的邪淫沾染。你�必ɜ作蔑Ɓ一切虚#与邪�的人，敢于作Ơm勇敢的豪杰，
高�以ʁ内利大君血迹斑斑的旌旗。你的才能
主Ȑ用就必增ȿ，那位付出无限代价将其Ǭ回来的
主也必予以珍Ɓ。不可只因你不能作一番大事就坐失良机，一无所
，却要尽心努力去作你手b的
工作。…… {MYP 24.2}

征召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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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正在征召志愿0来投在祂的旌旗之下，在世人面前高�十字架的旗号。

25

教会正因缺少作勇敢ŽƖ之青年人的B助而逐è萎靡不振；青年人能以其ó烈的ù忱来激K上帝
子民呆滞的力量，藉此加强教会在世界中的力量。需要那能抗拒世俗潮流，并能¦声警告人不可Ʈ
蹈于罪�道途一步的青年。 {MYP 24.3}

可是凡决心事奉上帝并献身从事圣工的人，必先洁除心殿中的一切ÛĖ，并尊崇基督在心中作
主。ȒÕ，他�才能在自己的基督徒服<中K¶力量，并É出高度的ù忱:人与基督和好。本会青
年是否愿意答�基督的召Ƴ，Ʊ：“我在Ȓ里，Ƴ差遣我”？青年人啊，上前Ĳ去，要É明自己是与基
督同工的，担ǔ起基督所放下的工作，Ńņ推ȓ以求抵成。 {MYP 25.1}

品格的要素

上帝并没有吩咐青年人不可�有大志。那使一个人得到成功，并在人Ʌ得尊荣的品格因素，就是
追求更大的良善之无法抑制的愿望，不屈不³的意志，Kd的努力，和不倦的\忍，是不可予以破
坏的。 先祖与先知, 611 {MYP 25.2}

26

讨上帝的喜悦

主
我�每一个人有一番特别的工作要做。我�看到世界上Ɛ多罪行暴露于法庭并公布于«端，
就当更加�近上帝，并凭着活Ý的信心把握祂ƴ般的�Ɛ，俾使基督的恩典在我�身上彰É出来。
我�可以在世上K¶出感化力一种强大的感化力。倘若上帝使人知罪的大能与我�同在，我�就能
引ɣ陷于罪中的人悔改。 {MYP 26.1}

我�朴m的作ɯ必能在Ȓ工作上大著成效。我�不可ƞX升登高位或博取世人的称Ɛ。我�的目
Ò不�追求
尊
大。我�要�心致力于荣耀上帝。我�ɜ用上帝所Ǯ与的一切智能从事工作，并
置身于亮光的通道之中，使上帝的恩惠能降在我�身上，将我�按照神圣的Õ式塑造成形。上天正
等待着要将最丰富的福惠，Ǫ与那些肯在世界H史末ɗ献身从事上帝圣工的人。我�将ĺ受考ʈ和
ƞò；我�可能会奉召�夜不眠；但要利用ȒÕ的ÇɅ来�切向上帝祈祷，求他Ǯ予智慧，Q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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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志得以辨ƙ自己的特权。1909年4月1日,ƗƑ与通Ƌ {MYP 26.2}

27

成功的标准

”敬畏耶和A，是智慧的开端。”我�Ɛ多的青年ȑ未感到有竭力Ȼò自己的才能，俾在任何ÇɅ
及任何情况之下可尽力以赴的必要。他�眼中既不怕上帝，Ȗ他�的思想也并非ī2而高尚的。
{MYP 27.1}

全天庭熟知每一意念和每一行=。你的行
可能不被你的同人Kă，但是在�天使的ȡ察中却是
赤露敞开的。天使奉命来
凡努力 š每一��并Ȕ避撒但Ƥƃ的人效力。 {MYP 27.2}

忠贞正直

ĵ小�行与Ȁ微矛盾s于陶冶品格所有的影响力，竟未被人予以�有的估量。上帝的圣言向我�
É示了最�大最高尚的原6。Ȓ些原6Ǯ与我�乃
加强每一向善的努力，控制并平衡我�的思
想，u使我�渴望Ȏ到崇高的Ò准。 {MYP 27.3}

在Ħ瑟，但以理和他同伴的H史中，我�看出真理的金ȱ是如何地将青年ġ系于上帝的宝座。他
�不因任何ƞ探而偏离正路。他�重Ɓ上帝的恩nȏ于君王的恩n与称Ɛ，所以上帝疼û他�并以
祂的盾牌ª庇他�。

28

因
他�忠Ǔ正直，又因他�立志荣耀上帝š于一切世人的权威，所以主就在世人面前明É地尊
重他�。他�竟从那掌管天上地下一切造化之工的万0之耶和Aɣ受了殊荣。Ȓ些青年不以É示自
己的本色
耻。即或在p廷之中，他�的言Ƭ、��、和行
，也都表明自己是信仰天上的耶和A
上帝的。他�拒Ł屈从任何足以·及上帝尊荣的属世命令。有天Ǯ的力量使他�承ƅ自己是效忠上
帝的。 {MYP 27.4}

你�当准a效学Ȓ些高Ǥ青年的榜Õ。Ł不可以你的Ò�
耻；要将它�展¦出来，使世人和天
使都能看到。切莫
虚#的Ǐ抑所困，也不可因虚#的ǐ慎使你s此忠告反其道而行之。藉着你所
小心ș±的言Ƭ和始ķ如一的行=，藉着你的礼�，你的真Ơ敬虔，
你的信仰作有力的表白，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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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ƈ基督占有心灵之殿的宝座；并将你的才能毫无保留地献在祂的脚前，
祂服<而用。 {MYP 28.1}

完全献身


你今生及来生永久的利益着想，你最好ȑ是完全委身于正的Ȓ一面，俾使世人明白你的立
Z。Ɛ多人ȑ没有完全献身于上帝的圣工，他�À¿不定的立Z原就是ǿ弱的根源，也成了别人的
ĸ脚石。

29

他�既未定原6，也未完全献身，就被ƞ探的狂î卷离自己明知的正道，而且他�也不作圣洁的
努力去制š每一椿ȸƮ，并藉着基督所�与他�的去完成正当的品格。 {MYP 28.2}

世人有权知道可能希求于每一才智之人的是什么。一个
\定，果决与正原6之活的化身的
人，必能在他的同人身上成
一股活Ý的力量，也必以他的基督教精神感化别人。Ɛ多人未能体ƅ
并ǭƙ到各人或善或�的影响力是何等的巨大。每个学生均�明了他所持守的原6，都必成
塑造
品格的活力。凡接受基督
个人救主的人，就必û基督，并û基督
之舍命的�人；因
基督必在
他里面成
活水的泉源，直涌到永生。他必毫无保留地自行降服于基督的管理。 {MYP 29.1}

维护你的自由

要以荣耀上帝
你人生的准6，不容任何ƞ探或旁的û好使你有所Ǽ移，因
祂“û世人，甚至将
祂的独生子ǮĿ他�，叫一切信祂的不至ð亡，反得永生。”你既是一个得蒙拯救且有自主，而能辨
是非的人，藉着无限代价得以Ǭ回，上帝呼召你ňª你的自由，并Ȑ用上帝所ǮĿ你的能力作天国
自由的子民。不要再受罪的奴役，却要作万王之王的忠Ǔ子民，É出你s上帝的忠Ơ来。 {MYP 29.2}

30

你要靠着耶ė基督表明你配担承主Ǯ予生命与恩典，以尊重你的神圣委托。你<要拒Ł屈从邪�
的权@。我�身
基督的精兵，就必ɜ在任何情形之下\决而明智地ɣ受祂救恩的条件，持守并m
践正的原6。神的智慧ɜ成
你脚前的灯，要忠于你自己，更要忠于你的上帝。凡能被震=的都
要震=；但你若在真理上有根有基，就必和那些不能被震=的仍然常存了。上帝的律法\定不L；
因它乃是耶和A圣德的表ă。你当下定决心，使你不在言Ƭ或影响上�毫·及Ȓ律法的权威。 {M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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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完全皈服

信奉基督宗教的意就是将一切完全皈服上帝，ɛ�圣灵的指引。藉着圣灵的恩Ǯ，必有道德的
力量ǮĿ你，使你不但具有原来托付你的才干去
上帝服<，而且Ȓ些才干的效能也必大大增ȓ。
我�若将自己所有的才能都皈服上帝，人生的ɂɪ就必大
ğ化。如此就必削弱并减Ŕ本心欲念的
千般µ扎。宗教犹如一条金ȱ，将青年和老年人的心灵与基督Ŝ系在一起。凡�意ɛ从的人都要藉
此得以安全通ȏ黑暗而ȸŉ复Î的道路，抵Ȏ上帝的圣城。 {MYP 30.2}

31

有些才智平凡的青年，若在高尚ī洁之原6所激励的教~之下受教育的Ȼò，他�就可从Ɖĳȏ
程Ű得ǩ格，出任上帝所呼召他�担ǔ的重Ǘ。可惜有的青年人竟然失Ǚ了，因
他�既没有决心
克服本性的癖好，也不愿听从上帝在祂圣言中的声音。他�没有防F自己的心灵以抵抗ƞ探，也没
有决心冒一切危ɓ克尽自己的本分。他�好象一个人行走在ɓ路中却不肯ɣ受任何足以帮助他逃避
不幸+覆的指u或教Ɖ，而一直走向必至ð亡之途。 {MYP 31.1}

命运的抉择

但愿人人都可体会到他就是自己命Ȑ的决定人！你今生和将来永生的幸福全ǰ乎自己。依你的ș
±，你可能和一些因他�的影响Ǟ·了你的思想、言Ƭ、和品行的人相交。你可能放Į邪情私欲，
藐Ɓ权威，言ǀ粗鄙，自Ǟ于极下Ǣ的地步。你的影响可能使别人受玷Û，你可能成
Ǚ坏那原可
由你引ɣ�向基督之人的因素。你可能引他�Ȕ离基督，Ȕ离正、圣洁、与天国。

32

在o判大日那�亡的人便要指着你Ʊ：“我若非受了他的影响，就不致跌倒，嘲笑宗教。他原来蒙
了光照，知道通往天国的路。但我6一无所知，一直盲目的走向ð亡。”唉！s于ȒÕ的控告，我�
将如何答辨呢？可Ž每一个人都�当考Ŷ他正�ɣ别人走向何方，Ȓ是多么的重要。那永恒的世界
既已在望，我��Ƨ如何殷勤地ƃ量我�所生影响的ļ果。我�不�将永恒ɂɪ置ƴŤ后，却�养
成ɧɧ自省的��我Ȓ种行
能蒙上帝喜悦N？我的行
在那班ɣ受Ɩ明正道之亮光与凭据上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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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之人的心中，将�生怎Õ的影响？ {MYP 31.2}

省察己心的问题

啊，但愿青年人肯Ñ考圣ĺ，使他�揣想基督若在同Õ情况下将如何行，而照Õ去行！我�从天
上Ű得知ƙ的机会已ĺ使我�ǔ起了重大的Ǘ任，所以我��Ƨ�²的自ɂ：我是否行在光中？我
是否遵照上帝所Ǯ我的大光引走正路，或是造成弯曲的歧途使跛子歪脚走差了？ {MYP 32.1}

我��使真理之价*、圣洁、和权威等深奥永久的意渗透于心。�û的青年，天Ǯ的亮光正照
耀在你�的前路，我祈祷但愿你�能尽量善用自己的机会。<要接受并持守自天而来的每一Ĳ亮
光，ȒÕ，你路上的光就必愈照愈明，直到日午。1893年2月2日,青年u« {MYP 32.2}

33

我们当前的机会

ă今我�从那些H代
上帝效?之人的ĺʈ中，有Ɛ多当学的教Ɖ。Ȓ些人装a自己去�付撒但
大0Ç所ĺH的斗争，考ʈ和辛?，我�知道的是何其少啊。他�既穿戴了上帝的全副0装，就能
抵´魔鬼的Ƥƃ。…… {MYP 33.1}

Ȓ些ȏ去献身与上帝以建Ô祂圣工的人，都是象ȧȫ般地忠于原6。他�乃是不灰心也不�胆的
人；正象但以理一Õ，充ì了s上帝的恭敬和ù忱，ì�高尚的宗旨和愿望。他�原是和今日参加
圣工的人一Õǿ弱无能的，但他�却完全依ǰ上帝。他�®有ǖ富，但Ȓǖ富却在思想和灵性的修
养方面。凡在一切事上以上帝
始，
ķ，
至善的人，都可以Ű致Ȓ种ǖ富。我�虽然缺少智
慧、知ƙ、德性和能力，但如果愿意Ȑ用我�学�的特权而求教于基督，我�就可以Ű得Ȓ一切
了。 {MYP 33.2}

所需要的工人

我�在今日所享有的机会与便利，乃是ȏ去各世代所不易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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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我�®有增加了的光，Ȓ光乃是从那些以上帝
依靠的Ɛ多忠心守望者的工作 来的；他�曾从
祂那里得着能力，使Ȓ光以清明了亮的光Ĳ照耀世界。在我�的Ç代有更多的亮光予以善用，正如
ȏ去的各世代ƴ男女先ǘ善用上帝所ǮĿ他�的亮光一Õ。他�在基督的門下ȿ久辛?，学�所授
予他�的教Ɖ，他�的辛?并非徒然。他�恒切的努力ķ于Ű得«,。他�与那最大的能力Ŝ合起
来，然而他�仍渴望s永恒的ăm作更深、更高、和更广ɍ的理解，俾能有效地将真理宝藏 Ŀǝ
乏的世人。 {MYP 33.3}

ă今正需要Ȓ种品Ǜ的工人。那些
上帝所重Ɓ以及如此名�在天上卷册中的，乃是那些象但以
理一Õ尽量K展每一ɚ才能，俾在Ȓ卧在那�者手下的世界上作上帝之国的代表。在知ƙ上ȿȓ是
必要的；因
知ƙ用在上帝圣工上乃是一种
善的力量。世界需要有思想、忠于正、并不断在ŝ
明和Žƙ上有ȿȓ的人。出版事�正需要人作最有利的Ȑ用，俾使真理增翅疾ɱ，迅速 到各国、
各方、各民。 {MYP 34.1}

效能的根源

我�需要聘用一班忠Ơ勤ǐ，不畏辛?及ŧɕ的青年。ȒÕ的青年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ś位，因

他�不会中途踌躇=À；他�在心志和灵性方面具有神圣的形象。

35

他��心一志，Ńņ不断向前向上迈ȓ，且K出š利的呼声。但那些�惰、怯懦、多疑的人，他
�既缺少信心又不愿
基督的ŏ故克己，致使工作无法前ȓ，因此不能蒙召。…… {MYP 34.2}

上帝呼召那些能与祂同工的人。人性既得与基督Ŝ合，就L
ī洁真Ơ的。基督供以效能，人便
成了
善的力量。真Ơ与正直乃是上帝的特性，凡具有Ȓ些特性的人就具有一种所向无Ã的能
力。1903年3月10日,ƗƑ与通Ƌ {MYP 35.1}

内在的义

内在的公是存于中而形于外的。一个内心公的人，决不是冷酷无情而ȫ石其心的，他却天天
ȿ成基督的形象，力上加力。一个因真理而成圣的人，必能控制自己并跟从基督的脚踪而行，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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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消没于荣耀之中。我�所藉以称的，乃是�于我�的；我�所藉以成圣的，乃是授与我
�的。前者是我�ȓ入天国权利的根据，后者是我�
天国所作的配a。1895年6月4日,ƗƑ与通Ƌ
{MYP 35.2}

36

可以攀登的高峰

�û的青年，你�人生的宗旨与目的是什么？你�极欲求学是否
了要在世界享有名誉和地位
呢？你是否有不敢宣露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学ƙ方面登峰造极？希望可以列身于oƊ与立法
的会Ɗ中,B助国家制Ƅ法令?Ȓ些愿望本无ȸƮ。你�每个人也Ɛ会Ȏ到各自的目Ò。你�不�因
平凡的成就便沾沾自足。要有高尚的目的，并不辞任何?苦去Ȏ到Ò准。 {MYP 36.1}

宗教乃人生的基础

敬畏耶和A乃是一切真�大的基Ē。正直、\定不移的正直，乃是你��m施于一切生活关系之
中的原6。要把你的宗教�入你的学校生活，�入你的宿舍，�入你所从事的一切活=中，你目前
的重要ɂɪ乃是如何ș±并完成你的学�，使你可以保持毫无玷Û之基督徒品格的\m与ī洁，使
一切ă世的要求和利益都ʂ服于基督福音的更高要求之下。 {MYP 36.2}

你�ă在要尽你力所能的从事建Ɠ，与社会并与生活建立合宜的关系，俾可�承上帝8造你的本
旨。

37

你�既身
基督的門徒,虽未被禁止从事属事的ś�;但必ɜ随�着你�的信仰。无Ƒ你�ɢa自
己从事什么�<，万不可想，要成功就非ý牲正不可。 {MYP 36.3}

崇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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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既已受宗教原理的ƼŪ，就可以攀登任何你�所ɢ期的高峰。我�很�意看到你�升向上帝
所定意要你�企及的高Ǥ程度。耶ė疼û宝Ǥ的青年；祂不�于看到他�ȿ大成人而仍有未培养K
展的才能。他�可能成
\守原67毅不屈之人，足堪托以重ǗȤ任，而
成全此事，他�理当尽
其所有的精力。 {MYP 37.1}

但万不可蹈此大罪，就是í用上帝所ǮĿ你的才能去作�害人。有些富有才智之人竟Ȑ用自己的
才智去播散Ǚ德和腐化的种子；但是Ȓ些人所播的必�生一ɚ收Ű，乃是他�收受Ç所不能引以自
豪的。利用上帝所Ǯ才干散布灾害与ē患而不造福社会，乃是一椿很可怕的事。将上帝托付我�的
才能藏匿起来而不Ž用于世，Ȓ也是一椿可怕的事；因
Ȓ无异乎是抛弃了生命的冠冕。上帝需要
我�的服<。每一个人都有他�尽之Ǘ；我�惟有完全接受了Ȓ些Ǘ任，并忠m地ɛ从良知克尽厥
ś，才能完成人生的�大使命。 {MYP 37.2}

38

宗教的影响

智慧人Ʊ：“你趁着年幼，……当ƌ念造你的主。”但不可有片刻以
宗教会使你消极悲ž，或阻
塞你成功之路。基督的宗教决不致消ð或削弱你一分才能。它决不致使你失去享受任何真正幸福的
能力；它无意于减少你�生活的�趣，或使你漠Ɓ�友及社会s你的要求。它不致Ŀ人生披上麻
衣；它不使人ȿ吁短M呻吟ƛ苦。不，不；那些在凡事上尊上帝
始，
ķ，
至善的人，乃是世
界上最快�的人。他�ť上决不致失去笑容与光彩。宗教决不会使接受的人L得粗俗ʍ莽、暴乱、
无礼；相反的，它却要使人高尚尊Ǥ，使他的志趣高雅，Žƙ圣化，使他有ǩ格加入天使的社会，
ȓ入耶ė去
他所ɢa的家�。 {MYP 38.1}

我�切不可忽略耶ė乃是喜�之源Ȓ一事m。祂决不以人类的痛苦
�，却喜Ž他�幸福。基督
徒有Ɛ多幸福的来源可随Ç享用，而且他�可毫无差Ʈ地分辨何种快�乃是正当合法的。他�可以
享受那不致于·耗精神或Ǚ坏灵性的i�，那不至令人失望或事后造成一种愁苦影响，以致!Ø自
尊心，或¯阻人走上有
之途的i�。如果他�能与耶ė同往参加，并保持虔Ơ的精神，他�便是
Łs安全的。…… {MYP 38.2}

39

我们是才干的保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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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朋友�啊，敬畏上帝乃是一切ȓ步的基Ē，又是智慧的开端。你�的天父s于你�寄有厚
望；因
你�既未祈求，也毫无功?可言，祂却照着祂的美意厚Ǯ你�；更有甚者，祂在一次Ǵ与
之中，就是Ǯ下祂的û子，便将全天庭都ǮĿ你�了。
了«答Ȓ无限的恩Ǯ，祂要求你甘心�意
的ɛ从，你�既是用代价就是用上帝儿子的宝血�来的，祂就要求你�善用所享有的特权。你�心
智和道德方面的能力乃是上帝的恩Ǯ，才干乃是祂交Ŀ你�去加以明智使用的，所以你�不可随意
ƈȒ些才干因缺少合宜的培养而致呆滞，或因不加Ȑ用而致残缺了。那落在你�肩上的重大任<能
否忠心地完成，或是你�努力的方向是否正确，是否尽力而
，Ȓ都取决于你�自己。 {MYP 39.1}

我�正`于末日的危ɓ之中。全天庭都很关心你�所正在建造的品格。种种的安排都已ĺ
你�
作妥了，使你�既已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Ǚ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人类并没有被撇下，ƈ
他靠自己微小的力量去 š罪�的@力。援助就近在身旁，必供Ŀ每一真正渴望Ű致的人。雅各在
异象中所Ž那些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的上帝的�天使，必帮助每一个决心向上甚至攀登高天的人。

40

他�正在ňª上帝的子民，并且在注Ɓ着他�所走的每一步。凡攀登Ȓ条光明之道的人必得着«
ǭ；必ȓ去享受他�主人的快�。基督教育原理, 82-86 崇高的理想 {MYP 39.2}

上帝s祂儿女所有的理想，是比人类最高思想所能Ȏ到的更高。使人成圣与上帝相似乃是所要Ȏ到
的目的。Ȓ就在学者面前，打开了一条Ńņȓ步的途径。他有要完成的目的，要Ȏ到的Ò准，是包
括一切善良，ī洁，和高尚之事在内的。他必在每一ɚ真知ƙ上尽可能地得到充分迅速的ȓ展。他
所努力要Ȏ到的目Ò，也必超ȏ一切ī出于自私及ËÇ之利益，有如天超ȏ地一般。教育Ƒ, 17 {MYP

40.2}

上帝恩惠的导管

各人都有权利作一个活的u管，ƈ上帝籍以将祂丰盛的恩典，就是基督那à不透的丰富 Ŀ世
人。基督所最渴望的乃是有人作祂的工具，向世人表彰祂的灵和祂的品德。如今世界所最需要的，
莫ȏ于藉着人所表ă的救主的û了。全天庭都在等待着那可用以Þ灌在人心中成
喜�和福惠之圣
油的u管。天路, 373 {MYP 40.1}

41

效能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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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ǔ有重大的Ǘ任。上帝s于生存在Ȓ亮光和知ƙ均已增ȿ之Ç代中的青年期Ɛ甚高。祂期
望他�将 ¦亮光与知ƙ。祂亟愿用他�来ʄ除那蒙蔽多人的ȸǑ与异端。他��Ƨ收集每一分一
点的知ƙ与ĺʈ，藉以造就自己。上帝要他�
所享有的机会与特权ǔǗ。那¿在他�面前的工作
正等待着他�殷勤的努力，俾根据Ç代的需要逐步推ȓ。 {MYP 41.1}

如果青年�肯献上心智
上帝服<，他�在效能和功用方面就必Ȏ高尚的Ò准。Ȓ乃是主所期望
青年Ȏ到的Ò准。他�所行若不与此相符，便是拒Ł善用上帝所Ǯ的机会。Ȓ就必算
s上帝不
忠，在造福人群的工作上失ś了。 {MYP 41.2}

具有合于服务的资格

凡努力
上帝服<殷勤t求以X分Ǵ的人，必不断地从上帝那里Ű得亮光，使他�可以成
交通
的u管。

42

如果青年男女能像但以理一Õ，使他�一切的��、û好和ù情都与上帝的要求相符，他�就必
使自己有承担更高工作的ǩ格。他��从心意中排除一切低劣Ȁ浮的思想。�抛弃无意的行
与
û好i�的�性，Ɓ之
与凡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吃祂肉喝祂血之人的生活与ĺʈ迥不相合的。
{MYP 41.3}

他��当警Ƃ虽然一切求学的便利已在自己掌握之中，但他�或仍未Ű得合格ȓ入主葡萄园中担
任部分工作的教育。他�若没有明智的敬虔Ȓ一必要的ǩ格，就不能参与
上帝服<。如果他�将
那原�藉高尚宗旨而增强的宝Ǥ心志虚耗于享受和i�上，他�就Ǟ·了上帝所Ǯ与他�的能力，
并在祂面前算
有罪了，因
他�没有藉善用以增ȓ他�的一切天Ǫ。 {MYP 42.1}

他�那萎弱的灵性使上帝不悦。他�毒害并腐化了凡与他�接触之人的思想。他�的言Ƭ行
Į
恿人漠Ɓ神圣的事物。他�不但危害了自己的心灵，而Ȓ种榜Õs于凡他�所接触的人也是一种!
害。他�毫无ǩ格代表基督。他�是罪的奴仆，粗心、ʍ莽、而又愚昧，反而将人从祂面前ʄ散。
{MYP 42.2}

凡ì足于低微成就的人，在与上帝同工的事上必致失Ǚ。凡ƈ心意不加防F而随意之所之ɰŬ不
定的人，撒但就以暗示充斥于他�心意之中，使他�在他的0中受Ɖĳ去引Ư别人。

43

他�或以宗教自ƪ，也Ɛ具有敬虔的外貌；但他�却是û宴�ȏ于û上帝的。 {MYP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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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伶俐并非敬虔

有些青年的确具有某种ŝ明，ɤ
朋ȅ所承ƅ所欣羡，但他�的才智并未成圣；并没有因ĺʈ中
所ɣ受的恩典和ƞò而\强巩固，所以上帝不能用来造福人群并荣耀祂的名。在敬虔的#装之下，
他�的才能竟被用来建立虚#的Ò准，致使一般没有悔改的人看了，就以他�
原ƾ自己ȸ行的藉
口。撒但引Ư他�逞其无意的�=和所ǈ机智来i悦友伴。他�所作的尽都卑鄙；因
他�既在
那ƞ探者的控制之下，由他来管理并塑造他�的品格，叫他�可以
他作工。 {MYP 43.1}

他�有才干，却未ĺƉĳ；他�有能力，却未予善用。才干虽已Ǫ与他�；但是他�却因荒唐而
加以Ʈ用Ǚ坏了，并且ȑ把别人也拖向同一卑下的水准。基督曾藉克己、ý牲、和Ǐ卑，并藉祂所
忍受的羞耻和辱ʆ，而
他�的灵命付上了Ǭ价。祂ȒÕ作乃
拯救他�µ脱罪�的束Ő，脱离眷
养他��
利用他�Ǚ坏生灵的主人的奴役。可惜他�竟然使救Ǭ主的大û在他�身上完全失效，
因此祂以�!之心注Ɓ着他�所行的。 {MYP 43.2}

ȒÕ的青年必遭受永Ȕ的·失。

44

当每个人从o判全地的主按着本身所行的遭受«�之日，他�那种嬉�Ȁ薄的作ɯs于他�将会
怎Õ呢？他�竟用草木禾ĕ在根基上来建造，因此他�一生的工作必然�于�有。那是何等的·失
啊！ {MYP 43.3}

啊，那些在上帝圣工上克尽厥ś，Ç常仰望耶ė要得到祂的嘉Ɛ，每天在他�的ƌ�册上写下了
自己的ȸƮ，ȏ失，和�!，以及 šƞ探的ĺȏ和在基督里所享有的喜�与平安的人，他�的情
形Ƨ是多么�越啊！ȒÕ的青年在面s自己生平的ƌ�Ç，必不致羞愧�恐。一八九九年六月廿
二，青年u« {MYP 44.1}

特选的方法

我�s祂的信m所作的宣ƅ，乃是上天所特ș向世人表¦基督的方法。我�要承ƅ祂藉着古Ç神
人所Ɍ明的恩典；但最有效的ȑ是我�自身ĺʈ的ŽƖ。当我�在自己身上É明那神圣能力的作

Ç，我�便是
上帝作ŽƖ了。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与一切其他的人有别，而所有的ĺʈ也是迥然不
同的。上帝甚愿我�的ǳ美，�有各人个性之Òƌ升Ȏ于祂。健康与家庭, 108 {MYP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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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登峰造极

在完成基督化品格的事上，必ɜ±善固¢。我要向我�青年强Ƽ在建造品格的工作上恒心和毅力
的重要性。青年人从幼年就必ɜ将\定正直的原6交Ķ于品格之中，方可Ȏ到男女成人的最高Ò
准。他��将Ȓ一事mÇ常放在眼前那就是自己乃是用重价�来的，所以�当在身体和心灵上荣耀
上帝，因
Ȓ都是属于祂的。…… {MYP 45.1}

日新又新

青年的使命就是要天天追求ȓ步。彼得Ʊ：“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
ƙ；有了知ƙ，又要加上Ū制；有了Ū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
加上û弟兄的心；有了û弟兄的心，又要加上û�人的心。你�若充充足足的有Ȓ几Õ，就必使你
�在ƅƙ我�的主耶ė基督上，不至于Ʉ�不ļ果子了。” {MYP 45.2}

当你�步之ɑ，毋ɜ将Ȓ一切逐步的程序念念在心：却要定睛仰望耶ė，C求荣耀上帝，你就必
有所ȿȓ。

46

你不能在一天之内完全Ȏ到基督ȿ成的身量，而且你若事先得Ž必ɜ遭逢而加以克服的一切困
ɕ，你就必然陷入沮�之中。你ɜ与撒但抗争，而且他必力X利用各Õ的Ƥƃ引Ư你的心意Ȕ离基
督。 {MYP 45.3}

应付阻碍

但我�必ɜ�付那¿在脚前的种种障碍，逐一去克服它�。制š了第一个困ɕ，就有更大的力量
去s付下一个，并且因每一次的努力而更有能力前ȓ。我�可藉仰望耶ė而成
得š的人。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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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L得ǿ弱而且缺乏信心，乃是由于我�常常注意自己的困ɕ，因而畏Ŕ不敢ƅ真去
正作 
所致。 {MYP 46.1}

只要逐步上ȓ，必可攀登最高山峰，ķ于到ȎŁɘ。所以切莫因
你一生ɜ作的工ȏ于繁Ȥ而困
窘不安，因
并非要你一Ç将它全部完成。要在每天的工作上尽全力以赴，要善用每一宝Ǥ的机
会，要感激上帝所ǮĿ你的各种帮助，而逐步攀登上ȓ之梯。要ƌ得你一次只ɜ
一天而活，因

上帝既然已ǮĿ你一天，天上的ƌ�即将É示你如何珍ƁȒ一天的特权与机会。但愿你充分利用上
帝所ǮĿ你的每一天，使你最后能听到主s你Ʊ：“好，你Ȓ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1893年1月5日,
青年u« {MYP 46.2}

47

与上帝合伙

在你掌握之中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人，按照上帝所用的Ʊ法，乃是上帝的儿子。“我�ă在是上帝
的儿女，将来如何，ȑ未É明；但我�知道主若Éă，我�必要象祂；因
必得Ž祂的真体。凡向
祂有Ȓ指望的，就洁2自己，象祂洁2一Õ。”Ǽ离一切卑Ǣ低劣的事。而升Ȏ崇高的Ò准得受世人
的尊敬和上帝的nû，Ȓ乃是你的权利。 {MYP 47.1}

主将宗教工作交付Ŀ青年人，以及各等年ʖ的人，以表示祂重Ɓ他�
祂的儿女。祂授他�以自
治之Ǘ。祂呼召他�与祂分担救Ǭ并提拔的�大工作。父�怎Õ与儿子合伙ĺű，照Õ，主也与祂
的儿女合伙工作。我�是成
与上帝同工的。耶ėƱ：“你怎Õ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Õ差他�到世
上。”你z不宁愿ș±作上帝的儿女，而不作撒但和罪的奴仆，背ǔ一个基督之Ã的名号N？ {MYP

47.2}

青年男女需要更多基督的恩典，使他�能将基督教的原理m践于日常生活之中。

48


基督复	而作的准a，乃是一种靠基督而Ȼò我�最高尚品Ǜ的准a。每一个青年都有特权建
造自己品格成
佳美的建筑。但他�Łs需要ġġ靠近耶ė。祂是我�的力量，效率，和权能。我
�不可片刻依仗自己。 {MYP 47.3}

升得高而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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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才能无Ƒ是大是小，�要ƌ得那都是托付Ŀ你的。上帝藉此来ƞƞ你，Ŀ你机会Ɩ明你自己
的忠Ơ。你因一切才能已欠了祂的)。你的体力、智力和灵力都属于祂，所以Ȓ些能力都要
祂而
用。你的ÇɅ、你的影响、你的才干及你的技能都要向Ȓ位Ǯ与一切的祂交�。那藉Ơ²的努力以
求mă主所定救拔人类大ƃ的人，便是最能善用他的天Ǫ的人。 {MYP 48.1}

要在你已ĺ着手的工作上孜孜不倦，直到你š了又š。要
一定的宗旨来Ɖĳ你自己。要念念不
忘那最高的Ò准，俾使你能成就日益�大的善工，藉以反映上帝的荣光。1910年1月25日,青年u«
{MYP 48.2}

49

50

第二篇与罪�斗争

基督的榜Õ向我�É示出唯一得š的希望，乃是不断抗拒撒但的攻4。那位曾ĺ在ƞ探的斗争中
 š了万灵之Ã的主，洞悉撒但加ƴ人类的权@，并已替我�征服了他。祂以 š者的身份，将祂
š利的�@分Ǯ我�，以便我�在抗拒撒但的ƞ探Ç，可以使我�的ǿ弱与祂的能力融和，使我�
的不配与祂的功德Ŝ合。我�靠祂持久能力的支持,在ƞ探的I力之下,可以奉祂全能的名抵抗到底，
而ķ必得š象祂得š一Õ。 {MYP 50.1}

51

强敌撒但

堕落的人类乃是撒但合法的俘ŵ。耶ė基督的使命就是要©救人类脱离撒但的权@。人类在本性
上+向于附从撒但的唆使，若没有那大能的得š者基督住在他的心中,引u他的愿望,并ǮĿ他能力，
�靠自己是无法抗拒如此可怕的仇Ã的。惟有上帝才能遏制撒但的权@。他ă在正在地上走来走
去，上上下下。他无Ç无刻不在警惕之中，惟恐ȸȏ一个Øð世人的机会，要ġ的是上帝的子民必
ɜ明白Ȓ事，俾得以ɀ避他的ŕ网。 {MYP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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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的伪装

撒但正在ɢa他种种的ʉÌ，以便在他与上帝的子民作最后一 Ç，使他�不致ƅ出是他来。哥
林多后�11章14ŪƱ：“Ȓ也不足
怪；因
Ȗ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某些受了迷惑的人强Ȋ撒
但根本不存在，却正是撒但把他�¹了去，并且大大利用他�从事活=。撒但比上帝的子民更清
楚，他�在基督里得着力量就必有制š他的权能。 {MYP 51.2}

最ǿ弱的真理信徒在Ǐ卑地祈求那位大能的得š者之援助，并\定地信ǰ基督Ç，他�就能很有
效地4退撒但和他的全0。

52

撒但太Ƥƚ了，他决不会明目�胆地来ƞ探人，因
ȒÕ基督徒ȗȥ的活力就必振d起来，也必
依靠那位强有力的救Ǭ主了。可是撒但以不易Ƃ察的方式前来，在#装之下藉着那班自命敬虔的悖
逆之子而ȓ行工作。撒但必尽一切的力量折磨、ƞ探、并Ʈu上帝的子民。 {MYP 51.3}

那敢于当面ƞ探并嘲弄我�的主，又有能力用双臂将祂�到殿ɘ和极高的山上去的�者，必s在
智慧方面固ȔȚ于他�的主，而s于撒但的Ƥƃ和能力又几乎毫无所知的Ȓ一世代人类身上，大施
其淫威。 {MYP 52.1}

他s于那些本性+向于听受他指使的人，必以不可思Ɗ的手段侵ź他�的身体。撒但因把他当作
类乎神ơ般虚Ï之物而欣然雀Ƿ。当他被Ɓ
无足Ȁ重，且以一种幼稚的X例或什么=物来形容
他，便洽合其意了。人�果以他
如此低劣，以至s于他布署周密的Ƥǂ毫无戒a，因而他几乎无
往不利了。人若洞悉他的能力与狡ƚ，就必在心意上有所准a而有效地去抵抗他了。…… {MYP 52.2}

为每一生灵而战

我看到�使者正在
c取生灵而 ，且有上帝的使者与他�抗争。ȒZ 斗是9烈的。�使者迫
近他�，用他��毒的权@Ǚ坏气氛，麻痹人�的感Ƃ。

53

圣天使在关切地注Ɓ着Ȓ些生灵，渴待4退撒但的0旅。可是善天使的任<，并非ȕ逆人的意愿
以控制其思想。倘若他�屈从仇Ã而不d力去抗拒他，6上帝的使者所能做的，只有遏制撒但的大
0，不容他�ȓ行Øð，直等到有更大的亮光ǮĿȒ些`于ɓ境之中的人，激使他�ū醒ȏ来，抑



4/7/13 8:16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20 of 240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4&start_paragrap…1003587615&finish_paragraph=1003589940&references=1&pagebreaks=1

望上天的帮助。耶ė不会派圣天使去解救那些不作任何努力自助的人。 {MYP 52.3}

撒但若Kă他将有失去一个生灵的危ɓ，就必+其全力来把持此人。此人既察Ƃ自身的危ɓ，因
而悲M急切地向耶ė求Ǯ能力，ȒÇ撒但Ơ恐失去一个囚ŵ，便召Q他的�使者来增强ɏ容，将那
可怜的生灵重重W困，在他四面筑起一堵幽暗之_，以致天庭的亮光不能透Ȏ其身。但是如果那`
在ɓ境中的人\持到底，并且因自己的ǿ弱无能而完全投靠基督宝血的功?，耶ė就必垂听出于信
心的�切祈祷，差遣大有能力的天使去增援解救他。 {MYP 53.1}

撒但不能忍受人向他那强有力的Ã手求助，因
他在祂（基督）的权能与威�之前便恐惧 兢。
撒但的全0若听ɉ�切祈祷之声，都将 �不已。……及至大能的天使，穿着天庭的0装，来援救
被仇Ã追逼得行将昏Ł的生灵Ç，撒但和他的全0就尽行ê退，深知他�已ĺǙ北了。1862年5月
13日,ƗƑ与通Ƌ {MYP 53.2}

54

战争的性质

人的意志原是采取攻@的，并且Ç常竭力使一切事物都迎合它的目的。它若�附正和上帝那一
面，就必在生活上É出圣灵的果子；而且上帝已定意，要将“荣耀、尊Ǥ、平安、加Ŀ一切行善的
人。” {MYP 54.1}

意志若Į任撒但去塑造，6他必藉此以Ȏ成他的目的。他煽=�疑的理Ƒ，激起人心攻4上帝的
道。他殷勤不懈地企X以自己憎恨和仇Ɓ上帝的精神去鼓=世人，使他�整装列ɏ反抗上天的要求
及制度与圣灵的Ȑ行。他将一切的�@力都招附在他的旗下，将他�投入 Z在他指¶之下去从事
善�之争。 {MYP 54.2}

号召反抗罪恶的权势

撒但的工作乃是要从人心中推翻上帝的权威，而塑造人性成
他自己丑陋的形象。他激起一切罪
�的+向，Q醒种种不圣洁的情欲和野心，他向人宣布Ʊ：我将一切的权力、尊荣、ǖ富及罪中之
�Ŀ你；而他的条件却是要人放弃忠Ơ、良心ȗȥ。ȒÕ他便能Ǟ·人类的良知，使他�Ü
罪的
囚奴。 {MYP 54.3}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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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号召人反抗罪�的权@，祂Ʊ：“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ɛ从身子的私
欲。也不要将你�的肢体献Ŀ罪作不的器具；倒要象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Ŀ上帝，并将肢
体作的器具献Ŀ上帝。” {MYP 55.1}

基督徒的人生乃是一Z 争。但“我�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 ，乃是与那些¢政的、掌权的、管ȉ
Ȓ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魔争 。”我�只有靠ǰ主的援助，才能在ȒZ善�之争中Űš。
我�Ȓ有限的意志必ɜɛ服那无ę者的旨意；人的意志必ɜ融合在神圣的旨意中。ȒÕ就必能得着
圣灵的帮助；而每一次的š利便有助于上帝所Ǭ��的�回，在人身上恢复上帝的形象。 {MYP 55.2}

圣灵的帮助

主耶ė藉着圣灵行事，因
圣灵是祂的代表。祂藉圣灵将属灵的生命注入人心，Q醒行善的力
量，洁除品德上的ÛĖ，使之合格配入祂的国。耶ė有宏大福惠和丰富的恩Ǯ要分Ǯ与人类。祂是
奇妙的策士，祂有无ę的智慧和能力；我�若承ƅ祂圣灵的能力，ɛ服祂的陶冶，便能在祂里面得
以完全。Ȓ真是不可思Ɗ啊！

56

“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在祂里面也得了丰盛。”人心若非ɛ
服于上帝圣灵的陶冶，便永不能ɣ略快�的滋味。圣灵将Ȓ更新的生灵照着耶ė基督的范型改造，
藉着圣灵的感化可将与上帝
仇的心L
信心、û心；将ʇ傲L成Ǐ卑。ȒÇ心灵便ɣ悟出真理是
何等的美善，而在品格高Ǥ和完美上尊荣基督。一旦�生了Ȓ种种的ǼL，天使便唱出×�的Ɵ
歌；上帝和基督也因世人L化成
神圣的形象，便大大喜�。…… {MYP 55.3}

胜利的代价

ă今善�之争9烈的程度，并不减于救主在世之日。ăÇ的天路也不比当年平坦。我�必ɜ除去
一切的罪�。要断Ł凡¯阻我�灵性ȿȓ的所喜×放Į的每一Õ嗜好。我�的右手或右眼若叫我�
跌倒，<ɜ将它割舍。我�愿意弃Ł自己的智慧，以赤子之心去接受天国N？我�愿意撇下自以

的心N？我�愿意舍弃世人的ǳƐN？永生ǭǮ的价*是无限量的。我��意接受圣灵的帮助并
与祂合作，使我�的努力与ý牲能与所Ű得的价*相称N？1903年2月10日,ƗƑ与通Ƌ {MYP 56.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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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撒但特殊的努力

我蒙指示我�必ɜ作全面的防F，恒心抵御撒但的潜ź和Ƥǂ。他已将自己L作光明的天使，正
迷惑引Ư着千万的俘ŵ。他尽量地利用了心智方面的学ɂ，他在此事上真是灵巧象蛇，也趁人不知
不Ƃ之Ç潜入Ǚ坏上帝的圣工。他将基督的工作和神迹�之于人
的。 {MYP 57.1}

撒但若明目�胆地攻4基督教，使基督徒迫于困苦�!而投奔到他救主的脚前，大能的拯救者便
会使ȒE莽的仇Ã�惶而退。可是撒但既装成光明的天使，便下功夫引Ư人的思想偏离那唯一安全
正直之道。撒但已藉着骨相学，心理学，和催眠Ì等作
通路，直截地迷惑Ȓ一代的人，Ȓ乃是Ȑ
用那在恩典Ç期行将ļ束Ç表ă他作
特色的能力而施行的。…… {MYP 57.2}

愈靠近末日，人心便愈容易受撒但Ƥƃ的影响。他Ư使Ȓ些受迷惑的人解Ƞ基督的神迹奇事不ȏ
是依照一般定律而行的。撒但�于ù衷冒充基督的工作，以建立他自身的权@和主�。Ȓ种工作大
都不是明目�胆作的。

58

他狡猾异常，知道若要作成他的工，最有效的莫如装成光明的天使来引Ư可怜堕落的罪人。 {MYP

57.3}

撒但昔日在È野，以一个俊美青年的姿�形体来到基督面前，ɤ似帝王而并不象一个堕落的天
使。他ì口都是ĺ上的ơ。他Ʊ：“ĺ上ƌ着Ʊ，怎Õ怎Õ”。我�正受着痛苦的救主也引用圣ĺs付
他，Ʊ：“ĺ上又ƌ着Ʊ。”撒但利用基督ǿ弱痛苦的境况，乘机ƞ探祂。祂已取了我�人类的性Ǜ。
{MYP 58.1}

自恃是致命的

撒但若真能Ÿ惑并欺ď人的心思，令人自以
具有完成大善行的内在之力，遂不再倚靠上帝以从
事他�所自以
有力量成就的事。他�不承ƅ超然的权能。也不将上帝�大崇高之尊�所�得的荣
耀�Ŀ祂。撒但的目的便ȒÕȎ到了。他看Ž罪人妄自尊大，象他昔Ç在天上高抬自己而被ʄ逐的
情形一Õ，便大
快�。他深知人若高抬自己，就必象他自身的ļ果一般注定沉Ü。 {MYP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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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人的信任

撒但在È野ƞ探基督的事上�已失Ǚ。救Ǭ的ƃ划已如期完成。救Ǭ人类的重价已ĺ付上了。ă
在撒但正想要摧Ø基督徒盼望的根基，u使人的心意Ǽ入歧途，叫他�不能靠ǰȒ重大的ý牲Ű益
或得救。

59

撒但利用他那“出于不的Ƥƚ”，引Ư堕落的人类相信大可无需Ǭ罪；也不必靠ǰ那曾ĺ被ȣ而
又复活的救主；只凭自身的功?便可得蒙上帝的恩n，Ń之他更破坏人s圣ĺ的信任，深知Ȓ一着
若是成功，那加ƌ号在他身上的%察者（圣ĺ）就Øð，他便安全了。 {MYP 58.3}

他更加ġ迷惑人心叫人相信并没有魔鬼的存在，凡ȒÕ相信的人自然不作努力去抵抗那并不存在
的，以致Ȓ些可怜盲目的人ķ于承ƅ俗Ƭ所Ʊ“既成事m，都是s的”。他�不接ĭ任何法6去衡量自
己的行径。撒但更Ư惑多人相信向上帝祷告毫无用`，不ȏ是形式而已。他深知基督徒是如何地需
要默想和祷告，以提高警Ƃ抵御他的Ƥƃ和欺ʉ。撒但所用的手段无非使人的心意Ǽ离Ȓ一类重要
的灵修，以致人不倚ǰ全能者的帮助，从祂得力以抵´他的攻4了。…… {MYP 59.1}

我�若疏忽祷告，那就正中了撒但的Ƥƃ，惟其如此他那虚假的奇事便更易
人所接受。于是撒
但便Ȏ到他的目的，将他欺ʉ人的ƞ探¿在世人面前，Ȓ就是他用以ƞ探基督所未能得逞的。他有
Ç装成可û的青年，或以美�的幻影出ă。他施行医治，接受那些被ʉ之人的敬拜，Ɓ之
人类的
福星。…… {MYP 59.2}

60

心意的控制

我蒙指示除非人的心意降服于撒但的控制，他Ł无法控制它。那些离开正路的人ă今正是`于极
大的危ɓ中。他�自己既与上帝隔Ł，并离开上帝天使的看ɞ，于是那无Ç不在警Ƃ着XǂØð生
灵的撒但，便下手向Ȓ些人施行他的欺ʉ，因此他�便陷入最危ɓ的境地中。Ȓ等人若看出黑暗的
权@而企X抵御，使自己脱离撒但的ŕ网，已非易事。因他�既已冒ɓȓ入撒但的腹地，他便Ɓ他
�据
己有。他必毫不ȗ疑地尽其全力，并召集他一切的�党羽，从基督的手中来c取一个生灵。
{MYP 60.1}

凡勾引撒但来ƞ探他�的人，必ɜ尽极度的努力来使自己脱离他的权@。但当他�开始
自己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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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之Ç，那曾
他�担�之上帝的天使必前来拯救他�。撒但和他的爪牙不愿放弃他�的掠物。他
�与圣天使ȊƑ交 ，斗争极其9烈。倘若那般犯ȸ的人Ńņ�求，深自Ǐ卑，承ƅ自己的ȸƮ，
那么大有能力的天使必能 š，将他�从�天使权@之下©救出来。 {MYP 60.2}

幔子揭开了

当幔子揭开Ç，我蒙指示看Žă代的腐Ǚ，使我的心!痛，我里面的灵也几乎昏厥。我看Ž地上
的居民已�ǡì盈。

61

上帝的忿怒已ĺK作，必不再平息，直到罪人从地上ðŁ。 {MYP 60.3}

撒但是基督自己的仇Ã。他是天地Ʌ各种反叛上帝之行=的ē首和ɣ袖。撒但的忿怒也在加增，
但我�却未KƂ他的权@。我�的眼若是开了，看得Ž堕落的天使怎Õ向那些ǜX安逸并自以
Ę
妥的人ȓ行攻4，我�便不会感Ƃ是多么安全了。�天使Ç刻在跟踪我�。我�以
只有坏人才甘
愿依撒但的唆使行事；其m何Ç我�的心意没有儆醒防a撒但那看不Ž的爪牙，他�便要霸占新ɏ
地，更要在我�眼前施行神迹奇事。我�是否准a好使用那保Ɩš利的唯一武器。上帝的圣言去抵
´他�呢？ {MYP 61.1}

有些人受Ưƅ
Ȓ些奇事乃是来自上帝。病人要在我�面前得医治，神迹要在我�眼前施行。当
撒但虚假的奇事更加全然É露之Ç，我�是否已ĺɢa好去�付Ȓƞò呢？是否会有多人陷入他的
网ŕ而被俘？形形色色的ȸǑ，以及偏离明确的律例和上帝的ƫ命，听荒渺无凭的ơƬ，都是足使
心意
撒但虚假的奇事所迷惑的。我�大家ă今都当武装自己，�付那迅即参与的 争。信ǰ上帝
的圣言，虔Ơ的研究，切m地Ȑ用，Ȓ便可作我�的盾牌抵´撒但的权@，并使我�靠ǰ基督的宝
血得š而有余。1862年2月18日,ƗƑ与通Ƌ {MYP 61.2}

62

试探不可作为犯罪的藉口

我�情感的每一冲=，胸中的每一才能，或心内的每一意向，都必ɜÇÇ刻刻在上帝圣灵管理之
下。只要是我�Ŀ撒但留一点地步，上帝Ǯ人的每一福惠，和祂ƈ人遭遇的每一ƞò，撒但都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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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且必定利用来ƞ探、摧残、并Øð我�。所以不Ƒ一个人所受的属灵光照如何的大，所享的
恩典和福惠如何的多，他也必ɜÇ刻Ǐ卑地行在耶和A面前，并凭着信心�求，上帝就要指引每一
个思想，管理每一个情感。 {MYP 62.1}

凡自称敬虔的人，都有保守自己心灵的神圣Ǘ任；在极大的刺激之下，要Ȑ用自制的能力。摩西
身上所ǔ的Ǘ任固然非常重大；而且少有人会受他那么厉害的ƞʈ；然而Ȓ并不足以原ƾ他的罪。
上帝已ĺ
祂的百姓作了充分的准a；他�如能依靠祂的力量，就决不至受Ă境的支配。因
不Ƒ
ƞ探多么大，�不能作
原ƾ罪�的藉口。不Ƒ我�所忍受的I力多么重，犯罪究竟ȑ是我�自己
的行=。地上或阴Ʌ所有的@力，都不能勉强任何人作�。撒但固然要找出我�的弱点向我�ȓ
攻，但我�仍然没有屈服的必要。不管我�所遭遇的ź4是多么强烈或凶猛，上帝已ĺ准a援助我
�，我�靠祂的力量必能得š。先祖与先知, 411 {MYP 62.2}

63

毅 力

在那些最后得š之人的宗教生活中，必要ĺȏ若干可怕的困惑和ƞòÇ期；但他�决不可�弃勇
敢的心，因
Ȓ是他�在基督門下所受Ɖĳ的一部分，也是
除去各Õ渣滓的所必不可少的。上帝
的仆人<ɜ毅然忍受仇Ã的攻4，他那�毒的嘲ʆ，并ɜ克š撒但堆塞在他路途上的阻碍。 {MYP

63.1}

撒但要尽力使基督的門徒灰心，好叫他�停止祷告和研究圣ĺ，他也要将他可憎的阴影斜射在他
�的路途上，以遮掩耶ė，隔Ł祂的慈û，ɔ蔽天上基�的荣耀。撒但最喜×使上帝的儿女不断地
�疑，在路上ɮ抖、痛苦、而逡巡不前。他更尽其所能使沿途充ì�!；但你若保持向上仰望，而
不俯Ɓŧɕ，便不致在途中昏倒，不久你必看Ž耶ė向你伸出援手，而你只需以Cī信ǰ之心伸手
ƈ祂�ɣ。你愈信ǰ，就必愈有盼望。 {MYP 63.2}

靠主的力量

耶ė是世上的光，你要照祂的Õ式塑造自己的人生。你必在基督里得着帮助，从事形成\强，均
衡而佳美的品格。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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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ȒÕ的品格所K的光Ȇ，撒但也无法抹煞。主有工作Ŀ我�各人去作。祂没有ſ定要我�受人
的ǳƐ和nû的@力支持；主指定人人都要靠祂的力量而站立。上帝将那最佳美的礼物就是祂的独
生子ǮĿ我�，藉着披戴祂那完美的圣德，使我�成
高尚尊Ǥ，得以在祂的国中承受家�。耶ė
来到我�世上，度ȏ了祂所期望于祂門徒所ȏ的生活。然而我�若放Į自己，�于尽力与上帝那奇
妙的圣工相配合，我�不但在今生要受·失，就是将来的永生亦必�失。 {MYP 63.3}

上帝定意要我�不可垂b�气，却要�着\强的信心和希望，从事工作。我�既研究圣ĺ，得蒙
O迪看到天父怎Õģ尊降Ǥ将耶ėǮĿ世人，叫一切信祂的不至ð亡反得永生，我�就�当有Ʊ不
出来ì有荣光的大喜�。上帝指定要我�使用从教育所Ű得的一切去推ȓ真理。从生活和品格上必
ɜ反射出真m的敬虔来，ȒÕ便可向世人高�基督的十字架，更可藉十字架的光ȆÉ明生灵的价
*。我�必ɜ开通心窃得以明白圣ĺ，藉着食用天来的灵粮而Ű得灵性的力量。1890年 ƗƑ与通Ƌ
{MYP 64.1}

65

心 殿

忠mɛ从上帝的要求，s于提高、K展、并加强人一切的才干具有�人的影响。凡在青年Ç代便
献身
上帝服<的人，都必É出高强的判断力和敏ȶ的辨ƙ力来。ɕ道不�当如此N？藉着与那位
有史以来最�大的教~交往，增强悟性，O迪思想，洁2心灵使整个的人得以成
高尚、文雅、而
尊Ǥ的。“你的言Ƭ一解开，就K出亮光，使愚人通Ȏ。” {MYP 65.1}

上帝的理想

在自称虔Ơ的青年中，有一大班人似乎反ʅ了上Ūĺ文。他�在知ƙ或灵性上�毫没有ȿȓ。他
�的能力非但没有K展，反而èèɨ�。可是Ɵ人的ơ乃是真基督徒的写照。mɑƱ来，圣ĺ字句
的本身并没有K出亮光，使人通Ȏ；而是上帝的ơ藉着圣灵解开灌入人心。人一旦真正悔改便成

上帝的儿子，与上帝的性情有份。不但心意更新，智力也必增强活Ý起来。有Ɛ多先例Ɩ明。人在
悔改之前只具有中等甚或下等的才干，但在悔改之后竟判若两人。

66

他�竟É出极大的智力能明了上帝圣言的真理，并将Ȓ些真理推介别人。甚至世上智力超卓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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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Ƃ得与Ȓ些人交ǀ乃是一种权利。公的日b既将其ñõ的光Ȇ照入他�的心中，便使各种能
力活Ý起来K¶更有力的作用。 {MYP 65.2}

青年人若肯藉圣灵的帮助将上帝的圣言接ĭ在心而奉行于生活中，上帝就必
他�施行大事。祂
Ç刻竭力将他�吸引到一切智慧的源b，也是良善、ī洁、真理的泉源他自己那里。那ì存高尚ɪ
旨的心意也L
高尚的了。 {MYP 66.1}

污秽的神龛

凡自称事奉上帝却在敬虔和知ƙ上毫无ȿȓ的人，就是虚有其名的基督徒。其心殿中充斥着ÛĖ
的神ʗ。Ȁ浮的ƶ物，无ǈ的言ǀ，和世俗的i�既占据了整个的思想，上帝的圣言便无余地可以
ȓ入了。心灵中基督�有的地位，全Ŀ世俗、ʇ傲及Ȁ浮的事物占据了。…… {MYP 66.2}

放纵情欲而堕落

凡以追求放Į食欲和情欲
主要福利的人，Ł不是良善或真正�大的人物。不拘世人s他�的Ɨ
价怎Õ高，在上帝看来他�却是卑劣、下流、腐化的。

67

上天命定他�堕落的ƌ号将要写在ť上。他�所思念的尽都是属世、属地的。他�的言Ƭ将思念
中低劣的水准É露出来。他�使内心充ì了邪�，上帝的形象几乎完全涂抹了。理智的声音淹没
了，判断力也Ǚ坏了。唉，世人的整个天性已因放Į情欲而致堕落了！一旦意志屈降于撒但，世人
将要堕落到何等邪�和愚昧的深渊啊！真理徒然向理智哀ƛ，因
人心竟与其ī洁的原6相Ãs
了。1881年12月1日,Ç兆 {MYP 66.3}

试探中的帮助

人人都可靠ǰ信心和祈祷迎合福音的要求。任何人都不能被强制去犯罪。他必ɜ先征得自己的同
意；人必ɜ先有意行�，情欲方能控制理智，罪�方能 š良知。ƞ探无Ƒ是多么的强烈，亦不足



4/7/13 8:16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28 of 240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4&start_paragrap…1003587615&finish_paragraph=1003589940&references=1&pagebreaks=1

作
犯罪的托辞。“主的眼看ɞ人，主的耳听他�的祈祷。”受ƞ探的生灵啊，向主呼求吧。无助而
不配的人啊，当将你自己交托与耶ė，要求祂m践祂所作的�Ɛ。主必垂听。祂洞悉世人与生俱来
之内心+向是如何的强烈，每逢受ƞ探的Ç候，祂必予以帮助。 {MYP 67.1}

你已ĺ陷入罪中了N？若然，就当毫不ȗ延地向上帝求怜�，求ɼ恕。……仍有怜�施与罪人。
我�在流浪之中，主仍向我�呼Q着，“你�Ȓ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背道的病。”
教育Ɩ言卷五, 177 {MYP 67.2}

68

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有Ç我�听ŽȒÕ的ɂɪ：ɕ道我决不能随心所欲N？ɕ道我决不能照自己的方式行事N？ɕ道
我要永Ȕ受禁制N？ɕ道我决不能遂行自己的意愿N？ {MYP 68.1}

你越少随从自己本性的+向，s自己和别人就越有裨益。本性的+向已然Ǚ坏了，天Ǫ的才智被
Ʈ用了。撒但已ĺ使人与上帝相忤。他不住地Ø坏在人身上的神圣形象。故此我�必ɜĦ束自己的
言行。 {MYP 68.2}

完全献身的成果

上帝的恩典若占有人心，就Kă必ɜ将先天和后天的ȸƮ+向都ȣ在十字架上。一种新的生命，
在新的控制下，必ɜ在心灵中开始。一切的作
都必ɜ
荣耀上帝而行。Ȓ种工作非但有关内心，
而且包括了外表。整个的人，身体与灵与魂，都必ɜ服在上帝的权下，作
的器具供祂使用。
{MYP 68.3}

体ǣ肉体的人不服上帝的律法；m在的，自己也确是不能服。但一个重生了的人，却凭着信心天
天ȏ着与基督相似的生活。他天天表明他自Ƃ是属于上帝的。 {MYP 68.4}

身体和灵魂都属于上帝。

69

祂
救Ǭ世人已ĺǮ下祂的儿子，因此我�竟蒙Ǫ有新生活的特权，就是q容Ç期，得以培养完
美忠m的品格。上帝已ĺ救Ǭ我�脱离罪的奴役，使我�能以度一种更新而L化的服<生活。 {M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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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

我们一切的才能都属于祂

上帝的印ƌ在我�身上。祂既已将我��来，祂就愿意我�ƌ得我�的体力、智力、和道德力全
属于祂。光阴和感化力、理智、感情、与良知都是上帝的，也要遵照祂的旨意而使用。不可依循着
世界的指示去�用Ȓ一切；因
Ȓ世界是伏在一个与上帝
Ã的首ɣ之下。 {MYP 69.1}

我�生命的�幕肉体乃是属于上帝的。一筋一肌都是祂的。我�Ł不可因疏忽或妄用而削弱了任
何一个器官。我�必ɜ保持身体在最健全的状况之下，藉此与上帝合作，使之成
圣灵所能居住的
殿，按照上帝的旨意而模ȯ每一ɚ体力和灵力。 {MYP 69.2}

心意中必ɜ�存ī洁的原6。必ɜ将真理ȭ刻在心版之上。ƌ�中必ɜ充ì圣ĺ的宝Ǥ真理。于
是Ȓ些真理必如美�的宝石一般，在生活中ɀ耀出来。 {MYP 69.3}

生灵的代价

上帝
救Ǭ人类而Ǫ予的恩Ǯ，Ɍ明了祂s于祂手所作的造化之工的估价，以及祂s于祂儿女所
有的大û。�当曾落在撒但的权@之下。

70

他把罪��入了世界，而死又是从罪来的。上帝Ǯ下祂的独生子来拯救世人。祂ȒÕ作，乃是Ɩ
明祂自己
，也称一切接受基督的人
。人将自己DĿ撒但，而耶ė却将全人类Ǭ回来。……
{MYP 69.4}

你�不是自己的人。耶ė已ĺ用祂的血Ǭ�了你。不要将你的才干埋在地里；乃要
祂而用。无
Ƒ你从事什么事�，�要偕耶ė与俱。如果KƂ自己èè�失了û你救主的心，不妨放弃你的事
�，并Ʊ，“救主啊，我在Ȓ里，祢要我作什么？”祂必定开恩悦ĭ你，并且慷慨大量地û你。祂必广
行赦免；因
祂是有怜�而不Ȁ易K怒，不愿有一人沉Ü的。…… {MYP 70.1}

我�和我�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上帝。我�不�ƅ
将自己衷心的û献Ŀ祂乃是一种ý牲。�当
将心作
�意的祭物献Ŀ祂。1900年11月8日,青年u« {MYP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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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作决定

我�留恋于思忖屈从撒但的暗示所能Ű得的利益，乃是不安全的。s于每一耽溺于罪中的人而
言，罪的意乃是耻辱与ē患；但罪在本Ǜ上原是使人盲昧并欺ʉ人的，它必以ƽ媚的巧Ƭ来引Ư
我�。我�若冒ɓ置身于撒但的地域，就没有什么ª庇我�脱离他权@的保Ɩ了。故此我��尽一
己之所能，堵塞ƞ探者可藉以侵ź我�的每一通路。福山宝Ɖ, 122, 123 {MYP 70.3}

71

真实的悔改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身上，你�就洁2了；我要洁2你�，使你�脱离一切的ÛĖ，弃掉一切的
偶像。我也要ǮĿ你�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里面；又从你�的肉体中除掉石心，ǮĿ你�肉
心。” {MYP 71.1}

Ɛ多向别人ƍƱ需要一ɩ新心的人，他�自己却不明白Ȓơ的意。尤其是青年，常在ȒƜ句“一
个新心”上跌倒。他�不明白其意。他�指望在自己的感Ƃ上有某种特殊的改L。Ȓ在他�便ǈ之
悔改。成千的人在ȒȸƮ上跌倒以致沉Ü了，因
他�不明了“你�必ɜ重生”Ȓ一句ơ的意。 {MYP

71.2}

不是感觉而是生活的改变

撒但使人以
他�ĺ受了一次情感上的兴d之后，就算是悔改了。但他�的生活ĺʈ并未改L。
他�的行
仍和从前一Õ。他�的生活毫无善果É出。他�Ç常作冗ȿ的祈祷，并不住地ƍƱ自己
在某日某Ç所有的感Ƃ。可是他�所度的并非新生活。他�乃是受了欺ʉ。他�ĺʈ的深浅�限于
情感。他�是建造在沙土上，一旦暴ɯ雨来	，他�的房屋就Ŭ然无存了。 {MYP 71.3}

Ɛ多可怜的生灵都在黑暗中摸索着，指望Ű致别人所Ʊ他�在ĺʈ中已有的感Ƃ。

72

他�忽略了一个事m，就是一个信靠基督的人必ɜ  兢兢地作成自己得救的工夫。一个自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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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人有他ɜ作的事，他必ɜ悔改并表ă出真m的信心来。 {MYP 71.4}

当耶ė提到新心的Ç候，祂是指着人的心思、生活、整个的人。要Ű致心灵的改L乃是使感情脱
离世俗而牢寄在基督身上。要有一ɩ新心乃是要有新的思想、新的宗旨、新的=机。新心的ƌ号是
什么呢？乃是一种改L了的人生。就是每天，每Ç都要向自私与ʇ傲死去。 {MYP 72.1}

真宗教的实际性

有的人犯了很大的ȸƮ，以
只要口里ƍ得=听，就可抵Ź真正的服<。但宗教若是不切mɑ的
就不是真的。真正的悔改使我�在与同胞的交往上�守Ơm。它使我�在平日的工作上忠心尽Ǘ。
每一个Ơ心跟随基督的人，必É明圣ĺ的宗教使他合格以其才干
主服<。 {MYP 72.2}

“殷勤不可�惰”。Ȓơ必在每一真m基督徒的生活中m践出来。虽然你的工作似乎是辛苦而沉
Ɇ，但是你可以藉你从事Ȓ工作的方法而使之高Ǥ。“象是Ŀ主作的。”要愉快地，也要本着天生的高
Ǥ品德而作。那使工作全然蒙主悦ĭ的，乃是于其中所m践的高尚原6。

73

真m的服<使上帝在地上最卑微的仆人能得与祂在天庭最高Ǥ的仆役相Ŝ合。…… {MYP 72.3}

基督徒既是上帝的儿女，就�当努力追求Ȏ到那在福音中
他�揭示的高尚理想。除非Ȏ到完全
的地步，他�就不�引以
足；因
基督曾Ʊ：“你�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Õ。” {MYP 73.1}

成圣的生活

我�<要以上帝的圣言
我�研究的s象，将其中圣洁的原6m践于自己的生活中。我�<要柔
和Ǐ卑地行在上帝面前，天天改正自己的ȸƮ。我�切不可因自私的ʇ傲而使心灵与上帝隔Ł。不
可存有自高自大的心意，自以
比别人强。“自己以
站得Ę的，ɜ要ǐ慎，免得跌倒。”只要你使自
己的意志ɛ服基督的旨意，和平与安息就必	到你。那Ç基督的û就必在心中作主，使你秘密的=
机都被c回而皈服救主。那急躁易怒的癖性，必因基督恩典之油的¨慰而ɛ服。罪蒙赦免的感Ƃ，
必u致出人意外的平安。必有一种�²的努力，要šȏ一切与基督徒完美抵触之事。争¢冲突必消
除2尽。那一度在其四周之人身上吹毛求疵的人，必看出自己品格中ȑ存在着更
�重的缺点。
{MYP 73.2}

有一些人听了真理，就深信自己ȏ去的生活是与基督相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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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他�自Ƃ有罪而痛悔前非。依靠基督的功?，Ȑ用在祂里面的真m信心，他�的罪就得以赦免。
他�既停止作�并学�行善，就得以在恩典和ƅƙ上帝的知ƙ上有了ȿȓ。他�看出自己必ɜý
牲，才能与世俗隔离；于是在考Ŷ了一切得失之后，便将万事当作有·的，
要得着基督。他�已
ĺ投身于基督的0中。既面	着 斗，他�便英勇而�意地参与此役，与自己本性的+向和自私的
愿望争 ，使自己意志ɛ服基督的旨意。他�天天求主Ǯ恩好ɛ从祂，以便得着力量和帮助。Ȓ乃
是真m的悔改。那得蒙Ǯ予新心的人Ǐ虚和感恩的心依ǰ基督的帮助。他在生活中É示出公的果
效。他曾一度�ɞ自己。世俗的i�乃是他所û好的。如今他的偶像已ĺ推翻了，而有上帝作至尊
之主。他所一度喜û的罪而今J�了。他Ę健而\毅地遵行圣洁之道。1901年9月26日,青年u«
{MYP 73.3}

撒但的绳索

克尽厥ś的ŧ苦和遂行罪欲的�趣，乃是撒但所用以束Ő人类于他ŕ网之中的Ň索。惟有那些宁
死而不愿作一件ȸ事的，才是忠心到底的人。教会Ɩ言卷五, 53 {MYP 74.1}

75

给骄纵女儿的劝诫

你在ȏ去一年中有可怕的ƌ�，展露于天上的至尊和千千万万ī洁无罪的天使ȡ察之下。你的思
想与行
，你那自Ƃ无望的和不圣洁的感Ƃ,或能ď藏于人；但要ƌ得,你一生之中Ȗ最微小的事在上
帝面前也都是赤露敞开的。你在天上的ƌ�是有玷Û的。你所犯的罪尽都ƌ�在那里。 {MYP 75.1}

上帝虽向你表示不悦，然而你竟毫无所Ƃ；你根本没有Ƃ察到自己Ǚ亡和不可救Ů的情形。有Ç
你也有悔意；但你那种ʇ傲自恃的精神很快就šȏȒ种感Ƃ，而窒息了良心的呼声。 {MYP 75.2}

你并不快�；然而你却妄想。如果能称心如意而
所欲
，那你就必快�了。可怜的孩子！你ă
在的情况正和夏娃在伊甸园的相似。她妄想自己若吃了上帝所禁止她Ȗ摸也不可免得死亡的那棵Ô
上的果子，就必意气¦¦。ļ果她吃了，却�失了伊甸园的一切荣耀。 {MYP 75.3}



4/7/13 8:16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33 of 240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4&start_paragrap…1003587615&finish_paragraph=1003589940&references=1&pagebreaks=1

控制幻想

你�当控制自己的思想。ȒƠ非易事；你若不作一番\毅甚至9烈的努力，是不能完成的。然而
Ȓ是上帝所要你作的；Ȓ乃是落在每一自行ǔǗ之人身上的本分。

76

你要
你的思想向上帝ǔǗ。如果你放Į玄虚的幻想，ƈ自己的心意留恋于不洁2的ɪ旨上，你
便要在上帝面前或多或少É
有罪，犹如你的思想已ĺ付ƴ行=一般。那遏止行=的，只是缺少机
会而已。 {MYP 75.4}

白日黑夜作梦和建造空中楼Ɋ，乃是一种�劣而极其危ɓ性的��。一旦养成Ȓ种��，就牢不
可破而无法将思想引到圣洁高尚的ɪ旨上去了。如果你想控制自己的心意，不ƈ虚妄和腐Ǚ的念b
玷Û你的灵魂，你就必ɜ忠心防守自己的眼睛、耳朵、和你所有的感官。惟有恩典的力量才能
你
成就Ȓ一番最可羡慕的工作。ɜ知你在Ȓ一方面却是ǿ弱的。 {MYP 76.1}

抑制情欲和情感

你已ĺL成了7愎任性，大胆妄
的人。上帝的恩典在你心中毫无立足之地。惟有依靠上帝的力
量，才能够使你置身于ɣ受祂恩典的地位，作公的器皿。上帝不但要你控制自己的思想，也要你
控制自己的情欲和情感。你的得救与否有ǰ于你在Ȓ些事上管束自己。情欲和情感乃是强大的原=
力。如予以妄用，或K自不正当的=机，或Ȑ用不当，必有大力能造成你的Ü亡，弃你于可悲的Ǚ
坏中，没有上帝，也没有指望。 {MYP 76.2}

如果要使情欲和情感ɛ服理智、良心、与品德，就<ɜ\决而恒切地控制幻想。

77

你已陷入危ɓ之中，因
你正要将你永恒的福利ý牲在情欲的]上。情欲正在控制着你整个的身
心是什么Õ的情欲呢？就是卑劣Ǚ坏性的。你若屈从Ȓ种情欲，就必使你的父母ķ生痛苦，使你的
姊妹悲!蒙羞，并ý牲你自己的人格，�失天国和光荣的永生。你果然要如此作N？我�:你就此
停止。不可在Ȓ任性狂妄的道途上再ȓ一步；因
痛苦与死亡就在你面前。你若不控制自己的情欲
和情感，你就一定要使自己在�人中Ʌ名誉¥地，使自己的品格Ǚ坏而ǧ羞ķ身。 {MYP 76.3}

你不孝ɛ父母、孟浪无礼、忘恩ǔ、心不圣洁。Ȓ些劣点乃是坏Ô所ļ的果子。你是早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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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恋慕男子，并喜û以他�作你ǀơ的ǩ料。“心里所充ì的，口里就Ʊ出来。”Ĕ��已强有力地支
配着你的行=；你已ĺ学会了欺ʉ，以便遂行你的目的，完成你的心愿。教会Ɩ言卷二, 560-562
{MYP 77.1}

78

奋斗加强品格

基督最初三十年的生活，是在拿撒勒的ę�僻壤中度ȏ的。Ȓ个�村的居民以�名著称，因此拿
C�Ñɂ道：“拿撒勒ȑ能出什么好的N？”四福音�很少提到耶ė早年的生活。除了那一段述Ʊ祂陪
同父母去耶路撒冷的ğ短ƌ�之外，我�只有以下的ğ略ɒ述：“孩子èèȿ大，强健起来，充ì智
慧；又有上帝的恩在祂身上。” {MYP 78.1}

基督是我�在一切事上的榜Õ。由于上帝的安排，祂早年生活是在拿撒勒度ȏ的，那里居民的品
Ǜ足使祂ĺ常受ƞ探，所以祂必ɜÇ刻ǐ慎自守，俾能在那十分罪�邪僻的Ă境中保持ī洁无疵。
基督并没有自行ș±Ȓ个地点，乃是祂的天父
祂安排的，使祂的品格可以在那里受到多方面的ƞ
ò与考ʈ。基督早年的生活ĺH了Ɛ多�重的折磨、ŧ苦、和d斗，使祂得以培养出完美的品格，
俾作
儿童，青年和成年的完美模范。 {MYP 78.2}

79

儿童和青年Ç常`于一种不利于度基督徒生活的Ă境中，因此他�很容易屈从ƞ探，并以自己Ă
境不利作
犯罪的藉口，基督却ș了退ɔ的方式，并藉着勤?的生活，ĺ常Ȑ用双手；他并没有
招惹ƞ探，却Ȕ避那些具有腐化影响的社交。基督所ĺ之路的崎{ŧɕ，Ȕ甚于儿童和青年所必ĺ
的。祂并没有享受�裕Ʉ�的生活。祂的父母是ǝę的，ɜ依靠每日辛?
生；因此基督的生活乃
是ǝ寒、刻苦、困乏的。祂分担了父母辛勤与?碌的生活。 {MYP 79.1}

品格纯正不在乎环境

没有人必ɜ在Ȃ比我�救主所`的更不利的Ă境中培养完全的基督化品格。拿撒勒原是人�所ƅ

不能出什么好�西的地方，而基督竟在那里度了三十年的生活；Ȓ个事ms于那些以
自己的宗
教品Ǜ必ɜ适�Ă境的青年乃是一种ǒǗ。如果青年的Ă境不适意，甚至是Łs�劣的，Ɛ多人就
以此作
不能培养完美基督徒品格的藉口。基督的榜Õ却ʅ斥了那种ƅ
祂的信徒若想度无可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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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就有ǰ于地域、命Ȑ与ɛ利Ă境之Ʊ。基督要教Ɖ他�：凡是上帝所安排Ŀ他�的任何地
方或ś分，不Ƒ它是多么的卑微，他�的忠心必可使之成
光荣的。 {MYP 79.2}

80

基督的一生旨在É示原6的ī洁、\定、和Ę固，并非有ǰ乎一种毫无ŧ苦，ę困和拂逆的生
活。Ɛ多青年所埋怨的ŧ苦ę困，基督却毫无怨言地忍受了。况且Ȓ正是青年所必需ĺ受的Ȼò，
能使自己的品格\强，并能象基督一般，有强壮的灵性抵拒ƞ探。他�若肯避开那些足以迷惑并腐
化他�道德的影响，就不致被撒但的Ƥƃ所š。他�藉着天天祷告上帝，就必从祂得到智慧和恩典
来�付人生的 争和�酷的ăm生活，并且š利地成功。惟有藉着儆醒祷告，才能保持忠Ǔ与思想
上的ȼ定。基督的生平乃是毅力的好榜Õ，Ȓ种毅力是不容辱ʆ、Ɔƭ、ę苦、或ŧ辛来削弱的。
{MYP 80.1}

青年都�如此。如果磨ò增多了，就可以知道上帝正在ƞò并ʈƖ他�的忠Ǔ。他�在折磨下仍
\持其品格的正直到什么程度，6他�的\毅、Ę定、和耐力也必增ȓ到什么程度，他�的心灵也
必要èè地强固。1872年3月, 青年u« {MYP 80.2}

宁死不屈

宁愿ș±ę苦、Ǘʆ、与友人隔离，或任何苦ɕ，而不可使心灵
罪�所玷Û。每一基督徒的格
言�是宁死不辱，或宁死也不ȕ犯上帝的律法。 教会Ɩ言卷五, 147 {MYP 80.3}

81

抗拒试探

凡与上帝的性情有分的人决不肯屈从ƞ探。仇Ã正尽其全力以Xšȏ那些努力度基督徒生活的
人。他使ƴ般ƞ探	到他�，希望他�屈从。他希望藉此使他�灰心。但那些将自己的脚Ę立在那
万古磐石之上的人，决不会屈从他的Ÿ惑。他�必ƌ得上帝乃是他�的天父，基督乃是他�的帮助
者。救主来到Ȓ世界上，要使每一受考ʈ和ƞ探的生灵有力量得š，象祂得š一Õ。我熟知ƞ探的
@力；我熟知沿途的危ɓ。但我也深悉
凡与ƞ探µ扎的人已准a了力量，足以�付每一次的需
要。 {MYP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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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远避不必要的试探

“上帝是信m的，必不叫你�受ƞ探ȏ于所能受的；在受ƞ探的Ç候，�要Ŀ你�开一条出路，叫
你�能忍受得住。”但我�也有�尽的本分，我�毋ɜ自行置身于ƞ探之途。上帝Ʊ：“你�<要从他
�中Ʌ出来，与他�分别，不要沾不洁2的物，我就收ĭ你�。我要作你�的父，你�要作我的儿
女。”我�如果
追求宴�而与世俗的人交往，效法属世的ɯ俗，而与不信的人利害相共，就无异自
蹈于ƞ探和犯罪之途，怎能指望上帝保守我�不致跌倒呢？ {MYP 81.2}

82

你<要保守自己不受世俗的腐化。不可擅自Ƀ入Ã人强大的@力范W之内。 {MYP 82.1}

不要走到容易受ƞ探而被u入歧途的地方。但如果你有信息要 Ŀ不信主的人，而且你在生活中
ĺ常�近上帝，以致你能向他�Ʊ一句合Ç的ơ，那么你就能作成一番足以帮助他�并荣耀上帝的
工作。基督Ʊ：“我不求祢叫他�离开世界，只求祢保守他�脱离那�者。” 1904年4月14日,ƗƑ与
通Ƌ {MYP 82.2}

责任高于爱好

青年ƞXµ脱撒但的控制Ç，他就必加倍地ƞ探他�。他要乘他�的无知和缺乏ĺʈ而企X蒙混
是非之分。他自己要化装
光明的天使，以�Ɛ他�在禁途之中的享�去欺ʉ他�。如果青年已ĺ
养成屈从û好而不ɞǗ任的��，他�就必KƂ自己很ɕ抵拒ƞ探。他�看不出Ȗ一次追求禁止的
宴�，也有危ɓ。撒但的�恿@必引起人心中残余的Ǚ坏因素。1882年1月19日,Ç兆 {MYP 82.3}

83

罪恶的欺诈

没有什么比罪�的欺ƚ更阴ɓ的了。那从事欺ʉ、蒙蔽、并u致Øð的，乃是Ȓ世界的神。撒但
Ł不会=ȃ将他全套ƞ探尽都使用出来。他却ĿȒ些ƞ探加以善良的#装。他将i�和愚妄的事稍
加改良，于是受迷惑的人就以此
藉口，ƅ
参与ȒÕ的事Ű益甚大。Ȓ只是欺ʉ的一方面，也就



4/7/13 8:16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37 of 240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4&start_paragrap…1003587615&finish_paragraph=1003589940&references=1&pagebreaks=1

是撒但凶�技'的#装。受迷惑的人走了一步，就很容易走下一步。他�ƅ
能依从自己的û好，
�比抗拒那狡Ã的初步侵ź，藉以断Ł他的ȓ路，要痛快得多了。 {MYP 83.1}

唉！撒但是如何地注Ɓ着人�来急于争取他的Ưɻ，走入他所布置的道路上啊！他毋ɜ要他�停
止祷告而仍保持宗教活=的形式；因
如此将使他�更有利于他的工作。他将自己的ƤȊ和ʉÌ与
他�的ĺʈ和宗教信仰混Î，藉以神奇地ȓ行他的阴ǂ。 {MYP 83.2}

自 省

<ɜ深切自省，根据上帝的圣言�密的oÑ，究竟我在心底是完好的，ȑ是腐朽的？

84

我是已ĺ在基督里更新了，或是在内心仍旧属乎肉体，只在外表披上一件新的衣服而已？要在上
帝o判台前Ö束自己，并依照上帝的看法，察看有没有任何ɔ藏的罪�，任何不良的行
，任何未
曾放弃的偶像。<要祈祷，以你所从未用ȏ的ù切精神来祷告，使你不致被撒但的Ƥƃ所迷惑；使
你不致放任疏忽，心粗气浮，只想聊尽宗教的<来安¨自己的良心。 {MYP 83.3}

有一种罪�是末日兆b之一，就是自称是基督徒的却û宴�ȏ于û上帝。千万不可自欺，要仔ĵ
的省Ñ。很少有人能在忠mÖÑ之后�目望天，Ʊ：“我不是一个象上述Ȓ类的人。我不是û宴�ȏ
于û上帝的人。”很少人能Ʊ：“我已ĺ向世界死了，我ă在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我的‘生命
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的生命，当祂Éă的Ç候，我也要与祂一同Éă在荣耀里。” {MYP

84.1}

上帝的慈û与恩典！啊，宝Ǥ的恩典！比精金更有价*。它比一切其他的原6更能提拔并抬高人
的心灵。它使人的心思和感情寄托于天国。我�四W的人在追求世俗的虚荣、宴�、和愚妄，“我�
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心灵正渴慕上帝，求得赦免与平安，公和真m的圣洁。与上帝
交通和思念上面的事，就必改L心灵使之与基督相似。1886年5月11日, ƗƑ与通Ƌ {MYP 84.2}

85

有关怀疑论的警告

我
了我�的青年心中极其!痛。我既知道Ȓ种危机，就警戒你�不可因所Ű得的一点科学知ƙ



4/7/13 8:16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38 of 240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4&start_paragrap…1003587615&finish_paragraph=1003589940&references=1&pagebreaks=1

而陷入撒但的ŕ网。与其可能Ű得一切知ƙ而不敬畏耶和A，不如保持一ɩī洁Ǐ卑的心。 {MYP

85.1}

今日的青年ɕ免``遇Ž�疑Ƒ者和无神Ƒ者，因此他�是多么需要准a，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
那些ɂ他�心中盼望的ŏ由之人。裴茵多ʁ（Ɲ者按：裴氏
美国著名的无神Ƒ者）墓木已拱，但
他的著作Ńņ流 ，危害于世，而那些�疑上帝圣言之真m性的人，常将Ȓ些不信神的著作介ĹĿ
年ĨȀ而ɋH少的人，使他�的心
�疑的毒氛所充斥。撒但的灵常藉着�人以遂行其Øð生灵的
阴ǂ。 {MYP 85.2}

与怀疑论者来往的危险

我�ă今正`于荒淫的世代中，成年人和青年人都大胆作�。我�的青年若不敬ǐ防守，若不

\定的原6所保F，若不倍加ǐ慎地ș自己的友伴和自己所采作精神食粮的�刊，就必招致�人
的影响，Ȓ些人的道德品行和古Ç所多ā居民一Õ的腐Ǚ。

86

属世之人的外表可能十分=人，但如果他�不住地K表反s圣ĺ的意Ž，那就是危ɓ的友伴，因

他��企Xɭ覆你信仰的基Ē，并Ǚ坏你那老式的福音宗教的良知。 {MYP 85.3}

青年ĺ常与那些具有�疑+向的人接触，而且作父母的s此事m竟毫无所悉，直到可怕的�事已
然ȟ成，青年已被Ǚ坏。�Ƨƿƿ:u青年，以免他�受ʉƅ不出Ȓ班人的真面目，和他�
友，
或听从他�ƒ刺与ƤȊ之言。我�的青年如果KăȒ些人的不信，却没有勇气与他�Ł交，就必陷
入网ŕ，而在思想和言Ƭ方面与他�同流合Û，Ȁ佻地ǀƑ宗教及圣ĺ的信仰。 {MYP 86.1}

自恃与盲目

受迷惑的青年如果眼睛可以Ď开，必看Ž撒但因Ǚ坏生灵成功而得意的þ笑。他用各种想得出来
的方法，使他的ƞ探适合所要陷害之人不同的性情与Ă境。他必使用各种ƃ策；如果受他ƞ探的人
不去t求上帝，他�就必看不出他的欺ʉ，而致自恃自ì，不明白自己的m况和危ɓ。他�不久就
必藐Ɓ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MYP 86.2}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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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一个已知者的身份向青年ƍơ，因
主已将他�前途的危ɓ向我É明。自恃的心理必将你�
Ư入仇Ã的网ŕ。青年竟不求ɂ耶和A，而以祂
他�的避ɕ所和力量。他�很有把握地走入社
会，ì心自信必能ș±正道，明白神的奥秘，因
他�具有理解力，似乎足能
自己Kă真理。
{MYP 87.1}

我
那些自恃自ì的人，Ȃ比
任何其他的人更加担心，因
他�必陷入上帝和人类的大Ã所布
置的网ŕ里。某一所ș±知己的友伴既受�疑主所腐化，就必将他不信的酵º入Ȓ班人的心意
中。由于s他�才能与智力�异的ȏ份阿ƹ，又煽=其Xǂ高位的野心，就必博得他�的注意，道
德的萎Ǚ也从而	到他�了。凡高抬个人Ž解的人，都必藐Ɓ救Ǭý牲的宝血，并�慢施恩的圣
灵。 {MYP 87.2}

遵守安息日之父母的儿女�，虽然享有大光，且
极其Ȧû关注的s象，但是也很可能留下可耻
的Ȝ ，他�种的是ɯ，所收的是暴ɯ。在o判的日子，那些ȕ背大光之人的名字，要与那些被判
与主并与祂能力之荣光隔Ł的人同列。

88

他�必定ð亡，�失，并算作是藐Ɓ基督恩典的人。 {MYP 87.3}

我宁愿看Ž自己的孩子�放在坟墓里，而不愿看到他�走上那引向永死的道路。若Ʊ我竟养大了
孩子�去反抗天上的真神，充m末日叛逆的行列，而在撒但的黑旗之下挺ȓ，Ȓ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的思想。 {MYP 88.1}

需要道义的勇敢

我�的青年ɕ免``遭受ƞ探，因此必ɜ使他�受到教育，依靠一种Ȃ比世人所能提供的更高的
权力和更高的教Ɖ。``都有藐Ɓ我�主的人，他��于s基督教表示Ȁ蔑。他�称之
小孩子的
玩意，是虚Ï了用来欺ʉ一般愚夫愚g的。 {MYP 88.2}

凡是没有道德能力的人，决不敢挺身
真理Ȋª；他�没有胆量Ʊ：“你如果不停止Ȓ种ƑƼ，就
恕不奉陪了。世界的救Ǭ主耶ė，是我的救主；我永生的指望全寄托于祂。”其mȒ正是堵塞此悠悠
之口的方法。如果你同他�争Ȋ，他�一定会用Ɛ多Ƒ据来�付你，而你所Ʊ的一切都不足以感=
他�；但你如果
基督而活，你如果\持你效忠天上上帝的立Z，就可
他�作成争Ȋ所不能作成
的事，并藉着敬虔的力量，使他�深知自己Ƒ据的ȸƮ。 {MYP 88.3}

89

世上悲惨的事，莫甚于一班ĺ基督用宝血�来，而委之以才干而藉以荣耀上帝的人，反而来Ɔ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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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福音所恩 Ŀ他�的信息，否定基督的神性，并依靠自己有限的理智和一些没有基Ē的Ƒ据；及
至他�ĺ受苦ɕ的ƞʈ，及至面	死亡Ç，他�所�抱的Ȓ些ǑƑ都要如同日光下的霜露一般消散
了。 {MYP 89.1}

站在一个拒Ł神圣怜û之邀Ƴ者的棺材旁Ȍ，Ƨ是何等可怕的事啊！要Ʊ：Ȓ一个生命�亡了那
Ƨ是多么可怕！Ȓ个人本来可以Ȏ到最高的Ò准，Ű得永Ȕ的生命，但他竟然将自己的一生交Ŀ撒
但，被世人荒Ǒ的哲学所迷惑，而成了那�者的玩物！基督徒的指望乃是灵魂的ȹ，又\固又牢
靠，且通入幔内；作先ȵ的基督已
我�ȓ入了。我�都有个人当作之工，
行将面	的大事作准
a。 {MYP 89.2}

暴乱即将来临

青年<ɜ更加殷切地t求上帝。暴乱即将来	，我�必ɜ准a，藉着向上帝悔改并信靠我�的主
耶ė基督，以�付其狂暴。耶和A要兴起，使地大大震=。我�将看Ž到`都有困苦。成千船只将
沉入海底。海0将完全覆没，而所ý牲的人命=ȃ以百万ƃ算。火灾要突然K生，且非人力所能扑
ð。地上的p庭要被烈火焚尽。

90

ȫ路上的ē事要越来越多；各大交通路Ĳ上在不能ɢ期之中，要K生混乱、碰撞、和瞬Ʌ的死
亡。末日近了，q容Ç期行将ļ束。唉！惟愿我�趁耶和A可t找的Ç候t找祂，相近的Ç候求告
他！先知Ʊ：“世上遵守耶和A典章的Ǐ卑人哪，你�都当t求耶和A；当t求公Ǐ卑，或者在耶
和AK怒的日子，可以ɔ藏起来。” 1890年4月21日, Ç兆 {MYP 89.3}

每天信赖上帝

你每天起身Ç，是否感Ƃ自己ǿ弱无助，需要从上帝得到能力？你是否Ǐ虚而Ơ�地向天父Ʊ明
你的需要？如果ȒÕ，天使就要ƌ下你的祷告，如果Ȓ些祈祷并非出自Ƥƚ的嘴唇，那么，在你不
知不Ƃ有犯ȸƮ的危ɓ，并K出一种令别人犯ȸƮ的影响Ç，那ªF你的天使就必站在你的旁Ȍ，
督促你±善而行，
你ș±ƧƱ的ơ，并影响你的行=。 {MYP 90.1}

如果你感Ƃ没有危ɓ，如果你不献上祷告，祈求帮助和力量以抗拒ƞ探，你就必定走入歧途；你
忽略本分的罪，便要ƌ�在天庭上帝的册子里，到那考ʈ的日子便要É出你的�欠来。 教会Ɩ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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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363, 364 {MYP 90.2}

91

一个弱点

我�或Ɛ自ʑ得意地Ʊ，其他人所有的Ɛ多罪行我�都没有；然而我�即使在品格上有某些�
点，只要有一个弱点，我�的心灵仍与罪�有些瓜葛。我�的心ȑ是事奉两个主，等于s上帝
Ʊ：“有的
祢，有的
我自己。”上帝儿女的人必ɜÑ出自己所Ȧû所放Į的罪，并ƈ上帝将Ȓ罪从
他心中割除。他必ɜ š那一ɚ罪；因
它在上帝看来决非小事。 {MYP 91.1}

有人Ʊ：“我一点也不嫉妒，但我有Ç受了刺激，也Ʊ出Ɛ多不好听的ơ，可是我每次Kȏ脾气
后，�是会懊悔的。”另一个人6Ʊ：“我固然有一些ȏȸ，但我所ƅƙ的某人所表ă的某些卑鄙行

，m在令我Ȁ看。”主并没有按照罪�的Ȁ重，Ŀ我�列出一�C子，使我�可以看明有一些罪是
无关ġ要，
害不大的，而其他的罪6是Ȃ
�重，危害ɤ大的。 {MYP 91.2}

一条ȱ子并不比其中最弱的一Ă更牢固。我�可能ƱȒÕ一条ȱ子大致上是好的，但如果有一Ă
是弱的，那条ȱ子便不可靠了。得š的工夫乃是每一指望ȓ入天国之人所必ɜ研究的。那行将出口
的急躁ơ，必ɜ抑制不ƍ。

92

你以
别人s你的人格估ƃȸƮ的念b，必ɜ摒除；因
Ȓ会减弱你的感化力，造成必然的ļ
果，使别人在心中Ȁ看你。你�Ƨ克服那以
自己是殉道者的思想，而承受基督的�Ɛ：“我的恩典
够你用的。” 1893年8月1日, ƗƑ与通Ƌ {MYP 91.3}

思想的控制

你��当Ȕ避撒但的魔境，不ƈ你�的思想偏离效忠上帝的立Z。你�可以并且�Ƨ靠基督而喜
�，养成自制的��。Ȗ你�的思想也都必ɜ服从上帝的旨意，你�的感情也必ɜ受理智和宗教的
控制。你�的想象力，并不是ǮĿ你�任意胡思乱想，不加限制或Ȼò的。如果思想不正当，感情
也就不正当；并且思想与感情就是Ĵ成品格的主要成份。只要你�断定身
基督徒是不需要控制自
己的思想与感情，就必受�使者的影响，并招致他�的出面控制。如果你�屈从自己所有的一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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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而ƈ自己的思想作
猜疑、惶惑、和埋怨的通道，那么你�就必列于最不快�的人群之中，而
你�的人生也必是失Ǚ的。 教会Ɩ言卷五, 310 {MYP 92.1}

93

94

第三篇Ű得š利

一个自Ƃ毫无价*，而完全依ǰ救主功?的人，真没有什么外表看来比他更无助，而mɑ上比他
更无Ã的了。上帝宁愿差遣天上的每一个使者来帮助ȒÕ的一个人，而决不容他被4Ǚ。 {MYP 94.1}

95

前进上升

惟愿我能描述基督化人生的�美。基督徒在人生的开端，就
自然律和上帝的律法所管制，Ę健
地前ȓ上升，日益接近他的天家，那里有生命的冠冕
他存留，并有一个新名，“除了那ɣ受的以
外，没有人能ƅƙ。”他不住地在幸福、圣洁和效益上有ȿȓ。每一年的ȓ步都要超ȏ前一年。 {MYP

95.1}

上帝已ĺĿ青年一个梯子，是从地上一直通到天国的，供他�攀登。上帝在梯子的ɘ端，并有祂
的荣耀Ȇ照着其上的每一ħ。祂垂注着那些攀登的人，准a在他�手松脚ǿ之Ç施以援助。是的，
要用充ì喜�的ơ向人Ʊ明：凡\忍努力攀登Ȓ梯子的人，没有一个不得ȓ入天城。 {MYP 95.2}

撒但向青年提供Ɛ多ƞ探。他正在以他�的灵命
儿�，千方百ƃ地引Ư并Ǚ坏他�。但上帝决
不ƈ他�孤独无助地与那ƞ探者搏斗。他�有一位全能的援助者。 {MYP 95.3}

那位披覆人性到Ȓ个世界上，�付并 š了撒但，抗拒那	到今日青少年的每一ƞ探的主，比他
�的仇Ã强大得多。祂乃是他�的ȿ兄。祂深切而仁慈地关�着他�。

96

祂ĺ常看ɞ他�，并在他�竭力Ƈ祂的喜悦Ç，就不š欣慰。祂在他�祈祷的Ç候，将祂公的
馨香与他�的祈祷一同献Ŀ上帝，当作芬芳的祭物。青年尽可靠着祂的大能，作十字架的精兵，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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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ɕ。他�可以因祂的能力而增强，得以Ȏ到那¿在他�面前的崇高理想。髑ʋ地所作的ý牲，
乃是他�得š的保Ɩ。 {MYP 95.4}

上帝并不是无理性的

上帝的教会乃是大小器皿所Ĵ成的。主不作无理的要求。祂并不期Ɛ小器皿要盛大器皿所能盛装
的分量。祂期望从每个人收Ű的乃是根据他所有的，而不是根据他所无的。你只要尽力而
，上帝
必悦ĭ你的努力。要ǔ起你身Ȍ的Ǘ任，并Ơ心以赴，你的工作就必
主完全悦ĭ。不可因只X成
就一番�大事工，以致忽略那些亟待你去完成的Ȃ小任<。 {MYP 96.1}

切忽疏忽密室的祈祷和圣ĺ的研究。Ȓ些乃是你的武器，可以用来抵´那力X¯阻你走向天国的
大仇Ã。初次s祈祷ƶĺ的疏忽,就必使第二次的疏忽更容易。初次抗拒圣灵的�:,就必
第二次的
抗拒ɢa道路。如此人的心地就7硬，良知就麻木了。 {MYP 96.2}

反之，s于ƞ探的每一次的抵抗，就使下一次的抵抗更
容易。Ȓ一次克己，就使克己的工夫更
易作成。每一次的š利就
更新的š利ɢa了道路。

97

s于ƞ探的每一次抵抗，每一次的克己，s于罪�的每一次的š利，都是直Ȏ到永生的一粒善
种。每一无私的行
都Ŀ予灵性以新的能力。凡竭力效法基督的人，无不日益高Ǥ而真m。 {MYP

96.3}

培养信任之心

主必重Ɓ每一你意XȎ到祂
你所定理想而作的努力。你一旦失Ǚ了，或致陷入罪�之中，莫想
你不能祈祷，或不配来到主面前。“小子�哪，我将Ȓ些ơ写Ŀ你�，是要叫你�不犯罪，若有人犯
罪，在父那里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者耶ė基督。”祂以伸出来的膀臂等着要×迎浪子回家。要
去到祂面前，将你的ȸƮ和失Ǚ告ƛ祂。求祂加添你的力量再作努力。祂决不会使你失望，也决不
会辜ǔ你的信任。 {MYP 97.1}

ƞò必	到你。主要藉此磨去你品格上的粗劣之`。不要K怨言，你若心�不ì，就必使自己的
ƞò更ɕ堪了。要以欣然的ɛ服、荣耀上帝。耐心忍受I迫，Į然有人�ǔ了你，仍要在心中保持
上帝的û。“ɜ要禁止舌b不出�言，嘴唇不ƱƤƚ的ơ；也要离�行善；t求和睦，一心追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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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眼看ɞ人，主的耳听他�的祈祷。” {MYP 97.2}

“慎勿因Ł望而失据；幽黯之日，只待明朝，ķ必ȏ去。”

98

“你�得力在乎平静安Ę。”基督熟知你所受ƞ探的强烈和你抵拒ƞ探的能力。祂柔和怜�的手常
向每一受苦的儿女伸出来。祂s受着ƞ探沮�的人Ʊ：孩子，我
你受苦受死，你ȑ不能信任我
N？“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MYP 97.3}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A，并倚靠祂，祂就必成全。”……祂必“象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祂
Ʊ：“可以到我Ȓ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Ȓ种安息是世界既不能Ǯ与，也不能c去的。…… {MYP

98.1}

一个Ơ心信靠上帝圣言之人所有的平安和喜�，乃是言Ƭ所不能形容的。ƞò不足以½§他，人
的Ȁ蔑也不足以触怒他。自我已ĺȣ死了。或Ɛ他的Ǘ任日益繁重，ƞ探日益增强，ƞò日益�
重；但他却不=À；因
他所得到的力量适与他的需要相称。1902年6月26日,青年u« {MYP 98.2}

胜利的代价

基督
要使人可能ȓ入天国，已ĺ
他ý牲了一切。ă在堕落的人必ɜ表示自己愿意
基督作何
等Õ的ý牲，俾ǵ得永Ȕ的荣耀。凡正确ɣ悟到救恩的�大及其代价的人，决不致因自己必ɜ流泪
出去撒种，并因d斗与克己乃是基督徒今生之分而怨天尤人。1880年3月4日,Ç兆 {MYP 98.3}

99

建造完美的品格

基督并没有向我�保Ɩ：得到完美的品格乃是一件Ȁ而易�的事。高尚完美的品格并不是先天Ȝ
 下来。它也不是偶然	到我�。高尚的品格乃是藉着基督的功?与恩典，而靠着个人的努力Ű得
的。上帝Ǯ予才能，心思的ƴ般能力；我�建造品格。品格是由\苦�厉地与自我争 而形成的。
必ɜ再接再励地与Ȝ 的+向从事 斗。我�必ɜ�格地自我批Ɨ，而不容保留一点不良的特性不
予以Ģ正。 {MYP 99.1}

任何人也不可Ʊ：我不能Ź救我品格上的缺点。如果你作ȒÕ的决定，那么你在Ű得永生的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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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会失Ǚ。Ȓ种不可能性就在你自己的意志中。你既不甘愿，就不能制š。m在的困ɕ起源于一
ɩ尚未成圣之心中的腐化，和一种不甘服从上帝管理的意愿。 {MYP 99.2}

提高目标

Ɛ多蒙上帝Ǫ予ǩǛ足能从事卓越工作的人，而所成就的却甚微小，因
他�wƞ的太少。千万
的人ķ其一生，仿佛并没有什么一定的人生目的，也没有什么要Ȏ到的Ò准。ȒÕ的人将要得到与
他�工作相称的«,。 {MYP 99.3}

要ƌ得：你Ł不能Ȏ到比你自己所定的更高的Ò准。

100

因此<要提高你的Ò准，并要逐步上ȓ，Į使必ɜĺȏŧ苦的努力和克己ý牲，也要攀至ȓ步ɐ
梯的最高一ħ。不可ƈ任何事物阻止你。命Ȑ并未将任何人牢牢地œ住，甚至使他逗留于无助的ɰ
À不定的境地。逆境�当�生一种\毅的决心去 š它。突破了一xɕ关将要予人以更大的能力与
勇气向前迈ȓ。当抱着决心朝正确的方向前ȓ，ȒÕ，Ă境将要成
你的助手而不是你的障碍了。
{MYP 99.4}

培养各种品德

要
主的荣耀而立下大志去培养你品格上的各种美德。要在你建立品格的各方面求得上帝的喜
悦。Ȓ是你可以做到；因
以Ƶ虽然`在一个堕落的Ç代，但他仍蒙上帝的喜悦。在我�Ȓ个Ç代
中，也一定有很多的以Ƶ。 {MYP 100.1}

当象忠心的政治家但以理一Õ的\立，不
任何ƞ探所腐化。不可使那û你甚至舍弃祂自己的生
命
要涂抹你罪的主灰心。祂Ʊ：“离了我，你�就不能作什么。”（Ħ翰福音15:5）要ƌ得Ȓơ。如
果你曾ĺ犯了ȸƮ，只要你看出Ȓ些ȸƮ并使之作
警戒的Òƙ，你就必Ű致š利。你既ȒÕǼǙ

š，就使仇Ã失望，并要尊荣你的救Ǭ主了。 {MYP 100.2}

那按照神圣的楷模而造成的品格，乃是我�能从今世�入来生的唯一ǖ宝。

101

凡在今世置身于基督Ɖư之下的人，必能将各Õ神圣的造Ʀ都�入天上的居所；而且在天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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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要Ńņ地ȓ步。由此可Ž，在今生品格的培养Ƨ是多么的重要啊！ {MYP 100.3}

祂的命令具有成全之能

天上的�生要和那以\决之信心追求表ă于完全行=之完全品格的人合作。基督s每一个参与此
种工作的人Ʊ：我在你的右Ȍ帮助你。 {MYP 101.1}

当人的意志与上帝的旨意合作Ç，人的意志就成
无所不能的了。凡是奉祂的命令而作的事，都
能靠祂的力量完成。祂的一切吩咐都具有成全之能。天路, 286-288 {MYP 101.2}

我们恒久的依靠

那些不感Ƃ自己必ɜÇ刻依靠上帝的人，必被ƞ探所š。我�ă在尽可以自以
站立得很Ę，永
不会À=。我�尽可自信地Ʊ：我知道所信的是ƺ；我s于上帝，和上帝的道所有的信仰，是任凭
怎么Õ也不会=À的。但是撒但正在打算要利用我�品性上生来的和养成的弱点，蒙蔽我�的眼
睛，使我�看不出我�的需要和缺乏。惟有ƅ明自己的ǿ弱，目不Ǽ睛地仰望着耶ė，我�才能步
履安祥啊。H代愿望, 383 {MYP 101.3}

102

信心的战斗

Ɛ多青年s于事奉上帝，没有固定的原6。每当阴云密布，他�就意气消沉，没有耐久的能力。
他�没有在恩典中ȿȓ。他�外表上看来是守上帝ƫ命的，但他�并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
服。他�属血气的心必ɜ改L。他�必ɜ看出圣洁中的�美，ȒÕ才能切慕圣洁如鹿切慕溪水一
般；ȒÕ他�就必û上帝和祂的律法；ȒÕ基督的ǽ就必成
容易，祂的担子就必成
Ȁ省的了。
{MYP 102.1}

�û的青年啊，如果你�的脚步是主所立定的，就莫想你�的前途常外表平Ę而ɛ利的。那引向
永恒之白昼的道路决不是最容易奔走的，而且有Ç似乎是黯淡而ì布荆棘的。但你也确知有上帝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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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膀臂�抱着你，保ª你脱离邪�。他希望你Ȑ用s祂Ơ²的信心，并学�在阴影之中，也和在
日光之下一般，同Õ信靠祂。 {MYP 102.2}

活泼的信心

跟从基督的人必ɜ常存着信心，因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信心乃是一只握住无限助
力的手；乃是使一ɩ重生了的心得与基督的心共ʑ的媒介。 {MYP 102.3}

ʔ在dɱ回巢的Ç候，往往被暴ɯ摧逼到山峡深`。

103

重重的黑云怒涌，把它和它安Ę的Ě巢所在而有阳光普照的高峰隔开。它一Ç似乎惶惑不定了，
便左右横冲，猛烈煽=它强壮的翅膀，似乎要把密云¥开，在它企Xƀ路逃出那山谷和ɯ云的包W
Ç，它的狂叫声Q醒了山Ʌ的野ʒ。最后它猛然向上直冲，ə刻之Ʌ便升到�云以上宁静的日光之
中，并且高声夸š。ȒÇ黑云和ɯ暴尽都在它以下，而有天上的光在它四W照耀。它ɱ到高峰脊上
它所û的巢里，就心ì意足了。它乃是穿ȏ黑暗而ȓ入光明的。它ĺȏ一番d斗才作到Ȓ一点，但
它ķ于得到«ǭ，Ȏ到目的了。 {MYP 102.4}

Ȓ是跟从基督的人，唯一可以遵循的道路，我�必ɜȐ用活Ý的信心，穿透一道犹如厚的隔_似
的遮蔽天上光明的�云，我�有信心的高原待攀登，那里尽都是在圣灵里的平安与喜�。 {MYP 103.1}

终身的奋斗

你可曾注意ȏ老ʔ追捕怯弱的ʒ子？ʒ子生来就知道，老ʔ捕食必ɜɱ得比它所捕捉的掠物更
高。因此ʒ子就竭力一直上升到那蔚Ų的穹�，老ʔ虽仍竭力追捕，t求可乘之机；但ķ属徒然。

104

只要ʒ子Ńņ向上ɱ逃，而不ƈ任何事物使它Ǽ向地面，它便安全了；但它如果稍微踌躇因而低
ɱ，它那警Ƃ的仇Ã就要猛然扑攫。我�每每遇到Ȓ种事件，几乎是屏息注Ɓ着，而我��是同情
那小ʒ子。我�若看到它被那残酷的老ʔ所捕Ű，Ƨ要感到何等的悲!啊！ {MYP 103.2}

我�正面	着一Z 争，与撒但和他迷人的ƞ探作ķ身的d斗。Ã人必要利用各种Ƒ据、各种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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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来œ住生灵；所以我�
要ǵ得生命的冠冕，必ɜ作�²而恒切地努力。我�决不可卸甲�盔或
退出 Z，直到我�Ű得š利，并能在救Ǭ主里面夸š
止。只要我�定睛仰望那
我�信心8始
成ķ的主，我�便安全了。但我�必ɜ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必ɜ凭着信心，在
求得基督的美德上越升越高。我�因天天思慕祂无比的�美，而L得越来越与祂那荣耀的形象相
似。我�ȒÕ与上天ĺ常保持交往，撒但
我�所布下网ŕ就�于徒然了。1898年5月12日,青年u
« {MYP 104.1}

105

胜利的归属

我�很少想象到若与一切能力之源Ŝ系所能享有的能力。我�一再地陷入罪中，并以
常ɜ如
此。我�抱残守缺，好象Ȓ些弱点是ɤ*得矜夸似的。基督告ƛ我�：我�若想得š，就必ɜ硬着
ť面好象\石般。祂已被挂在木b上�身
我�担ǔ了罪)；我�藉着祂所ǮĿ的能力，可以抵抗
世俗、肉体的情欲和魔鬼。既然如此，我�就不要提Ʊ自己的ǿ弱无能，却�ǀƑ基督和祂的能
力。我�在ǀƑ撒但的能力Ç，仇Ã就必在我�身上更加强固他的@力。何Ç我�ǀƑ那全能者的
大能，仇Ã就必Ǚ退。我��近上帝，祂也必�近我�。 {MYP 105.1}

我�当中有Ɛ多人没有善用自己的特权。我�在行的事上只作几番微弱的努力，就�然退回到
故我的罪�生活中去了。我�若要ȓ入上帝的国，就必ɜ具有完美的品格，毫无玷Ûċı等类的
病。我�è近末期，撒但便加ġ活=。他要布置Ɛ多我�所未曾辨ƙ的网ŕ，以便占据我�的心
意。他千方百ƃ地企X遮蔽上帝的荣耀，使之不能照耀人心。他能否控制着我�的心思意念，或我
�能否在新天新地中有一席之地，并分享�伯拉罕的基�，Ȓɂɪ完全取决于我�自己。 {MYP 105.2}

106

上帝的大能，加上人的努力，已ĺ
我�取得了光荣的š利。Ȓ一点我�z不�感佩呢？天庭一
切的丰富，已ĺ在耶ė里都ǮĿ我�了。上帝不容邪�之徒妄称祂犹有可作而未曾作到的事。祂所
8造的ƴ世界，天上的�天使，都能ŽƖ祂除此以外已再无可
了。上帝有Ɛ多能力之源，我�至
今犹毫无所知，在我�需要的Ç候，祂要从Ȓ些ǩ源供�我�。但我�的努力必ɜ常与上帝的大能
相配合。我�的智力，我�的理解力，我�全部身心的能力，都必ɜ予以Ȑ用。……只要我�肯起
而�急，象一般等候主的人将自己武装起来；只要我�肯尽力制š自己品格上的每一缺点，上帝就
必Ǯ我�更多的亮光、能力和帮助。1900年1月4日,青年u« {MYP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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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与本分

信心不是感Ƃ。信心乃是所望之事的m底，是未Ž之事的确据。有一种宗教，本Ǜ上无非是自私
自利的。它喜û世俗的享�。它只ì足于静思基督的教，而于其救人的能力却一无所知。信奉此
种宗教的人Ȁ忽罪�，因
他�不ƅƙ耶ė。他�在此种情形之下，并不重Ɓ本分。其m忠心履行
本分和s上帝圣德的正确之ƅƙ，原是不可分的。1907年2月28,ƗƑ与通Ƌ {MYP 106.2}

107

如何作刚强的人

基督已ĺ作了充分的准a，要我�作7强的人。祂已将祂的圣灵ǮĿ我�，其ś<乃帮助我�回
�基督所作的一切�Ɛ，使我�可以得着平安和蒙ɼ赦的甜密感Ƃ。只要我�定睛仰望救主，信ǰ
祂的能力，我�就必ì有安全之咸；因
基督的必要成
我�的。…… {MYP 107.1}

我�若ǀƑ自己的无能，那就是羞辱祂了。我�不要只看自己，乃�不住地仰望耶ė，日益L得
更加象祂，更加能ǀƑ有关祂的事，愈使自己配受祂的仁慈与帮助，接受祂所Ǯ予我�的福惠。
{MYP 107.2}

我�ȒÕ度与祂交通的生活，我�就必靠祂的能力而L
7强，能帮助并加惠于周W的人。只要
我�照主所要我�作的去作，我�的心就必如圣洁的金琴，其中每一根弦都必�出ɡǳ与感Ǎ，�
于上帝所差来除去世人罪孽的救Ǭ主。…… {MYP 107.3}

仰望祂的荣耀

有种种ƞ探来攻4你，Ȓ是在所ɕ免的。�Ŷ困惑ĂĽ你，使你痛苦灰心，ï于Ł望，ȒÇ就�
当仰望！哦，仰望吧！

108

要用信心的眼目，仰望你上次看Ž亮光之`：ȒÕ，那包W你的黑暗，就必被祂荣耀的光Ȇ所ʄ
散。当罪�在你心中争š，I迫你的良心；当不信的�云遮蔽你的心灵Ç，就要到救主跟前去。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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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典足能克服罪�。祂必赦免我�，使我�在上帝里面有喜�。 {MYP 107.4}

我�不要再ǀƑ自己的ǿ弱无能，要忘ƌ背后，努力面前奔走天路。不要疏忽任何若加以善用6
使我�在上帝的工作上更有助益的机会。于是圣洁的�美必象金Ĳ一Õ交Ķ在我�生活之中，�天
使既看Ž我�的献身，就要重申Ȓ�ƐƱ：“我必使人比精金ȑ宝Ǥ，使人比俄斐ī金更稀罕。”ǿ弱
而多ȸƮ的人类，一旦献身Ŀ耶ė以m践祂的生活Ç，全天庭都会×欣鼓舞。1908年10月11日,ƗƑ
与通Ƌ {MYP 108.1}

因悔改而得喜乐

世人得救的条件，乃是上帝所命定的。自卑和背ǔ十字架，乃是悔改的罪人t得安慰与平安的唯
一門径。每一念及耶ė基督曾ĺ忍受人类所从未受命忍耐ȏ的屈辱和ý牲，一切怨声就Ƨ止息了。
人因ȕ背上帝的律法而Ơ�地向祂悔改，并信靠耶ė基督
罪人的救Ǭ主与中保，就享有最甘美的
喜�。1880年3月4日,Ç兆 {MYP 108.2}

109

得胜的生活

平安是因依靠神圣能力而来的。人一旦决心照着所ɣ受的亮光而行，圣灵就必立即Ǯ以更多的亮
光和力量。圣灵恩惠的供�是与人的决心合作，但Ȓ却不能代替个人信心的Ȑ用。基督徒生活上的
成就，端ǰ乎他自己是否®有上帝所Ǯ的亮光。那使人心灵在基督里得着自由的，不�是充足的亮
光和凭据，而是人以其能力与意志以及心灵的活力，一致d起Ơ�地呼吁Ʊ：“主啊，我信；但我信
不足，求主帮助。” {MYP 109.1}

我因未来的光明Ȕ景而喜�，你也Ƨ如此。要�ž，并因主的慈û而ǳ美祂。至于你所不能明白
的事情，尽可交托祂。祂û你，并体ǣ你的每一弱点。祂在基督里“曾ǮĿ我�天上各Õ属灵的福
气。”那位无ę者，如果不将相等于祂所ǮĿ祂儿子的福气ǮĿ凡û祂儿子的人，祂就不称心ì意。
{MYP 109.2}

撒但企X使我�的心意Ǽ离那位大能的帮助者，而�恿我�去思念自己心灵的腐Ǚ。耶ė虽然洞
悉ȏ去的罪戾，但祂仍Ǯ予赦免。所以我�不可因�疑祂的大û而羞辱祂，必ɜ将有罪的感Ƃ卸在
十字架的脚下，否6@必毒害生命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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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撒但以各种恫吓来威Š你，你无庸置理，只要以上帝的�Ɛ来ȼ¨自己的心灵。云彩本身固然是
黑暗的，但若充ì了天上的亮光，它就要L
金黄的光彩，因
其上有上帝的荣耀。 {MYP 109.3}

上帝的儿女不可
感Ƃ和情Ņ所左右，他�若徘徊于希望与恐惧之Ʌ，基督的心就!痛，因
祂
已ĺǮĿ他�祂的û的明确无Ʈ的凭据。……他要他�¢行祂所分派他�的工作，ȒÕ，他�的心
就必成
祂手中的圣琴，它的每一条弦都必奏出ɡǳ和感Ǎ，�Ŀ上帝所差来除掉世人罪孽的主。
{MYP 110.1}

基督s于祂儿女的û，其柔美一如其\强。Ȓû比死更\强；因祂曾以死亡来¸取我�的拯救，
并使我�与祂合而
一奥秘而永Ȕ地合而
一。祂的û十分\强，甚至支配了祂一切的能力，并Ȑ
用了天庭广大的ǩ源，来ǂ求祂子民的幸福。Ȓ种û没有改L，也没有Ǽ=的影儿，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Ȕ，都是一Õ的。虽罪�存在�已年深日久，并企X磨ðȒû，阻止它流到地上来，但它
依然象洪流一般涌向一切基督所
之舍命的人。Ŀ 道人的Ɩ言, 518, 519 {MYP 110.2}

支配一切的感化力

ɜƌ得在你的生活中，宗教不�是Ɛ多感化力之一，也�Ƨ是凌越于其它一切之上的感化力。教
育勉言, 489 {MYP 110.3}

111

活泼的信心

Ɛ多Ơ意t求心灵圣善和生活ī洁的人，似乎Ƃ得困惑而沮�了。他�不断地注意自己，惋惜自
己缺少信心。正因他�没有信心，他�就感Ƃ自己不能承受上帝的福惠。Ȓ一等人Ʈƅ感Ƃ
信
心。他�没有看出真信心的Cī性，如此就Ŀ自己心灵蒙上了大大的阴影。他��将思想Ǽ离自
己，而�心注意上帝的恩慈与良善，并重申祂的�Ɛ，然后赤Ơ地相信祂必定成全祂的ơ。 {MYP

111.1}

我�不要依靠自己的信心，却要依靠上帝的�Ɛ。我�既悔改自己ȏ去ȕ背祂律法的罪，并决定
在将来甘愿ɛ从，我�就当相信上帝必因基督的ŏ故悦ĭ我�，并赦免我�的罪。 {MYP 111.2}

黑暗与灰心有Ç会Ğ罩着心灵，并有I倒我�之@，但我�决不可�弃信心。必ɜ定睛仰望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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ė，不管有没有感Ƃ。我��Ƨ忠心努力履行一切已知的本份，然后平心静气地信靠上帝的�Ɛ。
{MYP 111.3}

不可依靠感觉

我�有Ç因深Ƃ自己不配，而使心灵感到非常惶恐；但Ȓ并不足以Ɩ明上帝s我�，或我�s
祂，已有所改L。

112

人不�意X作任何努力，使情Ņ激=到某种ġ�的程度。我�今天可能不再感Ƃ到昨天所有的平
安和喜�，但我�仍�凭着信心握住基督的手，在黑暗中正如在光明中一Õ，完全信ǰ祂。 {MYP

111.4}

撒但或Ɛ要低声Ʊ：“你罪大�极，基督不能救你了。”你虽承ƅ自己m是有罪而不配，但你可用
以下的ơ�付那ƞ探者Ʊ：“我凭着救Ǭ的功效，接受基督
我的救主。我不依靠自己的功?，却依
靠那使我洁2的耶ė宝血，此刻我将我无助的心灵交托Ŀ基督。”基督徒的生活必是一种ȿ久活Ý信
心的生活。永不放弃的信托和s基督的\心倚靠，必Ŀ心灵�来平安与保Ɩ。 {MYP 112.1}

不可灰心

不可因你的心地似乎7硬而气ɿ。每一障碍，每一内在的仇Ã，只有使你更加需要基督。祂来是
要除掉石心，Ŀ你一ɩ肉心。你要仰望祂，俾得着特别的恩典šȏ你特有的ȏ失。你在被ƞ探攻4
的Ç候，要\决抗拒邪�的唆使，并s自己的心灵Ʊ：“我怎能羞辱我的救Ǭ主呢？我已ĺ献身Ŀ基
督；我不能作撒但的工作。”要呼求可û的救主帮助你放弃一切偶像，并除掉一切û恋ɕ舍的罪。要
用信心的眼睛看出耶ė站在天父宝座之前，�着那有!痕的双手
你代求。要相信你必藉着可Ǥ的
救主Ű得能力。 {MYP 112.2}

113

思念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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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凭着信心仰望那
凡得š的人所存留的冠冕；并+听Ǭ民的3歌。那救Ǭ我��向上帝的被Í
之羔羊,是配得荣耀的！要尽力将Ȓ些景象看
真m的。第一个
基督殉道的司提反，在与¢政的、
掌权的、以及与天空属灵的�魔ȓ行可怕的争 Ç，喊叫Ʊ：“我看Ž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
Ȍ。”世界的救主竟向他Éă了，那Ç祂正从天上以最深切的关�垂看着司提反，同Ç基督ť上的荣
光也极其Ȇ煌地照在他身上，甚至Ȗ他的Ã人都看到他的ťK光如同天使的ť一般。 {MYP 113.1}

如果我�能ƈ自己的思想�注于基督和天上的世界，就必在
主打仗Ç得到有力的鼓舞和支持。
我�思念那不久就要成
我�家�的更好�土之荣耀Ç，ʇ傲和ǜû世俗的心就�失其力量了。一
切属世的吸引力，若与基督的荣美比Ȃ，就必É得毫无价*了。 {MYP 113.2}

矫正思想的习惯

ƺ都不可妄想：自己不必ƅ真努力，而可得蒙上帝nû的保Ɩ。人的思想在ȿ久注意地上事物之
后，若再想Ģ正思想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耳濡目染往往吸引注意力，且侵c志趣。 {MYP

113.3}

114

但我�如果想ȓ入上帝的圣城，瞻仰荣耀中的耶ė，我�就必ɜ在今世养成藉着信心的眼睛仰望
祂的��。基督的圣言和圣德�Ƨ常作我�思想和言Ƒ的主ɪ；而且我��Ƨ每天用相当的ÇɅ特
别�Ơ默想Ȓ些圣洁的ɪ旨。 {MYP 114.1}

成圣乃是每天的工作

成圣乃是每天的工作。ƺ都不可自欺，相信上帝在他�践踏祂的一ɚ律例Ç会ɼ恕并Ǯ福Ŀ他
�。明知故犯的罪必使圣灵作Ɩ的声音止息，并使心灵与上帝隔Ł。无Ƒ宗教情Ņd昂到何种程
度，耶ė�不能住在不ɞ神圣律法之人的心中。上帝只看重那些尊重祂的人。 {MYP 114.2}

“你�献上自己作奴仆，ɛ从ƺ，就作ƺ的奴仆。”如果我�放Į忿怒、情欲、ǜ婪、怨恨、自
私、或任何其他的罪，我�就成
罪的奴仆。“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如果我�事奉罪�，就不能
事奉基督。基督徒ɕ免要感受罪�的挑逗，因
情欲和圣灵相争，ȓ行持久的争 。Ȓ正是需要基
督帮助之`。人的ǿ弱既与神的能力Ŝ合，信心便¦声Ʊ：“感Ǎ上帝，使我�藉着我�的主耶ė基



4/7/13 8:16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54 of 240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4&start_paragrap…1003587615&finish_paragraph=1003589940&references=1&pagebreaks=1

督得š。” {MYP 114.3}

我�若愿养成上帝所能悦ĭ的品格，必ɜ在我�的宗教生活上养成正当的��。

115

每日祈祷是我�在恩典中ȿȓ所必ɜ的，也正是ň持属灵生命所不可或缺的，有如世上食物之s
于身体健康一般。我��Ƨ�于常在祈祷中使思想升Ȏ上帝那里。如果心不在焉，我�就必ɜ把它
c回来。藉着恒切的努力，最后��必成
自然。我�不能片刻与基督分离而无危ɓ。我�尽可步
步有祂与我�同在，只要我�遵从祂所�自制定的条件。 {MYP 114.4}

以宗教信仰为要务

必ɜ以宗教信仰
人生的要<。其他一切事物都�居于次要，我�身体和灵魂的全部精力，都必
ɜ投入基督徒的 斗中。我�必ɜ依ǰ基督而Ű得力量和恩典，ȒÕ我�就必定得š，其真确性正
如耶ė
我�而死一Õ。…… {MYP 115.1}

我�必ɜ更加挨近基督的十字架。在十字架脚前悔改ƅ罪，乃是我�学�得享平安的第一Ʒ。耶
ė的ûƺ能充分体会呢？m比母ûȔ
柔和而忘我！如要明白一个生灵的价*，我�就必ɜ凭活Ý
的信心瞻仰十字架，如此，便开始研究那要永Ȕ作
Ǭ民之科学与Ɵ歌的ɪ旨。我�s于自己的光
阴和才能的价*，只有根据
救Ǭ我�所付Ǭ价的重大，才能作正确的估ƃ。当我�因
保留自己
�献与祂的û情和服<，以致c取祂的供物Ç，我�s上帝就É露是何等的忘恩ǔ啊！我�将自
己奉献Ŀ那曾
我�舍弃一切的主，ɕ道是ȏ分N？

116

我�能ș±Ȓ世界的友ǁ，甚于基督所提供的永恒光荣就是“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座，就如我得了
š，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的光荣N？ {MYP 115.2}

成圣是逐步进行的经验

成圣乃是一种逐步ȓ行的工夫。在彼得所Ʊ的ơ中，已向我�指出相互承接的步ʊ：“你�要分外
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ƙ；有了知ƙ，又要加上Ū制；有了Ū
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û弟兄的心；有了û弟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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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又要加上û�人的心。你�若充充足足地有Ȓ几Õ，就必使你�在ƅƙ我�的主耶ė基督上不
至于Ʉ�不ļ果子了。”“所以弟兄�，�当更加殷勤，使你�所蒙的恩召和ș\定不移。你�若行
Ȓ几Õ，就永不失脚。ȒÕ，必叫你�丰丰富富地得以ȓ入我�主救主耶ė基督永Ȕ的国。” {MYP

116.1}

Ȓ是我�可以遵循，而确知永不会失足的途径。凡如此在Ű得基督徒美德的工夫上ȓ行加法的
人，可以确知上帝必将祂圣灵的恩Ǯ照乘法ǮĿ他�。 {MYP 116.2}

彼得写信Ŀ凡同得一Õ宝Ǥ信心的人Ʊ：“愿恩惠平安，因你�ƅƙ上帝和我�主耶ė，多多加Ŀ
你�。”凡愿意的，都可以靠上帝的恩典，攀登那从地上直通到天上的光明ɐ梯，而ķ有“歌唱……永
Ȕ�到他�的b上，”从門ȓ入上帝的圣城。1887年11月15日,ƗƑ与通Ƌ {MYP 116.3}

117

考验的价值

人生所有的ƞò都是上帝的工匠，要从我�的品格上除去所有的Û点和粗糙之`。它�所施切磋
琢磨工夫的确是一种痛苦的ȏ程；被I在磨Ǿ上，也的确是不易忍受的。但ĺȏȒÕ加工以后，每
[石b都得以准a妥当，俾适合于天上圣所之用。主Ł不在无用的材料上施以如此精ĵ�底的工
夫，惟独
祂所宝Ǥ的石b，才必按建p的方式予以5成。福山宝Ɖ, 17, 18 {MYP 117.1}

能力的隐密处

人�Ç常到至高者的ɔ密`，在全能者的ŭ下休息；他�在那里住了一Ç，就在高尚的行
上É
出所得的ļ果；以后他�的信心ǿ弱了，停止了Ȓ种来往，而一生的工作也就此Ø·了。但耶ė的
生命，却是恒久信托的生命，是靠着Ńņ与上帝来往而ň持的。祂
天地的服<，也是不息不倦
的。 {MYP 117.2}

祂以人的身份在上帝的宝座前�求，直至祂的人性受了自天而来的能力所充ì，使人性与神性相
Ŝ，祂从上帝那里Ű得生命，就将生命分Ǯ世人。《教育Ƒ》 {MYP 117.3}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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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督联合

凭着活Ý的信心与基督Ŝ合，才是持久不L的；其他的Ŝ合必然消ð。是基督先ș了我�，

救Ǭ我�付上了无限的代价。因此一个真m的信徒ɜ在万事上以基督
始、
ķ、
至善。但我�
也ɜ
Ȓ种Ŝ合付上代价。Ȓ是一种完全信ǰ的Ŝ合，是要ʇ傲成性的人来参加的。凡参与Ȓ种Ŝ
合的人，必ɜƂ察到自己需要基督Ǭ罪的宝血。他�必ɜ心意更新，他�必ɜ使自己的意志ɛ服上
帝的旨意。必要与外来和内在的障碍相 也必有一番痛苦脱离工作，有如Ŝ合工作一般。如果我�
要与基督Ŝ合，就必 šʇ傲、自私、虚荣、世俗各式各Õ的罪�。Ɛ多人之所以感Ƃ基督徒的生
活如此ŧ苦可悲，他�之所以那么ɰ浮无定，L化无常，乃是因
他�ƞX在没有¿脱Ȓ些偶像之
前，就与基督Ŝ合。 {MYP 118.1}

人与基督Ŝ合之后，就必ɜ藉着Ơ�的祈祷和不倦的努力，方能保持Ȓ种Ŝ合。我�必ɜ抗拒自
我、舍弃自我、 š自我。我�必ɜ靠ǰ基督的恩典，藉着勇敢、藉着信心、藉着儆醒，方可Ű得
š利。教会Ɩ言卷五, 231 {MYP 118.2}

119

120

第四篇行在光中

救主正俯身垂ɞ祂用宝血所Ǭ取的人，而以无可言T的柔和慈怜Ʊ：“你要痊愈N？”祂吩咐你要
起来享受健康与平安。不要等到你Ƃ得自己已ĺ痊愈了。要相信救主的ơ。要将你的意志�ɛ于基
督Ȓ一Ȍ。要立志事奉祂，照着祂的ơ而行，你就必得到力量。无Ƒ是怎Õ的��，或由于ȿ久放
Į以致束Ő身心的强烈情欲，基督都能也深愿施予拯救。祂必将生命ǮĿ那“死在ȏ犯罪�之中”的生
灵。祂必Ƞ放那被ǿ弱、不幸、和罪�的ȳȱ所束Ő的囚ŵ。《服<真ƣ》；《健康与家庭》 {MYP

120.1}

121

在恩典上有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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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却要在我�主救主耶ė基督的恩典和知ƙ上有ȿȓ。”青年人的特权乃是他�得以在耶ė里
生ȿ，也在属灵的恩典与知ƙ上有ȿȓ。我�可以藉着ù心Ñ考圣ĺ，愈益明白有关于耶ė的事，
因而遵循其中所É示的真理与公的道路。凡是在恩典上有ȿȓ的，就必在信心上得以\固，而勇
往直前。 {MYP 121.1}

长进是稳固的必要条件

每一立志作耶ė基督門徒的青年，�在心中存着ù切的希望，要Ȏ到基督徒最崇高的Ò准，而与
基督同工。如果他的目Ò是要列身于那些无瑕无疵，站在上帝宝座之前的人群当中，他就必ɜŃņ
不断地向前迈ȓ。那唯一保持Ę固的方法，乃是在神圣的生活上天天ȿȓ。信心每与�疑和障碍争
 而得š，就必增强。真正的成圣是逐步ȓ展的。你如果在耶ė基督的恩典和知ƙ上有ȿȓ，你就
必善用每一特权与机会，来Ű得更多有关基督的生活及其圣德的知ƙ。 {MYP 121.2}

你因研究你救Ǭ主无瑕疵的生活和祂无限量的慈û，而得以s祂ƅƙ更深，6s于耶ė的信心就
必增ȿ。

122

你若自称是祂的門徒，而却与祂相离甚Ȕ，又不受祂圣灵的培育，6侮慢上帝的事莫ȏ于此。你
既在恩典上有ȿȓ，就必喜û参加宗教聚会，也必�于在会�面前
基督的û作ŽƖ。上帝藉着祂
的恩典能使青年ŝ慧，祂也能使儿童得到知ƙ与ĺʈ。他�能在恩典上天天有ȿȓ。你不�凭自己
的感Ƃ来量度自己的信心。 {MYP 121.3}

省察内心

当深切地省察你自己的内心，以及自己s上帝û敬的情形。要自ɂ：我今天是将宝Ǥ的光阴�用
来求自己的喜悦，和自己的i�呢？ȑ是
别人ǂ幸福？我有没有帮助那些与我有关的人，更敬û
上帝而重Ɓ永恒的事物？我有没有在家庭中m践我的信仰，在言Ƭ行
上表ă出基督的恩德？我有
没有以恭ǐ孝ɛ尊荣父母，而如此遵守第五条ƫ命？我有没有欣然而忠Ơ地克尽我每天微小的
<，尽量减Ȁ别人的ǔ担？我有没有禁止嘴唇不出�言，舌b不ƱƤƚ的ơ？我有没有尊荣那位舍
弃自己宝Ǥ的生命，而使我可以得着永生的救Ǭ主基督？ {MYP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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儆醒祈祷

123

�û的青年，在一天的开始，切不可忽略要Ơ�地向耶ė祈祷，求祂Ǯ你能力与恩典，抵抗不Ƒ
以什么方式出ă的仇Ã的ƞ探；你若凭着信心和痛悔的心灵Ơ�祈祷，主必垂听你的祷告。你不但
要祷告，也必ɜ儆醒。耶ėƱ：“你�祈求，就Ŀ你�，t找，就tŽ，叩門，就Ŀ你�开門。因

凡祈求的，就得着，t找的，就tŽ，叩門的，就Ŀ他开門。你�中Ʌ，ƺ有儿子求ɽ，反Ŀ他石
b呢？求ʌ，反Ŀ他蛇呢？你�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西Ŀ儿女，何况你�在天上的父，z不
更把好�西Ŀ求祂的人N？” {MYP 123.1}

儿童和青年都可以把他�的重担和困惑�到耶ė面前，知道祂一定会重Ɓ他�向祂所提出的要
求，并将他�所需要的ǮĿ他�。要�切；要\定。先提出上帝的�Ɛ，然后毫不�疑地相信。你
不要等到感Ƃ特别的激=，才ƅ
得蒙主的垂听。你不可指定什么方式求主
你行事，才相信你得
到向祂所求的事；只要相信祂的ơ，而将一切的事都交托在主的手中，并且ĝ信你的祈祷必蒙接
ĭ，在你天父看
s你最有利的Ç候和条件之下就必�允你；然后ȑ要在生活中m践你的祷告。要
Ǐ卑地行事并Ńņ向前迈ȓ。 {MYP 123.2}

“因
耶和A是日b，是盾牌，要Ǯ下恩惠和荣耀；祂未w留下一Õ好`，不Ŀ那些行=正直的
人。” Ɵ篇84:11 {MYP 123.3}

124

“耶和A的圣民哪，你�当敬畏祂，因敬畏祂的一无所缺，少壮ÿ子，ȑ缺食忍ɾ；但t求耶和A
的，什么好`都不缺。”Ɵ篇34:9, 10 {MYP 124.1}

“要禁止舌b不出�言，嘴唇不ƱƤƚ的ơ。要离�行善，t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A的眼目看
ɞ人，祂的耳朵，听他�的呼求，耶和A向行�的人Lť，要从世上除ð他�的名号。人呼
求，耶和A听Ž了，便救他�脱离一切患ɕ。耶和A靠近!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Ɵ篇
34:13-18 {MYP 124.2}

Ȓ些乃是丰富的�Ɛ，是以你止住作�并学�行善
条件的。所以你要把人生的目Ò提高，像Ħ
瑟、但以理、和摩西一Õ；先要考Ŷ到建造品格的代价，然后
今生并
永恒ȓ行建造。…… {MYP

124.3}

我�是ǿ弱而缺少智慧的，但上帝曾Ʊ：“你�中Ʌ若有缺少智慧的，�当求那厚Ǯ与�人，也不
斥Ǘ人的上帝，主就必ǮĿ他。”雅各�1:5<ɜ学�ǡ�始ķ，Ł不可松开你握住上帝的手，并要在
祂的工作上恒久不倦，你便能靠羔羊的宝血作得š的人。 {MYP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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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行善的机会

你在
自己从事Ȓ工的Ç候，也会在你所接触的Ɛ多人身上K¶影响力。

125

ơƬƱ得合宜，Ƨ是何等佳美啊！一句含有希望、勇气、和\决遵行正道的ơ，s于一个容易养
成Ǚ德��的人，ƧĿ予何等强大的助力啊！你在m践善良原6Ç所具有的\定宗旨，必有一种足
以助人走向正确方向的感化力。 {MYP 124.5}

你可行的善事是没有限量的。如果你以上帝的ơ
你一生的准6，并以其中的律例来管束你的行
=，使你所有的宗旨和履行本份的努力，
人造福而不
人惹ē，6你的努力必能成功。你已使自
己与上帝Ŝ合；你已成
 布亮光与人的媒介。你已因与耶ė同工而有了光荣，而且你所能得的光
荣，再没有比救主口述Ȓ有福的嘉Ɛ更
可Ǥ了：“好，你Ȓ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ȓ来
享受你主人的快�。” 1886年9月1日, 青年u« {MYP 125.1}

自我牺牲

救主必不悦ĭ心�二意的服<。上帝的 道人必ɜ天天学�自我ý牲的真。他必ɜ研究圣ĺ，
学�其中的意，并遵守其中的教Ɖ。ȒÕ，他便能Ȏ到基督徒完美的Ò准。上帝要天天与他同
工，使他品格得Ȏ成完美，可以在最后考ʈ之Ç站立得住。因此，信徒要天天在世人和天使面前，
ĺ受极高的ƞʈ，É明福音
那堕落了的世人能作成何等的事。《 道良助》第二十章 {MYP 125.2}

126

效法世界

那些行走窄路的人，都在ǀƑ着他�在行程ļ束Ç所必有的喜�与幸福。他�ť上Ç常ă出愁
容，但也常úK圣洁喜�的光彩。他�的服装和言行，不象那些行走q路的人。有一个模范已Ǯ与
他�。那位多受痛苦，常ĺ�患的主已ĺ
他�开辟了道路，并已�自走ȏȒ条路。跟从祂的人看
到祂的脚踪，就得到安慰与鼓舞。祂已ĺ安全地行完Ȓ条路，他�若跟随祂的脚踪行，也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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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P 126.1}

宽 路

行在q路上的人都只�ɞ自己本身，自己的服ɸ，和沿途的i�。他�任意放Ŭ，Į情享�，并
不考Ŷ到行程的ļ局和路途ķ点的必然ð亡。他�虽日益接近自己的Øð；却仍Ĉ狂地愈快向前猛
冲。唉，Ȓ事在我看来，Ƨ是多么可怕呀！ {MYP 126.2}

我看到Ɛ多行在q路上的人身上写着：“向世界是死了。万物的ļ局近了。你�也要ɢa。”他�
看上去和四W的虚浮之徒完全一Õ，只是我注意到他�ť上稍露愁容。

127

他�所ƍ的ơ，与四W那些放浪形骸而没有思想的人无异，但他�偶然ȑ要踌躇ì志地指着自己
衣服上的字Õ，Ƴ别人也要把Ȓ些字写在衣服上。他�虽然行在q路上，但他�却自称是列身于那
些行走窄路的人之中。那些在他�四周W的人Ʊ：“你我并无分别。我�都是一Õ的；我�穿的ƍ的
和行的也相同。”…… {MYP 126.3}

我蒙指示：看Ž一些自称守安息日的人与世人并无二致。唉，我看出Ȓs他�的信仰和上帝的圣
工，都会是一种羞辱。他�否定了自己的信仰。他�以
自己不象世人，但他�在服装、言Ƭ、和
行
，与世人并没有分别。我看到他�在打扮自己可怜的必死的身体，Ȓ身体随Ç会被上帝的指b
一触，就要卧倒在痛苦的病床上。可惜到了那Ç，他�已是奄奄一息而â身浸浴在痛苦中，Ȓ才想
到那重要的ɂɪ：“我	ķ之Ç已ĺ准a好了N？已ĺ准a好在上帝的o判台前，受那最后的大o察
N？” {MYP 127.1}

那Ç不妨再ɂ他�：s于装ɸ打扮有什么感想？如果他�s于准a站在上帝面前的意多少有一
点ƅƙ的ơ，他�就必告ƛ你，倘若能重新作人，就必改正自己的生活，Ȕ避世俗的愚妄，虚荣，
和ʇ奢，并穿戴ğ朴的衣冠，Ŀ四周的人作个正确的榜Õ。他�必要
荣耀上帝而活。 {MYP 127.2}

何以u致一种克己Ǐ卑的生活是那么ŧɕ呢？因
自称
基督徒的人ȑ没有向世界死了。我�在
向世界死了之后就容易生活了。

128

可惜Ɛ多人ȑ在羡慕埃及的韭菜和葱蒜。他�想要尽可能地效学世界的服ɸ和言行，同Çȑ要ȓ
入天国。Ȓ等人从别的門路爬ȓ去。他�不是从那窄門和小路ȓ去的。 {MYP 127.3}

此等人将来必定无可推Ƹ。Ɛ多人效学世界的服ɸ，
要具有影响力。但在Ȓ一点上，他�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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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致命ȸƮ。他�如果要K¶真m而使人得救的感化力，就当m践自己的信仰。藉着行来表
ă自己的信心，并É明基督徒与世俗Ʌ的É著区别。我看出言Ƭ、行
、和服ɸ�当
上帝作Ž
Ɩ。如此就必在�人身上K¶圣洁的感化力，�人也必看出他�是跟ȏ耶ė的。不信的人必要看出
我�所信的真理具有一种圣洁的感化力，而相信基督的复	就足以改L男女人士的品格。如果有什
么人想ƈ自己的感化力
真理作ŽƖ，他就�m践真理，藉此效法那Ǐ卑的模范。 {MYP 128.1}

为耶稣复临作准备

我看出上帝憎�ʇ傲，所以凡狂傲的和行�的，必如碎ĕ，在那日必被ø尽。我看到第三位天使
的信息ȑ必ɜ象面酵一Õ，在Ɛ多自称相信它的人心中K生作用，å除他�ʇ傲、自私、ǜ婪、和
迷恋世俗之心。 {MYP 128.2}

耶ė即将来	，祂是否将要遇Ž一班效法世界的百姓呢？他是否要承ƅȒ些
祂所洁2，特作自
己子民的人呢？

129

不，决不！惟有ī2圣洁的人，他才承ƅ是属于祂的人。那些曾因受苦而被洁2L成雪白，并曾
保守自己Ȕ离世俗而不受沾染的人，他必承ƅ是属于他的。 {MYP 128.3}

我既看明上帝子民效法世界，Ɛ多自称
那柔和Ǐ卑之耶ė的門徒，与不信的人之Ʌ，除了名份
不同之外，并没有其他区别Ȓ一可怕的事m，我心
此深深悲�。我看到耶ė受了重!，并明明的
受了羞辱。天使看到自称
上帝的子民迷恋世俗，沾染世俗的精神，并随从世俗的Ç髦Ç，他就悲
!地Ʊ：“Æ断，Æ断Ȓ关系吧！否6上帝要将你�列在城外的#善和不信的人当中。你�徒具虚名
只能加深你�的痛苦，而且要受到更重的刑Ŗ，因
你�明明知道祂的旨意，却不遵行。” {MYP 129.1}

那些自称相信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常因Ȁ佻，ǅǆ，浮薄而有害于上帝的圣工。我蒙指示，知
道Ȓ种罪�已遍布于本会全体之中。我看出必ɜ在主面前自卑。上帝的以色列民�撕裂心ş，不要
撕裂衣服。赤子般的ī朴很少被看到；多半偏重于人的称ǳ，而很少ɞ及上帝的不悦。 {MYP 129.2}

天使Ʊ：“要整ɵ你�的内心，免得祂	到你�施行o判，使你�脆弱的性命断Ł，ƈ你�睡在坟
墓中没有保障，没有
o判准a好。

130

Į然你�没有睡在坟墓中，你�若不赶快与上帝和好，并与世界脱离，你�的心地就会越L越
硬，ļ果就倚靠虚#的保障，假想的准a，及至KƂ自己的ȸƮ，而再想\立一个有良好基Ē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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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Ç，那已ĺ
Ç太晚了。”教会Ɩ言 卷一原文 {MYP 129.3}

有什么益处呢？

基督要每一个人都作考Ŷ；要作一次忠m的ƃ算。要将耶ė意思就是永恒的ǖ宝、生命、真理、
天国，以及基督因得Ǭ之人而有的喜�等放在天平的一Ȍ；而将世界所能供Ŀ的一切吸引人的�西
放在天平的另一Ȍ。要将你自己的灵命，以及那些你本来可以B助救援之人的灵命的Ü亡放在天平
的一Ȍ；再将你自己和他�所可能Ű得那与上帝生命相似的生命放在天平的另一Ȍ。好好地
今生
和来生衡量一下。当你ȒÕ作的Ç候，基督Ʊ：“人就是Ǳ得全世界，ǯ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
呢？” {MYP 130.1}

上帝希望我�ș±那属天的来代替属地的。祂向我�展示投ǩ天国的可能性。他要s我�最高的
目的加以鼓励，并Ŀ我�上好的ǖ富担保安全。祂Ʊ：“我必使人比精金ȑ少，使人比俄斐ī金更
少。”（以ǲ��13:12 按“少”字英文
“Ǥ重”）当那能被虫蛀，也能够ȴ坏的ǖ宝全被¥去的Ç候，
凡跟从基督的人将要因那ĔÂ在天上的ǖ宝就是那不能朽坏的ǖ富而×喜。《天路》 {MYP 130.2}

131

真实的基督徒经验

我Ž到青年人若非有一番完全的改L，一种�底的悔改，他�就要使上天失望了。从主所指示我
的看来，在ă今自命
信仰宗教及真理的青年人之中，有ȏ真m悔改的，并没有超ȏ一半。如果他
�真已悔改了，他�就会ļ出果子，使上帝得荣耀。Ɛ多人都是倚靠于一种没有真m根基的假想的
希望上。泉源既不清洁，从那泉源所涌出的泉水也便不清洁。惟有清2那泉源，才能流出清洁的水
来。 {MYP 131.1}

你若是心地正直，6你的言Ƭ、你的服装、你的行
，也都成
正直。ă今所缺少的就是真m的
敬虔。我不愿承ƅ那种粗心、Ȁ率的人，不祈祷的人
基督徒，因
那是ȏ于羞辱我的主了。他�
不能算是基督徒；因
基督徒是必ɜšȏ那œ累自己的，šȏ自己的情欲的。s于
罪所病的人。
有一个救治之道；Ȓ个救治之道就是在耶ė里面。祂真是一位宝Ǥ的救主！祂的恩典足够救拔最ǿ
弱的人；Ȗ那最强的人，也必ɜ靠祂的恩典，否6必要ð亡。 {MYP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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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的恩惠

我Ž到怎Õ可以得着Ȓ恩典，就是当到密室中，独自向上帝祈求Ʊ：“上帝啊，求祢
我造清洁的
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Ɵ篇51:10 �当迫切，�当Ơ�。ù切的祷告乃是大有功效的。象
雅各那Õ，在祷告中与上帝角力。又要痛苦迫切。耶ė在园中，汗象大滴的血滴下；你<要下一番
大努力才行。

132

在未Ƃ得自己在上帝里面7强之前，不要离开那密室；并要警醒ǐ守，何Ç你能ȒÕ儆醒祈祷，
就必制服ƴ般罪�的œ累，上帝的恩典就必能Éă在你的身上了。 {MYP 131.3}

我断乎不可停止警告你�。青年的朋友�啊，�当全心t求上主。�当大Kù心前来，你�若Ơ
心Ƃ得没有上帝的帮助就必ð亡，你�若渴慕祂象鹿渴慕溪水，上帝就必快快7强你�，你�也要
得到意外的平安了。你�若想望得救，就当祈祷。要用功祈祷，不可匆促，不可大意。求上帝在你
�心中作一番�底的改革，使祂圣灵之果可ȿ存在你�里面，并使你�向世人K光。不要妨碍或ǧ
害上帝的圣工，乃要帮助及加惠圣工。撒但z非s你�Ʊ，你�不能白白充分享受救恩N？别信他
的ơ。 {MYP 132.1}

永生之途的开端

我Ž到我�能够享受上帝圣灵的深刻感=，Ȓ乃是每位基督徒的一种特权。它能使你的心思充ì
着甜蜜的,属天的平安,你也要喜û默想上帝及天庭，并会从圣ĺ内各种光荣的�Ɛ上得到ɹ足。但你
首先要知道，Ȓ乃是基督徒H程的开端，ȓ入永生之途的初步而已。因此，你切莫被欺ʉ了。我害
怕，同Ç我也是知道，你�之中有Ɛ多人ȑ不知道宗教究竟是什么。你�虽然有了一些d兴，一些
感=，却始ķ没有Ž到罪的可怕真相。你�ȑ不Ƃ得自己ð亡的情形，也没有!心�苦的离开罪
行。

133

你�从来就没有向世界死ȏ，ȑ是ǜû世界的×�，参加一切属世ɂɪ的ǀơ。但在有人提起上
帝真理之Ç，你反而是无ơ可Ʊ。你
什么ȒÕ静默呢？
什么在ǀƑ属世的事物Ç，滔滔不Ł，
而在ǀ到与你最关系的ɪ目，就是与你的整个灵性有关系的ɂɪÇ，却那Õ默无一Ƭ呢？可Ž得上
帝的真理并没有住在你�里面。教会Ɩ言 卷一原文 {MYP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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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帝的恩惠开路

撒但所恐惧的，莫ȏ于上帝的子民要挪开一切障碍，Ş清正道，以便主能将祂的灵+注Ŀ一个式
微的教会和一班怙�不悛的会�身上。如果撒但得以称心ì意的ơ，直到末日
止，就永不会再有
一次或大或小的d兴了。但我�并不是不知道他的Ƥƚ。抵抗他的魔力乃是可能的事。我�若
上
帝的灵ɢa了道路，祂的福惠就必	到。撒但再也不能阻止上帝的恩惠+降在祂百姓身上，正如祂
能关Ɂ天上的窗¡，使雨水不降在地上一Õ。只要上帝的子民以Ǐ虚悔ȏ的心承ƅ并放弃他�的
罪，并凭着信心要求ɣ受祂的�Ɛ，�人和�魔都无法阻止上帝的工作，或拒Ł祂的	格于祂子民
聚会Z所之外。1887年3月22日, ƗƑ与通Ƌ {MYP 133.1}

134

自 制

“不Ȁ易K怒的，šȏ勇士；治服己心的，强如取城。”他已 š了自己，就是人所要遭逢到的最
强>Ã。 {MYP 134.1}

基督徒最高Ǥ品Ǜ的确Ɩ，就是自制。那能在辱ʆ的暴ɯ雨中屹立不=的人，乃是属上帝的英雄
之一。 {MYP 134.2}

治服己心，就是要自抑于Ĩ律之下；抗拒邪�；依据上帝�大公的Ò准以管制一言一行。凡已
学会治服己心的，必凌越于我�每日所遭受到的侮蔑、排斥、÷�之上，Ȓ一切必不致再使他的心
灵
幽暗所Ğ罩。 {MYP 134.3}

上帝定意使具有王威的成圣理解力，
神恩所管理，在世人生活中作主。凡治服己心的人便已Ű
得Ȓ种能力。 {MYP 134.4}

自治的力量

在儿童和青少年Ç期，品格是最容易受塑造的。ȒÇ正�养成自治的能力。在W炉共ơ与同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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ɶÇ所施的感化力，其效果可以存到永Ȕ。人在早年所养成的��，比任何天Ǫ的才能，更足以决
定他在人生 斗中的šǔ。 {MYP 134.5}

在言Ƭ的Ȑ用方面，老年和青年所Ȁ易原ƾ自己的一个ȸƮ，就是常出Ȁ率急躁之言。

135

他�ƅ
“我一Ç不慎，言出无心”，ȒÕ就足以推卸Ǘ任了。但上帝的圣言并不以此
Ȁ微之
ȏ。圣ĺƱ：“你Ž言Ƭ急躁的人N？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人不制伏自己的心，好象Ø坏的城
邑，没有_垣。” {MYP 134.6}

人生大部分的÷�、刺激和痛心的事，都出于不受Ħ束的脾气。人因一Ç的冲=，口出急躁、�
怒、或ʍ莽之言，可能招致ķ身的痛悔所无法弥Ź的ē患。唉，那些本可Ŀ人�来帮助和救治的
人，竟以急躁刺耳的ơ，扎!了多少人心，离Ʌ了多少良友，摧Ø了多少人的生命！ {MYP 135.1}

ȏ分的操?或者有Ç会使人失去自制的能力。其m主从来不勉强人从事�卒、繁Î的操作。Ɛ多
人常将慈怜的天父所没有加在他�身上的重担，全»到自己身上来。祂从来没有叫他�履行的Ǘ
任，却Ĉ狂地追逐着。上帝要我�明白：我�ǔ担ȏ多，甚至操?ȏ度，而神倦心疲，以致焦躁÷
Ɇ并Ǘʆ人Ç，那并不荣耀祂的名。我�只要担ǔ主所交托我�的Ǘ任，要信靠祂，ȒÕ就保守自
己的心灵ī洁、和ų，而富于同情了。 {MYP 135.2}

治服己心

ŋ默含有不可思Ɗ的力量。

136

有人向你ƍƐ多ɕ堪的ơÇ，不可ȑ口，在人K怒Ç所作的答Ȋ，通常象鞭打一Õ使人越K激
怒。但以ŋ默�付�怒，6怒气必迅即消退。基督徒<要勒住自己的舌b，决心不ƍ急躁，和不忍
耐的ơ。人既勒住舌b，6在他遭受一切考ʈ忍耐的ƞò中，都可Űš。 {MYP 135.3}

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治服己心。但靠基督却能Ű得自制的能力。靠着祂的力量，可使自己的思想
和言Ƭ服从上帝的旨意，基督的信仰能使情感受理智的控制，并勒住人的舌b，在Ȓ种感化力之
下，急躁的脾气必被抑制，而使心中充ì了忍耐和温慈。 {MYP 136.1}

要ġġ握住那一位®有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主。你虽Ç常在表ă忍耐和温柔方面失Ǚ，但仍不可
停止d斗。要再下决心，今后更\毅地在激怒之下忍耐。决不要ƈ你的眼目一刻Ǽ离你神圣的榜
Õ。1907年10月31, ƗƑ与通Ƌ {MYP 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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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是无可推诿的

不能以撒但的@力作
行ȸ事的藉口。自称跟从基督的人，s于自身品格的缺点，若作什么推
Ƹ，撒但就极其×喜。因
使人犯罪的，正是Ȓ些推Ƹ之辞。犯罪是不可原ƾ的。上帝的每一个悔
改相信祂的儿女，都能得到圣洁的性情，和基督化的人生。H代愿望, 312 {MYP 136.3}

137

活泼的经历

生命与荣耀之主在祂的神性上披覆了人性，向人É示上帝藉着Ǯ下基督，使我�与祂Ŝ合。人若
不与上帝Ŝ合，Ł不能得享福�。堕落的人类要知道，我�的天父必ɜ等到祂以慈û�抱悔改的罪
人，使之藉着上帝无玷Û之羔羊的功?而得以L化，祂才称心ì意。 {MYP 137.1}

天上的ƴ智者也都
Ȓ目的而工作。在他�的元}指¶之下，从事挽回那些因ȏ犯而使自己与天
父隔离的人。一ɚƃ划�已¬Ƅ了，俾藉以向世人O示基督奇妙的恩典和慈û。由于上帝的儿子,
付了无限的代价救Ǭ世人，上帝的û乃得以彰É。Ȓ�大的救Ǭƃ划准a丰富，足以拯救整个世
界。ǔ罪堕落的人因罪�Ű赦，并蒙Ǯ与基督的公，而得以在耶ė里成
完全。 {MYP 137.2}

十字架的能力

耶ė基督既取了人性，遂以祂人性的膀臂Ă抱人类，同Ç又以祂神性的手臂握住那位无ę者的宝
座。

138

祂把祂的十字架Ô立于天地之Ʌ，Ʊ：“我若从地上被�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我。”Ȓ十字架
乃成
吸引力的中心。 {MYP 137.3}

它向�人申述，并吸引他�越ȏ罪�所造成的深渊，使有限的世人得与无ę的上帝Ŝ合。惟有十
字架的能力，才能使人与强大的罪�Ŝ盟隔Ł。基督舍己拯救罪人。凡罪ȏ得蒙赦免的人，凡û耶
ė的人，必与他Ŝ合。他�要ǔ基督的ǽ。Ȓǽ并非要困累他�，或使他�的宗教生活成
令人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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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役。不；基督的ǽ乃是要使基督徒的生活成
愉快而×�的生活。基督徒念及主Ǯ下祂的独
生子
世人死了，“叫一切信祂的，不致ð亡，反得永生”，就�当×喜快�。 {MYP 138.1}

忠于基督

凡站在以ʁ内利大君血染之旗�下的，都当在基督的0中作忠勇的士兵。他�决不可不忠，决不
可不Ơ。必有Ɛ多青年志愿
耶ė，就是
生命之君而站立。但他�若愿Ńņ
祂而立，就必ɜÇ
刻仰望他�的元}耶ė，静待祂的命令。他�不能既作基督的精兵，却仍参与撒但的Ŝ盟，助桀

虐，因
ȒÕ他�便成了基督之Ã。他�将辜ǔ神圣的托付。他�会在撒但和忠Ǔ士兵之Ʌ形成一
个ȖĂ，于是藉着Ȓ些活的媒介，仇Ã乃得以Ńņ不断地从事盗取基督士兵的心。 {MYP 138.2}

139

�û的青年，我Ƴɂ你�，你�自称是耶ė基督的士兵，可曾参与ȏ什么 役？可曾从事ȏ什么
工作？上帝的圣言已明白地向你O示的工作，只因你的+向抵触，你可曾拒Ł接受？世界的吸引力
可曾Ư使你不
耶ė服<？撒但正忙于策划他种种金玉其外的Ÿ惑；藉以使你ȕ犯一些似乎无足Ȁ
重的小�而引你Ȕ离耶ė。Ń之便以Ȃ大的引Ư来欺ʉ你完全背弃上帝。 {MYP 139.1}

你可能名列于教会的簿册，且声称是上帝的儿女，然而你的榜Õ，你的影响，却Ʈ表了基督的圣
德，u致别人离开了祂。那自称
信徒而在主所交付他的工作上并未悉力以赴的人，没有幸福，也
没有平安或喜�。他不断地将世俗混入教会之中，并非因悔改ƅ罪而皈服于上帝，却由于日愈随俗
浮沉，且在 争中不立于基督Ȓ一方面，而宁愿加入撒但那一方面去。 {MYP 139.2}

需有实验的知识

我呼求青年，要将那使你在精神和mɑ上与世界Ģļ的最ĵ致的Ň索割断。“你�<要从他�中Ʌ
出来，与他�分别，不要沾不洁2的物，我就收ĭ你�。我要作你�的父，你�要作我的儿女，Ȓ
是全能的主Ʊ的。” {MYP 139.3}

140

我�的青年肯留意Ȓ召Ƴ之声N？我�的青年太少ƅƙ在他�所交往的青年友伴之前，有表ă他



4/7/13 8:16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68 of 240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4&start_paragrap…1003587615&finish_paragraph=1003589940&references=1&pagebreaks=1

�与基督相似的生活和品格的必要。我�的青年固然有Ɛ多都明了真道的理Ƒ，但是很少有人藉m
ʈ的知ƙ，明了将真理m践于他�的每一行=上。那肯在广大的庄稼田里，从事当<之亟的青年 
道士在哪里呢？那些天天肯在基督的門下受教的人在哪里呢？但愿他�切勿自Ƃ已ĺɢa好要Ù�
了。但愿他�在主的庭院中等待，俾能得蒙指u，如何与上天的ƴ智者一同工作。�û的青年，我
愿\决地向你Ʊ，因
我要你得救。莫再浪Ǧ光阴。你不能事奉上帝又事奉ā門。你外表上可能是
基督徒，但是当ƞ探	b，遭受ŧ苦的ƞòÇ，通常你z不就屈服了N？ {MYP 140.1}

基督徒的友谊

你所ɕ免要Ĕ极参与的斗争，乃在你日常的生活中。你z不愿在受ƞòÇ，将自己的愿望与圣ĺ
明文s比，�切祷告求教于耶ėN，Ɛ多人宣称赴音�会而忽略祷告会，或不参赴上帝仆人�要宣
ƍ自天而来的信息，乃是Łs无害的。基督所Ʊ祂要	格之`，你若置身其Ʌ就安全无虞了。 {MYP

140.2}

141

凡珍Ɓ基督之圣言的人，必不避开祷告聚会，或不参赴主的使者奉差遣ƍƑ关乎永恒福利之事的
聚会。耶ė曾Ʊ：“因
你�无Ƒ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中Ʌ。”你能
忍受ș±自己的i�而�失福惠N？放任Ȓ些事,不但s你自己的品性与人生，也s你友伴的品行与
人生,都有明É的影响。 {MYP 141.1}

假若一切自称
基督門徒的人，能在言Ƭ和行
上名符其m，他�就必以基督的心
心，也必从
事上帝的工作。他�必抗拒放任自我的ƞ探，Ɩ明他�并不喜û属世Ȁ浮的i�，ȏ于喜û在ŽƖ
聚会与基督相遇的权利。ȒÕ他�就必在别人身上有确切的感化力，引u他�仿效自己的榜Õ。
{MYP 141.2}

行=的ŽƖ比口b的言Ƭ更响亮，而凡�于û宴�的人，并不重Ɓ与上帝子民一同聚会的丰富福
惠。他�也不重Ɓ:u友伴与他�同往的权利，希望他�的心
主的圣灵所=。ƞɂ，有ƺ与他�
同赴Ȓ些属世的聚集呢？耶ė没有在那里Ǯ福与聚会的人。可是撒但会提及Ɛ多置永恒福利于Ť后
的事物。Ȓ乃是他ɭ倒是非，淆乱善�的好机会。 {MYP 141.3}

由于参赴属世的聚会，因而养成s于刺激性逸�的喜û，ļ果道德力便削弱了。

142

那些û宴�的人或仍能ň持敬虔的外貌，但他�却与上帝毫无活Ý的Ŝ系了。他�的信心是死
的，ù心全然�失。他�不感Ƃ有Ǘ任要向基督以外的人Ʊ合Ç的ơƬ，:他�将自己的心奉献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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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1893年3月30日, 青年u« {MYP 141.4}

宗教非情感

ī正无玷Û的宗教并非情感，而是m践怜�和仁慈的行
。Ȓ种宗教是ň持健康和幸福所不可缺
的。它ȓ入已ĺÛĖ之心灵的殿，将充ì罪�的入侵者鞭笞ʄ出。它既登上宝座，便藉其出ă使一
切圣化，以公日bȆ煌的光Ĳ照明心灵。它也将心灵的窗¡向天开O，俾上帝之û的阳光照射ȓ
来。与之俱来的便是宁静与安泰。体力、智力、和灵力都日益增ȓ，因
天国的气氛，像一种活Ý
有力的媒介充ì心灵，基督也在心里成形，成
有荣耀的盼望。1901年10月15日, ƗƑ与通Ƌ {MYP

142.1}

143

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MYP 143.1}

在世人称
“小的”事上ǐ慎忠m的尽Ǘ，就必造成成功的人生。小小表ăû心的行
，小小的克
己ý牲，Ʊ几句ğC勉励的ơ，防止种种的小罪，Ȓ就是基督教。ɣǍ每日的福份，善用每日的机
会，殷勤培养所受托的才能Ȓ就是主所有求于人的。 {MYP 143.2}

一个忠心m践ĵ微本份的人，就已准a好承担更重大的Ǘ任。一个在日常生活上仁慈知礼，在自
己家中忠厚忍耐，而ĺ常以力使家庭生活快�
目的的人，在主呼召的Ç候，必争先�召而克己ý
牲。 {MYP 143.3}

均衡的品格

我�或Ɛ愿意将自己的ǖ�献作上帝圣工之用，但我�若不将一ɩ敬û和感Ǎ的心也同Ç献上Ŀ
祂，Ȓ就算不了什么。凡想在国外地区作真正布道士的人，必ɜ先在家�作真正的布道士；凡希望
在主的葡萄园中作工的人，必ɜ先ĵ心耕作祂所托付他�照管的一小[园地；藉以
此作准a。
{MYP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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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人“心里怎Õ思量，他
人就怎Õ”。心中的ƴ般思想造成当日未以文字ƌ�的H史，且Ȓ些思想
s于品格的形成，影响至深。我�必ɜ�格地ǐ守自己的思想，因
不ī洁的思想足以在心灵上留
下深刻的印象。邪�的思想必在Ť海内留下邪�的痕迹。如果人所�存的思想是ī正而圣洁的，他
就因而成
更良好的人。人属灵的脉博因Ȓ些思想而活Ƿ起来，行善的能力也增加了。正如一滴雨
水
第二滴ɢa好，使地土得滋æ，照Õ，一个良好的思想必要
第二个良好的思想Ȱ平道路。
{MYP 144.1}

最ȿ的旅程无非由逐步的ȓ行而Ȏ到。一Ȗ串的步程将我��到路途的ķ点。最ȿ的ȱ条是由Ɛ
多个别的ĂŪ所Ŝ成的，如果其中一Ă有缺点，ȱ条便毫无价*了。品格也是如此。均衡的品格是
由Ɛ多个别的善行所形成的。一种缺点如不予以克服，反而加以培养，必使人É
不完全，并使圣
城的門向他关Ɂ。凡ȓ入天国的人，必ɜ具有毫无玷Ûċı等类之病的品格。凡不洁2的，�不能
ȓ那城。在整个蒙Ǭ的群�中，决Ñ不出任何瑕疵缺点。 {MYP 144.2}

在日常生活上忠心

上帝的工作整个都是完全的，因
其中的每一部分，不Ƒ如何微小，都是完美的。他在造成一株
小草上所Ǧ的心思，也犹如他8造世界Ç一Õ。

145

如果我�切望完全，如同我�在天上的父完全一Õ，就必ɜ在小事上忠心。只要一件事是*得作
的，就*得把它作好。不管你所作的是什么工作，�要忠心地作。就是在最小的事情上也要ƍm
ơ。每天都要有仁û的行
，并要Ʊ�ž的ơ。要将微笑散布在人生的道路上。当你ȒÕ作的Ç
候，上帝就必予以嘉ĭ，到了那日基督必s你Ʊ：“好，你Ȓ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MYP 144.3}

到了o判之日，那些在日常生活上凡事忠心，看Ž当作之工就立刻去作，不ƃȂ名利的人，必要
听Ž有ơƱ：“你�Ȓ蒙我父Ǯ福的，可来承受那8世以来，
你�所ɢa的国。”基督并不因他�=
听的演ƍ，或卓越的智力，或慷慨的捐Ȉ而ǳƐ他�。他�得到ǭǮ，乃是因
他�作了一般人所
忽Ɓ的小事。祂Ʊ：“我ɾ了，你�就Ŀ我吃。……Ȓ些事你�既作在我Ȓ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1901年1月17日, 青年u« {MYP 145.1}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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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真光负责

青年男女啊，你�是�当
上帝所K的亮光ǔǗ的。Ȓ些亮光与警告，你�若不听从，在o判之
日就要指控你�有罪。上帝已坦白地列出你�的危ɓ，并在各方面忠告你�，čª你�，用警告Ă
W着你�。在上帝的家中，你�已听了上帝仆人在圣灵表ă之下所K的最�Ş而搜Ñ心ş的真理。
Ȓ些�Ş的Ƴ求在你�的心上有什么分量呢？在你�的品格上有什么影响呢？Ȓ每一道Ƴ求及警
告，是你�都要ǔǗ的。在o判之日，Ȓ些Ƴ求与警告都要出Z，向那些追求虚荣、Ȁ浮、及ʇ傲
生活的人�指控有罪。 {MYP 146.1}

�û的青年朋友�，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ă今是你�撒种的Ç候。将来收割是什么
呢？你�ă在所种的是什么呢？你�的一言一行，都是一粒种子，要ļ出或善或�的果子，并使撒
种的人将来得到或喜或�的后果。人种的是什么，将来要收的也是什么。上帝已Ŀ你�大光及Ɛ多
的权利。你�既得了亮光，既明白了自己当前的危ɓ，此后的Ǘ任就在你�的身上了。你�s待上
帝所Ǯ之亮光的�度，要决定你�将来的ē福哀�。你�ă在正是ȯ造自己的命Ȑ呢。教会Ɩ言 卷
三原文 {MYP 146.2}

147

真诚的意旨

当那四个希伯来青年在巴比"
服<朝廷而受ƉÇ，他�并不以
主的福惠可以代替他�所�有
的极度努力。他�殷勤学�；因
他�ƅ明，靠ǰ乎上帝的恩典，他�的前途仍在乎自己的意志和
行
而定。他�ɜ将全部才干用在工作上；并藉ő密而ƅ真的Ȑ用自己的能力，充分利用学�和工
作的机会。 {MYP 147.1}

与上帝合作

Ȓ些青年努力在作成自己得救的工夫Ç，同Ç上帝也在他�心里Ȑ行，使他�立志行事
要成就
祂的美意。Ȓ就É明了成功的条件。我�要将上帝的恩典据
己有，就必ɜ克尽自己的本分。主原
无意替我立志或行事。祂Ǯ下恩典原是叫我�立志行事，而不是要替代我�的努力。我�的心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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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Q醒与之合作。圣灵在我�里面Ȑ行，使我�能作成自己得救的工夫。Ȓ就是圣灵所要Ŀ予我�
的mɑ的教Ɖ。“你�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心里Ȑ行，
要成就祂的美意。” {MYP 147.2}

主必与一切ƅ真努力要忠心
祂服<的人合作，正如祂与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合作一Õ。

148

�良的才智和高尚的品格，都不是偶然的成果，上帝Ǯ与机会，而成功6有ǰ乎如何予以Ȑ用。
必ɜ敏于Ƃ察天意所开的机会之門，并ù切地ȓ入其中。有Ɛ多人，只要他�象但以理一Õ，愿意
倚靠上帝蒙恩作得š者，并且ɣ受力量和效能去作他�的工，本是可以成
�大人物的。 {MYP 147.3}

全心全意的服务

青年�，我有ơ要s你�ƍ：<要忠心。要用心作你�的工。不可效法那�惰的，不�心服<的
人。行=多次重复就Ï成��，��Ï成品格。要忍耐地履行人生ĵ微的<。在你低估自己于微
小<上忠心的重要性Ç，你的品格的建造必不完ì。在全能者看来，每一<都是重要的。主曾
Ʊ：“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一个真基督徒的生活中，并没有不重要的任<。
{MYP 148.1}

Ɛ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行事正与上帝的旨意相背。Ɛ多人竟等待着有一番�大工作交Ŀ他�。
他�每日ȸȏ了向上帝表ă忠心的机会；他�每日在全心全意履行那些他�所ƅ
无趣味的生活中
微小<上失Ǚ了。当他�在等待着一番�大工作，以便施展其自以
是卓越的才干，藉以ì足自
己的野心Ç，他�的一生就虚度ȏ去了。 {MYP 148.2}

我�û的青年朋友�啊，<要作你近在手Ȍ的工作。

149

要注意到你力所能及的某种卑微工作。全心全意地去从事Ȓ种工作。要促使自己的思想，明智地
从事你�在家里所能作的一切事。ȒÕ，你就必使自己适于承担更大的事�。要ƌ得ĺ上ƌ着Ƒ及
希西家王的ơƱ：“凡他所行的，……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 {MYP 148.3}

专心的价值

�意从事手b工作的才干，乃是一种极大的福气。敬畏上帝的青年，�Ƨ努力用心履行自己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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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保持自己的思想在正当的范W中，且竭尽其能事。他��Ƨƅ清当前的任<，并在履行任<Ç
不ƈ自己的思想游离。Ȓ种心理方面的Ȼòs于ķ身都有助益。凡在所从事的一切事上学�Ȑ用思
想，而不Ƒ工作在表面是多么微小的人，在世上必大有Ǖ献。 {MYP 149.1}

�û的青年啊，<要�²ù切而\忍不拔。“要Ħ束你�的心”，要象那忠心的希伯来青年但以理
一Õ，内心立志忠于上帝。不要叫你�的父母和朋友�失望。ȑ有一位也是你�所�当ƌ念的，不
可使那位û你，甚至
你舍命，使你能与上帝同工的s你失望。 {MYP 149.2}

最高尚的动机

盼望荣耀上帝，Ȓs于我��Ƨ是一切=机中最强有力的。

150

它�鼓舞我�尽全力善用所ǮĿ我�的特权与机会，使我�得以明了如何明智地Ȑ用主的ǖ物。
它�u使我�保守自己的bŤ、骨骼、肌肉，和神ĺ在最健全的情况之下，使我�可因体力强健与
思想清晰而作忠心的管家。如Ŀ自私自利留有余地的ơ，就必会使思想萎Ŕ，心地7硬；如果任其
控制，它就会摧Ø道德力。因此失望便随之而来。…… {MYP 149.3}

真正的成功乃是那位使但以理成功的上帝所Ǯ予人的。那位洞察但以理内心的主，看到祂仆人=
机的ī正和尊荣主的决心而×喜。那些在自己生活中成全上帝旨意的人，必ɜȓ行辛苦的努力，�
ġ而ƅ真地完成祂所交付他�去作的工。1903年8月20日, 青年u« {MYP 150.1}

恒久的喜乐

况且Ȓ引到永生的ɓ峻道途上，一路都有喜�的泉源，使疲�之人得以振d。凡行走智慧之途的
人，即使在患ɕ中也是极其快�的；因
他�心中所敬û的主，虽然眼不能Ž，但仍在他�的身旁
一同行走。他�每向上一步，就更清楚地辨明祂圣手的¨触；每行走一步，从眼不能Ž之主那里就
有更Ȇ煌的荣光射来，照在他�的路上；他�ǳ美的歌声也愈来愈宏亮，而上升参和那在宝座前之
天使的歌ɡ。《福山宝Ɖ》 {MYP 150.2}

151



4/7/13 8:16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74 of 240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4&start_paragrap…1003587615&finish_paragraph=1003589940&references=1&pagebreaks=1

意志的锻炼

ī正的宗教与意志有关。在人的本性中，意志掌有治理之权，一切其他的官能均受其支配。意志
并非癖好或+向，它乃是抉±权，在人类的心中Ȑ行，使之ɛ从或背逆上帝。 {MYP 151.1}

不稳定与怀疑

你是个有才智的青年；你切愿使你的人生最ķ能令你配享天国。你在KƂ自己道德力薄弱，既

疑惑所奴役，又被从前罪�生活中的��和ɯ俗所控制，而往往灰心沮�。你KƂ你情Ņ的本Ǜs
你自己，s你最良好的决策，并s你最�Ş的誓言，都不可靠。似乎没有什么是真m的。你自己的
不Ę定，u致你�疑那些要想帮助你之人的Ơ意。你愈在疑Ŷ中µ扎，就愈没有一Õ事在你看来是
真m的，直至似乎没有一`是你安Ę的立足之地。你的ƐƵ犹如沙做的Ň子，而你也以同Õ不真m
的眼光来看待那些你�当信任之人的言行。 {MYP 151.2}

由皈服的意志而得力

你在了解意志的真m力量以前，必随Ç`于危殆之中。

152

你也Ɛ凡事相信，凡事允Ƶ，然而直到你将自己的意志置于信心与行
之上，你的�Ɛ或信心皆
无价*。你若以全部的意志力去打信心的仗，就必会Űš。你的感Ƃ，你的意念，你的情Ņ，都是
靠不住的，因Ȓ些都不可信ǰ，尤其因你有Ɛ多的偏Ž；而且由于你的食言背誓尽人皆知，以致自
信日薄，亦不能Ž信于人。 {MYP 151.3}

然而你也不必Ł望。你必ɜ决心相信，虽然在你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是真m可信的。我无ɜ告ƛ
你，那使你落到Ȓ般不堪Ɠ想之境地中的，乃是你自己。你<ɜ挽回自己s于上帝和s于兄弟的信
任。最好将你的意志皈服于耶ė基督之旨意之下；而你若如此行，上帝就必立刻作主，在你心中Ȑ
行，叫你立志行事，都成就祂的美意。你整个性情必服从基督之灵的管ȉ；甚至Ȗ你的思想也要依
附于祂。 {MYP 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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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虽不能按你所希望的，控制你的情感冲=，你的情Ņ，但你却能控制意志，且能使你的人生全
然改ž。由于将你的意志皈服于基督，你的生命必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而得与那超越一切¢
政掌权者的权能相Ŝ系。你必从上帝那里得着力量，使你Ę定地持住祂的能力：于是一种新的亮
光，就是活Ý信心的亮光，即可在握。但是你的意志<ɜ与上帝的旨意合作，而不可与撒但所ĺ常
用以陷你于ŕ网和Øð之中的同伴的意志合作。 {MYP 152.2}

153

你z不愿毫不ȗ疑地与上帝建立正常的关系N？你z不愿Ʊ：“我愿将我的意志献与耶ė，而且我
立即就ȒÕ作”，从此刻起就完全站在主Ȓ一ȌN？不要理会ɯ俗如何，不要管那嗜好与情欲强横的
喧§。不要ƈ撒但有机会Ʊ：“你是个卑鄙的#善者”。当ġɁ門¡，叫撒但不能ȒÕ控告你而令你灰
心。你要Ʊ：“我相信，我确m相信上帝是我的帮助者”。于是你必Kă自己已在上帝里面Űš了。由
于\定地保持自己的脚已立于Ę固磐石之上。有Ç你必ɜ竭尽所有的每一分意志力，但那
你而工
作的乃是上帝，而你ĺ受Ȓ番塑造的程序之后，就必成
Ǥ重的器皿。 {MYP 153.1}

神旨与人的意志联合

要ǀƑ信心。要列身于上帝Ȓ方面。不要涉足于仇Ã那一Ȍ，主必作你的帮助者。你所不能
自
己成就的事，祂必
你去作。ļ果必使你L成象“利巴嫩的香柏Ô”一Õ。你的人生必是高尚的，你的
工作必是在上帝里面作的。在你里面必K生一种能力，ù忱，和ī朴，使你在上帝手中成
磨光的
器皿。 {MYP 153.2}

你需要每天ɷ于真理之源，俾明了在主里面喜悦和快�的秘ƕ。但你必ɜƌ着，你的意志乃是你
一切行=的根源。

154

Ȓ在人的品格上占有如此重要因素的意志，竟在人堕落之Ç交Ŀ撒但控制了；而从那Ç起他便在
人心中工作，叫人立志行事成就他的意思，却使人陷入困苦而ķ于Ü亡。 {MYP 153.3}

但上帝因Ǯ下祂的û子耶ė，
Ǭ罪祭所作的Ȓ无限ý牲，使祂在不ȕ反其政权的原6下可以
Ʊ：“你自己当�服我；将意志献Ŀ我；将它从撒但的控制下c回来，我必使它�我所有；ȒÕ我便
能在你里面Ȑ行，使你立志行事成就我的美意。”祂一旦将基督的心ǮĿ你，你的意志便成
祂的意
志，而你的品格也L化成
与基督的品德相似了。你立志遵行上帝的旨意N？你愿ɛ从圣ĺN？“若
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MYP 154.1}

除非你拒Łì足自己的意向，而立志ɛ服上帝，就根本ǀ不上是跟从基督的。你之所以成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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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女，并非由于你的感Ƃ或情Ņ，乃在于遵行上帝旨意。倘使你的意志L
上帝的意志，6一个
有
的人生正展ă在你面前。你便以上帝Ǯ与的大丈夫气概屹然而立，作善行的楷模。于是你必帮
助ň持Ɖ育的各ɚſ律，而不致去B助破坏了。你也必帮助ň持秩序而不致忽Ɓ它，也不致因你一
己的行
引起不ſ6的生活了。 {MYP 154.2}

我以敬畏上帝之心告ƛ你，我深知你若将意志皈服在上帝Ȓ一Ȍ，将成
什么Õ的人。 {MYP 154.3}

155

“我�是与上帝同工的”。你
今世和永生从事工作的方法，将使之ĺ得住o判的考ʈ。你愿不愿
ƞ一ƞ呢？你ă在愿作一百八十度的ǼLN？你是基督的û和祂作中保的s象。你愿意ă在就�ɛ
上帝，帮助那些守ª祂圣工福利的人，而不使他��!沮�N？教会Ɩ言 卷五原文 {MYP 155.1}

特别努力的必要

上帝已有所安排，只要我�殷勤而虔Ơ地加以Ȑ用，就不致有一只船会遭遇破Ø，却能忍受暴ɯ
雨的凌逼，而ķ碇舶于福�港口之中。但我�若藐Ɓ并疏忽Ȓ些安排与特权，上帝决不会施行神迹
来救我�任何一个人，我�就必象犹大和撒但一Õð亡。 {MYP 155.2}

莫想上帝会行神迹来拯救那些�藏罪�，�于犯罪的懦弱生灵；或是有何超自然的因素会º入他
�生活之中，提拔他�离弃私心而升入更高的境地，在那里一切都Ȁ而易�，无ɜ作任何特别努
力，任何特别d斗，也用不着将自我ȣ死；因
凡滞留于撒但的地界以待此种救援的人，必与作�
的人一同ð亡。他�必ə刻Ǚ坏，无法可治。《Ŀ 道人的Ɩ言》原文 {MYP 155.3}

156

上帝的引导

主向我�É示祂的旨意，来引u我�的方法有三种： {MYP 156.1}

上帝藉着祂的ơ，就是圣ĺ，向我�É示祂的旨意。 {MYP 156.2}

上帝的声音也É示在祂天命的作
之中；只要我�不偏行己路而使自己的心灵Ȕ离祂，固¢己Ž
任意而行，随从不圣洁心意的唆使，直至Ƃ察力Ƕ于混乱，以致不能辨明永恒的事物，竟将撒但#
装的声音，Ʈƅ
上帝的声音而加以接受；我�就必能ƅƙ上帝的声音。 {MYP 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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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有一个听聆上帝声音的方法，就是藉着祂圣灵的呼求，在人心中作种种感召，以致在品格上É
明出来。 {MYP 156.4}

如果你s任何ɂɪ有所�疑，首先ɜÑ考圣ĺ。如果你已真正开始ȏ信心的生活，那你就已ĺ将
自己献Ŀ主，完全�祂所有，祂也已接ĭ你，要照祂的旨意陶冶你，使你成
尊Ǥ的器皿。你�当
ù切希望在祂手中成
柔ɛ的，无Ƒ何往都随从他的引ɣ。ȒÕ你便信靠祂以成全祂的ƃ划，同Ç
也与祂合作，  兢兢地作成自己得救的工夫了。《教会Ɩ言》卷五原文 {MYP 156.5}

157

圣灵的潜移默化

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旧生活的修理或改良，乃是本性的L化。自我和罪必ɜ置之死地，随之而来的
乃是全新的生活。Ȓ种L化惟有藉着圣灵有效的Ȑ行，才能成功。 {MYP 157.1}

尼哥底母依然不大了解，耶ė乃以ɯ
比T来Ʊ明祂的意思。祂Ʊ：“ɯ随着意思吹，你听Žɯ的
响声，却不Ê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MYP 157.2}

ɯ来Ô=，枝叶沙喇沙喇的响声，Ȓ是人所听得Ž的，但却看不Žɯ的形状；ƺ也不知道它从哪
里来，往哪里去。圣灵在人的心中Ȑ行也是如此。人不能够解Ƞ圣灵的行=，正如不能解Ƞɯ的行
=一Õ。一个人或Ɛ不能Ʊ出悔改的一定ÇɅ或地点，或Ɛ不能追溯悔改ȏ程的一切情况是Ȓ并不
能Ɩ明他没有悔改。藉着一种象ɯ那Õ无形不Ž的能力，基督是Ç刻不停的在人心中作工。受到的
人也Ɛ完全不Ƃ得，而Ȓ种能力却èè的潜移默化，引人�向基督。ȒÕ的感化也Ɛ是从默想耶
ė，或Ñ考圣ĺ，或听 道人的ƍƑ而来的。及至圣灵来作更直接的呼Q，心灵便豁然×�的�ɛ
耶ė了。

158

Ɛ多人ƱȒ是突然的悔改；殊不知Ȓ是上帝的灵ȿ久默化的ļ果，一种ȿ期忍耐的ȏ程。 {MYP

157.3}

ɯ的本身虽不能Ž，但其所生的效果却是看得Ž，Ƃ得到的。照Õ，圣灵在人心中作工，人一旦
感受其拯救的功能，就必在他的一切行
上表ă出来。上帝的灵住在人心里，就能改L人整个的生
活。罪�的思想�开了，不良的行
抛弃了；仁û、Ǐƈ、及和平，代替了�怒、嫉妒、与分争；
�愁L成喜�；面容也映照出天上的光Ȇ。没有人看到上帝
人卸下重担的手，也没有人Ž到从天
上降下的光芒。当人因着信投靠上帝之Ç，恩惠、福气，就	到他了。…… {MYP 158.1}

人类有限的智力，无从ɣ会救Ǭ的大工。其奥秘超出人的智能以上；然而一个出死入生的人，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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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体会到Ȓ神圣的事m。救Ǭ之工的开始，我�能从今生的个人ĺʈ中知道，而救Ǭ之工的ļ果，
却要存到永Ȕ。《H代愿望》 {MYP 158.2}

神圣帮助的凭据

你若感到心灵中有所缺乏，你若ɳ渴慕，Ȓ就Ɩ明基督已ĺ在你的心里=工，
要使你t求
祂，藉着所Ǯ圣灵，替你成就你自己所无法作成的事。《福山宝Ɖ》 {MYP 158.3}

159

住在内心的基督

如果我�的û心有根有基，我�就能“和�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û，是何等ȿɍ高深，并知道Ȓû
是ȏ于人所能à度的。”Ȓ是何等宝Ǥ的指望和勉励啊！人心中一切道德的ÛĖ既已清除，便有可û
的救主居住其Ʌ，使整个性格高尚而圣洁，并使Ȓ人成
圣灵的殿。…… {MYP 159.1}

他对于我们信心的感应

我�是靠着活Ý的信心常住在基督里面。祂是因我�个人所®有的而住在我�心中。有神圣的	
格与我�同在，而我�体会及此，心意便被c回而ɛ服耶ė基督了。我�属灵的体ʈ与我�理解Ȓ
种交ǁ的活Ý程度相称。以Ƶ曾如此与上帝同行；我�若思考基督s于我�的关系，以及祂在救Ǭ
ƃ划中
我�所成就的一切Ç，基督就必因信而住在我�心中了。我�培养s于上帝Ǯ与世界和个
人的Ȓ一至大恩Ǯ的感悟，就必Ű致极大的喜�。 {MYP 159.2}

ȒÕ的思想s于整个品格有一种控制的能力。我愿你常常ȭƌ着，你若愿意，就可以常有一位神
圣的伴$与你同在。“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

160

因
我�是永生上帝的殿；就是上帝曾Ʊ：我要在他�中Ʌ居住，在他�中Ʌ来往；我要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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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帝，他�要作我的子民。” {MYP 159.3}

受祂爱的陶冶

人的思想一集中于基督，品格就依照神圣的形象而受到陶冶了。思想弥漫着s于祂良善慈û的感
Ƃ。我�默念祂的圣德，ȒÕ，祂就ǡ注于我�一切思想之中。祂的ûĂª着我�。如果我�向正
午光耀的太阳ž看片刻，然后再Ǽ移目Ò，太阳的形象便要出ă在我�所看的一切事物上。 {MYP

160.1}

我�仰望耶ė也是如此；凡我�所看的一切都必反映祂那公日b的形象。我�再不能看到或ǀ
到别的事物了。祂的形象已ĺ印在心眼之中，并影响到我�日常生活的各方面，使整个性格L
温
柔而ʂ良的。我�因仰望而L成神圣的形象，就是基督的Õ式。s于与我�交往的人，我�都反映
出祂公和喜�的光Ȇ。我�的品格已ĺ改L了；心灵和意念都因反映那û我�
我�舍己之主而
Ȇ耀了。再Ʊ，又可感Ƃ有一种�身的活Ý的感化力因信而住在我�的心中。 {MYP 160.2}

祂的Ɖư既已接受在心，并控制我�，于是耶ė就常与我�同在，管理我�的思想，意念，和行
=。我�便会
�世ɉ名最�大的教~的Ɖư所灌注了。

161

我�s人生和日常<的ž点就会具有一种s人类的Ǘ任感及感化力的特Ǜ。 {MYP 160.3}

耶ė基督是我�的一切在凡事上
始，
ķ，
至善。耶ė基督，祂的圣灵，祂的圣德，Ŀ凡事
染上色彩；是Ķ成我�整个人生的ĺĪ。基督的ơ乃是灵，是生命。因此我�的思想不可集中于自
己；因
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那大有荣耀的盼望。自我已死，但基
督却是永活的救主。我�不住地仰望耶ė，便将祂的形象反映于四W的人。我�不能停下来思Ŷ自
己失意的事，ȖǀƑ也不可以；因
有更愉快的景象耶ė宝Ǥ的û，吸引了我�的目光。祂藉着真
理的道住在我�里面。《Ŀ 道人的Ɩ言》原文 {MYP 161.1}

重价的珠子

我�当将自己献Ŀ基督，ķ身�意ɛ从祂的一切要求。我�的全人以及我�所有的一切才智与能
力都是主的，�当献上
祂服<。当我�如此将自己全然献与基督Ç，祂便要将祂自己，Ȗ同天上
的一切ǖ宝ǮĿ我�。ȒÕ我�便Ű得那重价的珠子了。《天路》 {MYP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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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舍 己

耶ė虚己，在祂所行的一切事上，毫不炫露自我。祂使万事都依附于祂天父的旨意之下。因此当
祂在世的使命行将ļ束之Ç；祂能Ʊ：“我在地上已ĺ荣耀祢；祢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祂也
嘱咐我�Ʊ：“我心里柔和Ǐ卑；你�当…学我的Õ式。”“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但愿得以弃
Ł自我，不再容它管治心灵。 {MYP 162.1}

凡仰望基督而ƅ清祂如何克己Ǐ卑的人，就必受感而如但以理Ž到那象人子的一位Ç同Õ地
Ʊ：“我…面貌失色，毫无气力。”……Ç常尽力炫耀，争Ĝ夸š，乃是人类的本性；但是凡向基督学
�的人，却已除去自我，ʇ傲，和好š之念，心灵中便寂静了。于是自我就�服圣灵的管理。我�
再也不企求最高的位分，也不再存出人b地的野心以博�望；反而ƅ清自己所能享有的最高地位，
便是在我�救主的脚前了。于是我�就仰望耶ė，静待祂圣手引ɣ，听候祂慈声的指u。使徒保ŕ
曾享有ȒÕ的ĺʈ，因而他如此Ʊ：“我已ĺ与基督同ȣ十字架；ă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祂是û我，
我舍己。”《福山宝
Ɖ》 {MYP 162.2}

163

上帝所悦纳的品格

青年人需要ǐ慎而虔Ơ的受教，俾使他�得以在Ę固磐石上建立自己的品格。Ɛ多人之所以犯�
重ȸƮ的原因，乃是由于他�不注意ĺʈ的教Ɖ。父母和教~的:u在他�身上失去了效用，他�
就屈从仇Ã的ƞ探。上帝疼û青年人。祂在他�身上看到极大的向善可能性，只要他�体会到自己
需要基督，并在Ę固的基Ē上ȓ行建造。祂也知道他�所受的ƞò。祂知道他�必ɜ与那想要控制
人思想的黑暗@力作 ；所以祂已ĺ打开了門路，使青年男女得以与上帝的性情有份。…… {MYP

163.1}

需要恒切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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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不是偶然形成的。它不取决于一次突K的脾气，或是偶然走ȸ的一步路。行
的重复，便从
而造成��，以致塑造出或善或�的品格。惟有靠ǰ恒切不倦的努力，藉着增ȓ每一付托的才干及
才能去荣耀上帝，才能塑模成高尚的品格。但Ɛ多人，不但不如此行，反ƈ自己随情感冲=或Ă境
所ʄ使。

164

Ȓ不是因
他�缺少良好的ǩǛ，而是因
他�没有ƅƙ到上帝要他�在青年Ç期尽其所能做到
最佳美的地步。 {MYP 163.2}

如果今日的青年能象但以理一Õ站Ę立Z，他�就必ɜ竭尽他�全副属灵的精力。主并不希望他
�永作初出茅�的生手。祂希望他�能攀登�秀的最高峰。祂愿意他�Ȏ到ɐ梯的最高x，以便迈
步跨入上帝的国。 {MYP 164.1}

友伴的影响

离开家庭而不再置身于父母照ɞ之下的青年，大都ɜ自行ș±其个人的友伴。他��Ƨƌ得，天
父的眼睛Ç常垂注他�，因此祂看到他�一切的需要和所有的ƞ探。学校中ĺ常有一些青年，他�
在行
上É出思想类型的卑劣。他�由于幼年Ç期受到了不ǘ明的教养，以致养成了畸形的品格；
及至ȿ大成人，Ȓ些缺点仍然存留而致!·他�的ĺʈ。由于Ȓ些人的言行，就u使Ɛ多道德力薄
弱的人Ʈ入歧途。 {MYP 164.2}

�û的青年啊，ɜ知Ç者金也。你�切不可撒播稗子而危及自己的性灵。你�决不可在ș±同伴
的事上粗心大意。要注意他人品格中的�点，Ȓ些�点就必成
一种道德力，帮助你拒�±善。要
提高你�的目Ò。

165

你�那敬畏上帝的父母和教~�，虽然夜以Ń日地
你�祷告，:勉并警告你�；但你�若ș±
一班Ȁ薄之人
友，Ȓ一切就必�于徒然了。如果你�看不出真正的危ɓ，反以
自己能随意
善

�，那么你�就决不至察Ƃ罪�的酵已在暗中逐è浸ŷ并Ǚ坏你的心灵了。 {MYP 164.3}

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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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曾遭受ȏ折磨、侮辱、和虐待；祂无Ƒ在左在右，都受ȏƞ探的攻4，但祂并没有犯罪，却
献上了使上帝完全ì意的ɛ服。祂藉此永Ȕ消除了一切不ɛ服的藉口。祂来向人É示如何ɛ从，如
何遵守全部ƫ命。他握住了神的能力，Ȓ是罪人唯一的希望。祂曾舍弃自己的生命，使世人既脱离
世上从情欲来的Ǚ坏，就得以与上帝的性情有分。…… {MYP 165.1}

上帝已将各种才能ǮĿ青年，要他�用以荣耀祂；可惜Ɛ多人妄用Ȓ些恩Ǯ去追求不圣洁，不正
当的目的。Ɛ多人具有才能，如果加以培养，必能使心智、道德，和身体方面的造Ʀ有丰富的收
Ű。但他不加以思考。他�不估量自己行
的代价。他�狂妄无知，不听:ƫ，不受Ǘa。Ȓ是一
种可怕的ȸƮ。如果青年人体ƅ到上帝的神目在察看着他�，祂的使者也在注意着他�品格的K
展，衡量道德的价*，他�就必bŤ冷静了。1899年7月27日, 青年u« {MYP 165.2}

166

基督常与我们同在

基督的宗教，不�限于赦罪一事；它也包括除尽我�的罪，并用圣灵的恩惠来填充罪所Ȝ留的真
空。它也包括上帝的光照，和在上帝里面的喜�。它又包括一ɩ虚己的心，并因基督住在其内而蒙
福。一旦有基督在心中作王，那里也就必É出ī洁无罪的ă象，ȒÕ的人生定能mă福音ƃ划的荣
耀，丰盛与完美。Ȓ就Ɩ明上帝确已差遣祂的儿子到世上来作人类的救主了。 {MYP 166.1}

s于那些忠心跟从祂的人，基督乃是每天的伴$和知己的良友。他�曾在与上帝�密的Ŝŀ并不
断的交通中生活。耶和A的荣耀已ĺKă照耀他�。那得知É在耶ė基督面上的上帝荣耀的光已ĺ
从他�身上反映出来了。ă在他�要在大君王威�的Ȇ煌荣耀中×喜。他�已ĺ准a妥当享受天庭
的交ǁ；因
他�早已有天国在心中了。《天路》 {MYP 166.2}

167

168

第五篇
Ù生的工作准a

真教育不�是修ƶ一門ſ定的科目而已。它是广博的。它包括一切体力和智力的均衡K展。它教
u人敬û上帝，并作忠Ơ履行人生śǗ的准a。教育勉言, 64 {MYP 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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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教育乃
准a体力、智力、与道德力以履行人生各种的śǗ，亦即Ɖĳ身、心、灵以从事神圣
的服<。Ȓ乃是一种足能延ņ到永生的教育。《天路》 {MYP 168.2}

169

基督化的教育

人的心意是可以受到最高培养的。献Ŀ上帝的人生不�Ƨ是一种愚蒙无知的人生。耶ėș了没
有学ɂ的é夫来 ¦祂的福音，Ɛ多人竟因而反s教育。他�断言祂É然宁取没有学ɂ的人。殊知
有很多博学高位的人也相信祂的教Ɖ。Ȓ些人若能无畏地听从自己良心所确信的，他�就必跟从
祂。他�若献上自己的才干，就必得蒙悦ĭ，并用在基督的圣工上。可惜他�没有道德的能力，在
仇Ɓ的祭司和嫉妒的官ȿ面前承ƅ基督，并唯恐因与Ȓ卑微的加利利人Ŝ合而影响自己的声誉。
{MYP 169.1}

那位洞察人心的主深深了解Ȓ一点。那些受ȏ教育的高尚人士既不屑作他�所能š任的事，基督
便ș愿意在遵行祂旨意的事上ɛ命尽忠的人。祂ș卑微的人，ƈ他�常和自己在一起，以便Ɖ
ĳ他�，在祂卸下仔肩之后，可以承Ń在地上Ȓŧ巨的工作。 {MYP 169.2}

伟大的教育家基督

基督乃是世界的光。祂原是一切知ƙ的根源。祂能使没有学ɂ的é夫具有ǩ格，承受祂所要交Ŀ
他�的崇高使命。

170

那Ŀ予Ȓ些卑微之人的真理教Ɖ，原是极关ġ要的。他�要震撼世界。看起来耶ė使Ȓ些卑微的
人与祂Ŝ合，似是一椿很Cī的事，但所�生的后果却是非常重大的，他�的言行要改革整个世
界。 {MYP 169.3}

耶ė并未ȀƁ教育。心智的最高培育，只要因敬û上帝之心而成圣，就必蒙祂完全的嘉ĭ。基督
所ș的Ȓ班卑微的人曾与祂共`三年，得受天上至尊者的高雅感化。基督乃是世界有史以来最�
大的教育家。 {MYP 170.1}

只要青年人愿意献身于上帝，祂就必悦ĭ他�，以及他�的才能和丰富的感情。他�可以在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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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Ȏ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再配合上宗教的原理，他�就Ń承基督降世所要完成的工作，而且他�
如此行，就是与主同工了。 {MYP 170.2}

在本会大学里的学生�享有宝Ǥ的特权，不但能Ű得科学的知ƙ，并且能学�如何培养并m践美
德，以建造均衡的品格。他�都是向上帝ǔǗ的有道德心的代表。人所®有的ȩǖ、地位、和智
力，都是上帝所委托要他�予以ŝ明利用的。祂已将不同的恩Ǯ按照祂仆人的能力和容量作了适当
的分配，Ŀ各人安排其所�作的工作。1877年6月21日,ƗƑ与通Ƌ {MYP 170.3}

171

真 教 育

真教育乃是一些概念的教u，Ȓ些概念必将有关于8造主上帝和救Ǭ主耶ė基督的知ƙ，深印于
人心意之中。ȒÕ的教育必使人思想更新，品格改善。它必巩固我�的思想，抗拒那心灵之ÃŸ惑
人的耳Ƭ，使我�能ɣ会上帝的声音。它必使受教者有ǩ格与基督同工。 {MYP 171.1}

我�的青年若得着Ȓ种知ƙ，他�就必Ű得其他一切必需的知ƙ。否6，他�虽然Ű得了世界上
所能Ű致的一切知ƙ，也不足以使他�列身于主的Ɏ伍中。他�虽可收集一切�本上所能提供的知
ƙ，但s于那能使他�得蒙上帝嘉ĭ之品格的公基本原理，却仍毫无所知。 {MYP 171.2}

那些在地上学校中t求知ƙ的人<要ƌ得，另有一所学校也要争取他�作学生，那就是基督的学
校。Ȓ所学校的学生永无Ù�之日，其中的学P老幼俱有。凡听从那位神圣教~指u的人，乃是不
断地在Ű得更多的智慧和更高尚的品Ǜ，以便准aȓ入那更高ħ的学府，在永恒y月中Ńņ不断地
ȓ步。 {MYP 171.3}

无限智慧者将人生的�大Ʒɪ<与幸福的Ʒɪ¿在我�面前。

172

Ȓ些功Ʒ常是不易学�的，但是若不学会，就不能有真m的ȓ步。Ȓ些教Ɖ可能要我�付上努
力、眼泪、甚至痛苦作代价；但我�决不可踌躇或感ƂJ倦。我�要在Ȓ个世界上，在其种种考ʈ
与ƞ探之中，Ű取堪与圣洁天使交往的ǩ格。凡�心致志于次要的科目，以致停止在基督門下学�
的人，无形中已遭受莫大的·失。 {MYP 171.4}

8造主所Ǫ予人类的每一良知良能，都�用来荣耀祂，而且ȒÕ的Ȑ用，就必使Ȓ些知能得到最
ī正、最高尚、和最愉快的K¶。天国的原6�Ƨ作
人生的大前提，而在Ű得知ƙ或培育智力的
事上每作一步ȓ展，都�使人性与神性更ȓ一步相似。《基督教育原理》原文 {MYP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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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教育

今日我�青年所要Ű得的最基本的教育，以及那能ɢa他�升入天上学府中更高班ħ的教育，乃
是教u他�如何将上帝的旨意É示于世人的教育。1907年10月24日, ƗƑ与通Ƌ {MYP 172.2}

最高尚的教育

凡献身学�上帝的作
和旨意的人，正是在接受人类所可能受的最高尚的教育。他�不是将ĺʈ
建立在世人的ƤȊ上，而是建立在那就是永生的原6上。《教育勉言》原文 {MYP 172.3}

173

基督化教育的需要

上帝要人作智能的Ɖĳ。祂定意使祂的仆人比一般属世的人具有更多的才智，和更清楚的ȡ别
力，并且祂也不喜悦那些ȏ于疏�不肯作有效率，有Žƙ之工人的人。主吩咐我�要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地û祂。Ȓ就Ʊ明我�ǔ有Ǘ任要K展智力到完美的地步，使我�能尽意ƅƙ并敬û我
�的8造主。 {MYP 173.1}

人的智力若置于圣灵的管制之下，6愈加�底地培养，就愈能
上帝作更有效的服<。那没有受
ȏ教育的人如献身Ŀ上帝并切望
他人ǂ福，他就可能、而mɑ已被主使用
他服<了。但那些受
ȏ高深教育而具有Ȓ同Õ献身精神的人，却能
基督作更广大的工作，他�原是居于�@的。 {MYP

173.2}

为更高的服务受训练

主渴望我�要尽可能地受教育，而以向他人 授已有的知ƙ
目的。无人能Ű知自己要在何`并
且如何奉召
上帝作工或K言。惟有我�的天父看出祂能使人有何等的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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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那¿在我�面前的可能性乃是我�Ȓ薄弱的信心所ɕ以辨ƙ的。我�的心智�受到良好的Ɖĳ，
以便在必要的Ç候，我�可以在世上最高的权威面前ɒ述圣ĺ的真理，藉以荣耀主的圣名。我�Ł
不可放ȏ任何使自己在智力方面有
上帝服<ǩ格的机会。 {MYP 173.3}

完善的教育

凡需要教育的青年，�当立下决心去求得教育，不要等待机会，要
自己制造机会。要把握当前
的每一小小門径。ɜm行ŪĦ，不要
ì足食欲或追求享受而浪Ǧ你的金ȩ，当遵照上帝的呼召决
心成
有用与有效的人。要在你所担任的工作上�底而忠心。当尽可能地争取每一足以增强智力的
机会。当以有用的手ũ配合�本的学�，并藉着忠m的努力、儆醒、祈祷，求得那从上面来的智
慧。Ȓ就必使你Ű得一种完善的教育。ȒÕ，你的品格就可以提高，并得到一种能以感化别人的力
量，使你能引u他�走上正直和圣洁的道路。 {MYP 174.1}

我�若留意自己的机会和特权，就能在自修的工作上更有ȿ足的成就。真正的教育不�限于各大
学所能供予的。科学的研究固然不可忽Ɓ，但是ȑ有一种更高的Ɖĳ是藉着与上帝有活Ý的Ŝŀ而
得来的。当使每一个学生手持圣ĺ，并自行与那位大教~有所交往。

175

要培养并Ɖĳ心智，使之在探t神圣的真理Ç，能以努力解决ɕɪ。 {MYP 174.2}

知识与自律

凡渴慕知ƙ以便造福同胞的人，自己也必承受上帝的福惠。由于研究主的ơƬ，他�心智的能力
就必受到鼓励而活Ƿ起来。一切才能都必因而£大、K展，意志也必得到力量与效能。 {MYP 175.1}

每个立志要作上帝工人的人必ɜm行律己的Ɖĳ。Ȓ要Ȃ比雄Ȋ的口才或卓越的天Ǫ所可能成就
的更大。《天路》 {MYP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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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父母期望

事属正当因循正道而行，往往是至佳至妥的。你ă在愿不愿作一番慎重的思考呢？正当思想乃是
正当行=的基Ē。要下定决心成就你父母s你所存的期望，努力追求�š，使那
你所花用的金ȩ
不致枉Ǧ。要有\定的宗旨与父母和教~�努力合作，Ȏ到知ƙ与品格的崇高Ò准。要决心不使那
些ûª你并信任你的人失望。行事正当乃是大丈夫的气概，只要你追求正当的事而行之，耶ė一定
会帮助你行事正当。《基督教育原理》原文 {MYP 175.3}

176

为永恒受教育

Ħ翰写道：“少年人哪，我曾写信Ŀ你�，因
你�7强，上帝的道常存在你�心里，你�也š了
那�者。”保ŕ也嘱咐提多，:勉少年人“要ǐ守”。<要效法但以理，提高你的灵性，作万0之耶和
A忠Ǔ不易的仆人。要好好思考你脚前的道路，因
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有上帝的天使ĂĽ着你。
{MYP 176.1}

你当Ƃ得自己必ɜ攀登教育ɐ梯的最高x，那是正当的。哲学和H史固然是重要的研究科目，但
如果你不Ȑ用自己的造Ʀ尊荣上帝和
人类ǂ福，6你所ý牲的光阴和金ȩ将全�徒然。科学的知
ƙ若不作
Ȏ成最高宗旨的踏脚石，便毫无价*。 {MYP 176.2}

教育若不能供Ŀ那与永恒共存的知ƙ，便是徒然无益。你若不将天国和将来永恒的生命常¿在面
前，你所持有的成就便毫无永久的价*。但耶ė若不�在每周中的一天，而是每日每Ç都作你的教
~，那么在你t求学ƙ的Ç候，祂必以笑容注Ɓ你。《基督教育原理》原文 {MYP 176.3}

177

实际的训练

有用的体力?=乃是福音ƃ划的一部分。那ɔ身在云柱中的大教~，曾教u以色列人：每个青年
都�学�一种m用的技ũ。因此犹太人有一种�俗，无Ƒǝ富，都要教u自己儿女有一技之ȿ，以
便在逆境之中，亦毋ɜ依ǰ他人，而能自Ŀ自足。他�固然要在文学方面受教育，但他�也必ɜ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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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技ũ的Ɖĳ。他�当以此
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MYP 177.1}

均衡的教育

今日正象以色列的日子一Õ，每一个青年都�当在mɑ生活的śǗ上受教育。人人都�学会某一
种手ũ，以便在必要Ç藉以ǂ生。Ȓ乃是必要的，不但作
防a生活L迁的保障，也
ɞ全有关身
体、心智，以及道德方面的K展。Į然一个人确知自己Ł不需要依ǰ体力?=ň生，他仍�学�?
=。一个人缺少了体力的Ȑ=，就不能有良好的体格和旺盛的健康，何况一种有ſ律的?=Ɖĳ，
更是培育\强而活Ƿ的心智和高Ǥ的品格所不可少的。 {MYP 177.2}

178

学生�若��Ű得�本上的知ƙ，而没有Ű得mɑ工作的知ƙ，就不能算是受了均衡的教育，那
�Ƨ用在多方面的精力竟被忽略了。教育不�限于使用Ť力，体力的?=也是每一青年所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Ɖĳ。如果一个学生没有学会如何从事有用的?=，那么他便缺少一門很重要的教育了。
{MYP 178.1}

全部身心健康的操ĳ，能予人以广大渊博的教育。每一个学生�将每天的一部分ÇɅ�用在Ĕ极
的?作上。ȒÕ他就能养成勤(的��，并助ȿ独立自恃的精神，同Ç青年人就能避免Ʉ�所养成
的Ɛ多邪�Ǚ坏的��。Ȓ一切均与教育的基本目的相符，因
鼓励?=、勤(和ī洁，我�就得
与8造主相和ǅ了。 {MYP 178.2}

实用工作的益处

人所能Ű致最有裨益的Ȑ=，并不是从游�或体操中得来的。¡外Ȑ=与操ĳ肌肉固然有益，但
若将Ȓ同Õ的精力m施在有用的工作上，自必Ű益更大。Ȓ种活=必予人以ì足之感，因
它既使
人感Ƃ自己有用，并因克尽<而得到良心的嘉Ɛ。 {MYP 178.3}

179

从本会学校栽培出来的学生，�具有受ȏƉĳ的效能，以便在他�必ɜ仗ǰ自己的才智Ç，他�
就®有适用的知ƙ，Ȓ乃是成功的人生所必ɜ具a的。勤�的学�固所必ɜ，但勤�的辛?工作也
是必要的。游�却不是必要的。将体力用在i�的事上，Ȓs于培养均衡的智力并不是最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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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游�Ȑ=上耗用的ÇɅ逐è加多，甚至ȏ度，而Ȓ些光阴若用之于基督的工作，上帝的福惠就
必降在Ȓ般工作者的身上了。 {MYP 179.1}

体力?=与Ť力Ȑ用二者合并所得的mɑ生活Ɖĳ，必因身心已作更佳准a以从事上帝所指派人
类的工作，而É得佳美可û。青年越全然明白如何¢行mɑ生活的<，6从每天
别人服<而所
得快�就越多。学会欣ǭ有益之?=的人，心志必因而K展，且ĺȏƉ育和Ȼò之后，就切合m
用，因
已ĺ得到一种足以使之造福他人的必a知ƙ。 {MYP 179.2}

我在基督的生活中，Ñ不出祂曾�用ÇɅ去游玩和i�的例Ɩ，祂乃是今生和来世的大教育家。
然而我却Ñ不出祂有哪一次教Ɖȏ門徒，要藉着i�来Ȼò身体。…… {MYP 179.3}

学习烹饪

180

青年男女�都�学�如何ĺáŪ省地烹ɴɷ食，以及如何避免使用一切的肉食。不可倡u制a任
何含有肉类的菜肴，因
Ȓ种作法乃是指向埃及的黑暗与无知，而不是追求健康改革之ī洁生活。
{MYP 180.1}

g女�更�Ƨ学�烹ɴ方法。在女子教育中，ȑ有什么Ȃ此更
重要的呢？姑不Ƒ她生活Ă境如
何，Ȓ乃是一門很m用的知ƙ。…… {MYP 180.2}

在国外布道区中

我�的青年若在mɑ生活的各方面皆有素养，6他�离开学校到外国去的Ç候，就必大有作
。
他�便不需要依靠当地的人
他�烹ɴ、Œĩ，或
他�盖造房屋。他�若能教育无知的人如何用
最良好的方法作工，并�生最良好的效果，他�就必K¶更大的感化力。ȒÕ的国外布道士只需要
Ȃ少的款ɚ便可ň持，因
他�早已配合着他�的研究，而在有用而mɑ的工作上尽量善用自己的
体力。在一些不容易筹得款ɚ的地区，Ȓ是很受重Ɓ的。他�将要É明，国外布道士也会教人如何
从事?=。所以他�无Ƒ何往，他�在Ȓ方面的一切成就，都足以增ȓ他�的地位。《教育勉言》
原文 {MYP 180.3}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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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的学生

凡是自称敬û上帝并ɛ服真理的学生，都�具有相当的自制力和持守宗教原6之毅力，俾使他�
能在ƞ探之下屹立不=，并在学院中、在宿舍里，以及在任何地方都代表耶ė。宗教决不是�供在
上帝圣所中披着的一件外衣，宗教的原6�作
整个人生的特色。 {MYP 181.1}

品格与操行

那些ɷ用生活泉源之活水的人，不会象属世的人一Õ表ăŽ异思迁和û好宴�的欲望。在他�的
操行与品格上必看出他�已在耶ė里得到安息、平安、与快�，因他�每日都将自己的困ɕ和重担
卸在祂脚前了。他�必能Ɩ明，在ɛ从和履行<的道上Ű有知足和喜�。Ȓ等人必在同学�的身
上K¶一种感化力，以致影响到整个学校。…… {MYP 181.2}

一个Ơ�、正直、而忠m的青年，在学校中乃是无价之宝。天使�û地垂ɞ他，而且他的每件
行、每次抗拒ƞ探，每次 š罪�，都已ƌ�在天国的�簿册里。他正是
将来Ĕ成美好的根基，
得以持定永Ȕ的生命。 {MYP 181.3}

182

上帝所ƃ划作
工具，藉以推ȓ祂圣工的机Ï，其保存及持久大部分有ǰ于基督化的青年。从没
有一个Ç期象ă在一般，有如此重要的后果依ǰ下一代的人。可Ž青年人
Ȓ�大事工而准a合
格，使上帝可以用他�作
祂的器皿，Ƨ是何等的重要！他�的8造主s于他�的要求，Ȕš于任
何其他要求。…… {MYP 182.1}

学校训育的价值

ă代世界的Ɛ多青年，其粗野放肆的作ɯm足令人痛心。如果青年人能ƅ明，遵循我�教育事�
机Ï的ſ程章6，无非是要改善他�的社会地位，提高他�的品格，使他�的心志高尚，并增ȓ他
�的幸福，那么他�就不会反抗学校里合理的ſ章和正当的要求，也不会参与那造成使人sȒ些机
Ï有�疑与偏Ž的活=了。 {MYP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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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年�尽其全力与忠Ơ�付s他�所有的要求，Ȓ乃是成功的保Ɩ。凡在日常生活的<
上未能成功的青年，也必照Õ没有ɢa好去担ǔ更高的śǗ。惟有ĺȏd斗、失望，ĺȏ�格的自
我Ȼò，ĺȏƠ�的祈祷，才能Ű致宗教的ĺʈ。那往天国的路乃是逐步攀登的，而且每迈ȓ一
步，便Ǫ予力量跨第二步。《教育勉言》原文 {MYP 182.3}

183

学生的机会

学生�，<要与你�的教~合作。你�ȒÕ做，就能�Ŀ他�希望和勇气。你�是帮助教~，同
Ç也是帮助自己前ȓ。当ƌ着你�的教~能否`于�越的地位，他�的工作能否
人公ƅ有所成
就，大部分都系于你�手中。就最高的意而言，你��作勤学之人，且ƅ清上帝乃是教~的后
盾，而教~乃是与祂合作的。 {MYP 183.1}

你�作工的机会很快就要ȏ去了。再没有虚耗于任意而行的光阴了。你�惟有努力追求成功，才
得享有真正的幸福。你在校之日的机会是极其宝Ǥ的，<要使你的学生生活尽可能地Ȏ到完全。你
�只有一次ĺȏȒ条路，而且你�工作的成Ǚ得失全在于你�自己。你�既已s圣ĺ的知ƙŰ得成
就，那正是在Ǡ藏ǖ宝分Ŀ别人。 {MYP 183.2}

帮助别人

如果你�中有一个落后的同学，要向他解Ƞ他所不明白的功Ʒ。Ȓ有助于你�自己的理解力。要
用ğ易的Ɯ句，用清晰和容易明了的ơƬ表Ȏ你�的Ž解。 {MYP 183.3}

你�帮助同学，也就是帮助你�的教~了。而且一个思想É然ȗī的学生，往往从同学ɣ受新知
ƙ，Ȃ比从教P所ɣ受的更快。

184

Ȓ就是基督所ǳƐ的合作方式。Ȓ位大教~就站在你�的身Ȍ，帮助你�去Ȅ助落后的同学。
{MYP 183.4}

你�在学校生活中，可能有机会将圣ĺ上奇妙的真理 Ŀ可怜无知的人�。<要善用每一个ȒÕ
的机会。主必Ǯ福Ŀ你�在Ȓ方面所用的每一分光阴。《教会Ɩ言》卷七原文 {MYP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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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彻底熟悉基本的学识

不可以低下的Ò准
ì足。在你求学的Ç候，<要
自己定立一个高尚而圣洁的目Ò。你去求
学，要存心
ɢa自己，俾在主的葡萄园中某一部分服<。要尽你一切所能的Ȏ成此一目的。你

自己所能成就的，Ȕ比他人
你所能成就的
多。而你若能
自己尽到一切的力量，那么你
校ȿ
和教~�就减Ȁ了多少ǔ担啊！ {MYP 184.2}

在你wƞ研究更高文学知ƙ之前，事先<要�底明了英文文法的ğCſ律，并且要学会文字的正
确ƶ法、写法和拼法。 {MYP 184.3}

不要耗�ÇɅ去研究你将来生活中所不需用的。与其努力Ȫ研古典文学，ȑ不如先去学�Ʊ正确
的英Ƭ。要学�如何ƌ�。要Ű得那些帮助你无Ƒ在什么地方都能有用的知ƙ。《教育勉言》原文
{MYP 184.4}

185

为服务而受训练

就上帝所Ǯ的亮光而Ƒ，令人�奇地是，并没有Ɛ多青年男女ƥɂƱ，“主啊！祢要我作什
么？”以
一个青年除非已ĺ立志献身作牧~，就毋ɜ作什么特别努力，便能
上帝作工，Ȓ是一椿
�重的ȸƮ。不Ƒ你是蒙召从事任何一ɚ圣工，你都必ɜ藉着殷勤学�增ȓ自己的才能。 {MYP 185.1}

�当勉励青年男女重Ɓ天Ǯ良机的福分，俾成
有ſ律、有智力的人。他��当利用那已ĺƓ
立，旨在 授最佳知ƙ的学校。在Ű致教育的事上疏忽�惰，便是有罪。Ç日不多了，况且因主即
将来	ļ束Ȓ世界的H史，所以更加需要善用当前的机会与特权。 {MYP 185.2}

将才能献与上帝

青年男女�就ƶ于本会的学校，就是在他�可能Ű得知ƙ与Ɖĳ的地方。他��将自己的才能献
Ŀ上帝，殷勤研究圣ĺ，藉以ɢ防Ǒ道，而不致于被异端所引Ư。因
藉着殷勤Ñ考圣ĺ，我�方
得知何
真理；藉着m践我�已知的真理，就必有更多的亮光从圣ĺ中照射到我�的身上。……
{MYP 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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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凡真正献身Ŀ上帝的人，其参加圣工的=机，必与引人从事属世�<的=机迥异。他�决非C

生ƃ而参加工作，而是不容任何世俗的得失左右他�，因已m感上帝的工作乃是神圣的。 {MYP 186.1}

为未来的不测而预备

世界要受到警告，任何人s于真理都不�以具有肤浅ƅƙ
足。你不知道自己将蒙召担ǔ什么Ǘ
任。你不知道自己要被召往什么地方去
真理作ŽƖ，Ɛ多人将要站在法庭之中；另有人6要站在
君王和地上有学ɂ的人面前，
自己的信仰答Ȋ。 {MYP 186.2}

那些�s真理一知半解的人，决不能清楚地ƍ解圣ĺ，也不能
自己的信仰提出确切的理由。他
�必感到�皇失措，而不能作无愧的工人。任何人都不可妄想自己既不打算在ƍ台上 道，就不需
要学�。你不知道上帝可能s你有怎Õ的要求。 {MYP 186.3}

圣工的ȓ展，竟因缺乏受ȏ教育，有ǩ格承当重Ǘ的工作人P而遭遇阻碍，Ȓ真是令人惋惜的事
m。主�意接受千万人来在祂广大庄稼地里工作，可惜Ɛ多人未曾
Ȓɚ工作作好准a。

187

但是凡ǳ助基督的事工，并愿投效主0Ɏ的人，都�置身于自己可以受到忠m操ĳ的地方。一般
自称跟从基督的人，m在太Ȁ忽自己的宗教信仰了，因
上帝的旨意并不是要人在可以Ű得智慧与
知ƙ的Ç候，仍然停留于无知的状�中。《基督教育原理》原文 {MYP 186.4}

藉正确的原则而保持均衡

才气横溢的青年不一定Ű致最大的成功。往往有才学的人充任要ś，ļ果却失Ǚ了。他�的光彩
看上去好象是精金，但ĺȏ考ʈ之后，却Ɩ明只不ȏ是A而不m的金箔和渣滓。他�因不忠m而失
Ǚ了。他�既不殷勤，也没有恒心，作事又不�底。他�不肯从ɐ梯的初步开始，而忍耐地逐ħ攀
登上去，直Ȏɘ端
止。他�竟在自己所点燃的火花（ɀă的思想）中行走。他�没有依靠那惟有
上帝方能Ǯ与的智慧。他�的失Ǚ并不是因
没有得着机会，而是因
他�的bŤ不冷静。他�没
有感Ƃ到教育的�@s于他�的价*，因此在宗教和学ɂ方面都没有Ű致所�有的ȿȓ。他�的思
想与品格并没有因高尚的正原6而保持均衡。《基督教育原理》原文 {MYP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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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力求进步

如果每个人都ƅ明必ɜ
他自己的感化力向上帝ǔǗ，他就决不甘心作Ʉ�的人，却要培养自己
的才智，并Ɖĳ每一ɚ能力，以便事奉那位用祂自己宝血救Ǭ他的主。 {MYP 188.1}

青年人尤当自Ƃ必ɜƉĳ其心智，善用各种机会成
睿智的人，俾能
那替他�舍弃宝Ǥ生命的
主作祂所悦ĭ的服<。任何人都不可犯下ȸƮ，自以
已ĺ受了高深教育，就不再需要研究�本或
自然了。人人<要善用上帝本于祂的美意所Ǯ的机会，尽量在O示或科学方面吸收知ƙ。 {MYP 188.2}

我��当学�正确估ƃ上帝所Ǯ的能力。如果一个青年必ɜ从梯子的最低ħ往上攀登，他就不�
灰心�志，却当决心一步一步向上升，直到他听Ž基督的声音Ʊ：“孩子啊，再向上升。好，你Ȓ又
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Ɛ多事派你管理，可以ȓ来享受你主人的快
�。”《基督教育原理》原文 {MYP 188.3}

189

真 智 慧

青年男女可能得到最高属世的教育，而依然s于作天国子民的初步原6一无所知。人Ʌ的学ɂ不
能使人有ȓ天国的ǩ格。一切形式与礼�，或ȿ期的研究�本，都不足以造成基督国度的子民，惟
有“ƅƙ你独一的真神，并且ƅƙ你所差来的耶ė基督，Ȓ就是永生。” {MYP 189.1}

科学与圣经

必ɜ逐日研ƶ新旧Ħ圣ĺ。上帝的知ƙ和上帝的智慧，要Ǯ与那恒切学�祂的道路和作
的学
生。圣ĺ要作我�的光，我�的教育者。青年在学�相信那从天上降下雨露阳光，使草木繁茂的乃
是上帝；他�在体会到一切的福惠都从祂而来，�将感Ǎ与ǳ美�与祂Ç，他�就必在自己的一切
行
上ƅ定祂，每日忠心履行自己<；在他�一切的思想上都必以上帝
念。 {MYP 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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Ɛ多青年在ǀƑ科学Ç，智慧竟超越一切著作；他�想用自己有限的理解力解Ƞ上帝的道路和作

；可是ļ果他却惨遭失Ǚ。

190

真m的科学与神圣的O示是完全ǅ和的。虚#科学6是与上帝无关的。那是傲慢自ǔ的无知。
{MYP 189.3}

随探求知ƙ与研究科学而来的一个最大弊病，就是那些从事Ȓ些研究的人，往往看不出ī正宗教
的神圣性Ǜ。具有属世ŝ明的人，竟ƞX根据科学原理，解Ƞ圣灵在人心中所生的影响。人在Ȓ一
方面的些微ȓ步，就是u致思想陷入�疑的į乱中。圣ĺ的宗教ī是敬虔的奥秘；任何人的心智都
不能充分ɣ会它，它乃是没有重生的心意所全然不能了解的。 {MYP 190.1}

上帝的教导

青年人由于献身
上帝服<，就决不致成
庸懦无能之ȅ。在Ɛ多人看来，教育意即�本的知
ƙ，但“敬畏耶和A乃是智慧的开端”。在上帝看来，一个û祂并且敬畏祂的最小的孩子，Ȃ比一个天
ǩŝ慧学ɂ渊博而忽略自己得救ɂɪ的人更
�大。凡奉献身心Ŀ上帝的青年，正是使自己与一切
智慧及�美的泉源取得了Ŝŀ。 {MYP 190.2}

青年如果能象但以理一Õ，向上天的教~学�，他�必�身体ʈ到敬畏耶和A，的确是智慧的开
端。

191

他�既然是如此奠下Ę固的根基，便能象但以理一Õ，充分善用每一ɚ特权与机会，可能Ȏ到才
智方面的最高造Ʀ。他�既然献身于上帝，并享受祂恩典的ª庇和祂圣灵更新的感化，就必Ȃ比那
�属世俗之人所表ă的智力更
深Ȕ。 {MYP 190.3}

依藉世人s于科学所作的解Ƞ去研究科学，所得到的是一种虚#的教育。学�ƅƙ上帝，和祂所
差来的耶ė基督，那就是学�圣ĺ的科学。清心的人在一切天命中，在真教育的各方面，都看出上
帝来。他�能辨ƙ那自上帝宝座ɀK出来的第一Ĳ亮光。凡ɣ悟到属灵知ƙ之初步亮光的人，必能
Ű得天来的O示。 {MYP 191.1}

本会学校的学生ɜ尊有关上帝的知ƙ
至上。惟有藉着考Ñ圣ĺ，才能Ű得Ȓ种知ƙ。因
“十字
架的道理，在那ð亡的人
愚拙，在我�得救的人却
上帝的大能。就如ĺ上所ƌ，我要ðŁ智慧
人的智慧，�弃ŝ明人的ŝ明。……上帝的愚拙�比人智慧；上帝的ǿ弱�比人强壮。……但你�
得在基督耶ė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祂成
我�的智慧、公、圣洁、救Ǭ；如ĺ上所ƌ：夸



4/7/13 8:16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96 of 240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4&start_paragrap…1003587615&finish_paragraph=1003589940&references=1&pagebreaks=1

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1903年11月24日, 青年u« {MYP 191.2}

192

树立崇高的标准

上帝希望我�利用每一个机会来
祂的圣工作准a。祂期望我�在m施Ȓ工作上竭尽全副的精
力，并s其神圣性及其所含非常的Ǘ任保持关心。 {MYP 192.1}

Ɛ多原来合格作一番卓越工作的人，所成就的却少，因
他�wƞ的少。成千上万的人虚度了一
生，他�生存似乎并无多大的目的，也没有什么要Ȏ到的崇高Ò准。原因之一就是他�自估ȏ低。
基督已ĺ
我�付出了无限的代价，祂要我�根据Ȓ个代价s自己重作估ƃ。 {MYP 192.2}

切莫以Ȏ到低下的Ò准
ì足。我�并没有Ȏ到所可能Ȏ到的程度，也没有Ȏ到按上帝的旨意所
要我�Ȏ到的地步。上帝ǮĿ我�理解力，不是要我�一直停住不活=，或是í用于属世和卑Ǣ的
事上，而是要我�尽量使之K展、精ò，成
圣洁高尚的，用以促ȓ有关于祂国度的事。 {MYP 192.3}

保持个性

任何人都不可C作被=的机械，听受别人思想的支配。上帝已ĺǮĿ我�思想和行=的能力，因
此你惟有ǐ慎而行，仰望上帝Ǯ予智慧，你就必有能力背ǔ重担。要固守上帝所Ǯ予的个性。不可
作别人的影子。要期待主在你里面Ȑ行，用你并藉着你作工。 {MYP 192.4}

193

切不可自以
学ƙ已足，因而松懈你的努力。人的身价乃是根据他思想修养的程度而定的。你�
Ƨķ身不断地受教育；你�当天天学�，并将你所学得的知ƙ付ƴm用。 {MYP 193.1}

要ƌ得你无Ƒ肩ǔ什么ś位，都是在É示=机，K展品格。所以不Ƒ你作什么工作，<要ƅ真而
勤�地从事；要克服ǜXȀ省任<的+向。 {MYP 193.2}

全心全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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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每天工作中所表ă的精神与原6，也必mă在他的全部人生中。那些希望Ű得固定工作
量和固定薪俸，而毋ɜĺȏ改造或Ɖĳ而能完全适�工作的人，决非上帝所呼召来参加祂圣工的。
那些斤斤ƃȂ，研究如何尽可能少Ǧ体力、Ť力、和道德力的人，决不是祂所能Ǯ以丰盛福惠的工
作人P。他�的榜Õ具有感染性。主要的=机就是自私自利。凡需要有人č督，并且必ɜ有人向他
�指明�尽<方能工作的人，决不是将来被ǳ
又良善又忠心的人。所需要的乃是表ăĔ极、正
直和勤�的精神，并且�意从事任何需要完成工作的工人。 {MYP 193.3}

Ɛ多人因惟恐怕失Ǚ而ɀ避Ǘ任，所以没有效能。如此，他�就得不到那必ɜ从ĺʈ中得来的教
育，Ȓ种教育决非ƶ�，研究和其他教育方式所能Ŀ予的。 {MYP 193.4}

194

人可以支配Ă境，但决不�听任Ă境来支配人。我��利用Ă境作
工作的工具。我�要控制
它，而不容它控制我�。 {MYP 194.1}

有能力的人乃是那些曾ĺ遭受反s、阻³和挫折的人。他�由于úK自己的活力而采取行=，便
使所遭遇的阻碍L成m在的福惠。他�Ű得自恃之力。µ扎与困惑需要操ĳ依靠上帝的心，以及那
�生毅力的决心。《服<真ƣ》原文 {MYP 194.2}

善为利用人生

良好的教育若再加上所有者献身的ĺʈ，固
最大的利益。但那些没有机会得到高深学ƙ造就的
人，却不要以
自己不能在智慧和灵性生活方面有所ȿȓ。如果他�善
利用已有的知ƙ，如果他
�能日有所ȓ，并ƅ真培育基督化的品Ǜ藉以šȏ一切乖�的癖性，上帝就必
他�打开智慧的通
路，使人�可以Ƒ到他�，象Ƒ到古Ç的希伯来青年Ʊ：上帝ǮĿ他�ŝ明知ƙ。《基督教育原
理》原文 {MYP 194.3}

195

196

第六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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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象本会青年ȒÕ的一Ɏ工作人P，若受到合适的Ɖĳ，予以配a，6有关那位ȣ死、复活，而
行将复	之救主的信息，将会如何迅速地 遍全世界！万事的ļ局，也就是痛苦�!和罪孽的ķ
ļ，将会如何迅速地	到！我�的儿女将会如何迅速地承受他�的基�；在那里“人必承受地土，
永居其上；””城内居民必不Ʊ，我病了，”“其中必不再听Ž哭泣的声音，”用来代替今世Ȓ被罪孽和痛
苦所摧Ø的基�。教育勉言, 555 {MYP 196.1}

197

青年蒙召作工

有Ɛ多青年基督徒，如果他�愿意在基督的門下，从那位大教~受教，就必能从事一番良好的工
作。Į然牧~、 道士和教~�都忽略了t找失�之人的工作，但儿童和青年��不可疏于行道。
…… {MYP 197.1}

男女青年和儿童�，<要奉耶ė的名去作工，他�要Ŝ合起来¬Ƅ一些ƃ划及ȓ行的程序。你�
z不能Ĵ成一个工作Ɏ，有指定的ÇɅ共同祈祷求主Ǯ恩，并采取一致的行=N？你��当Ƴ教敬
û上帝而且在圣工上有ĺʈ的人，以便在上帝圣灵的感召之下¬出ƃ划并ſ定方Ȣ，藉以
追求一
定的果效而ƅ真努力。主必帮助凡愿使用上帝所委托的才能以荣耀祂圣名的人。凡相信真理的本会
青年男女�，是否都愿意成
活Ý的布道士呢？…… {MYP 197.2}

凭着信心作工

你在
别人操?Ç，圣灵的能力就必在他�的心灵中Ȑ行；因
他�乃是用上帝独生子的宝血所
�来的。

198

我�惟有靠ǰ上帝的恩典和能力，从事使人心知罪悔改的工作，方能在©救基督所替死之生灵的
事上Ű得成功。你在向他�Ɍ明上帝真理的Ç候，不信和不确定的念b必争着来把持思想，但你<
要ƈ上帝�Ɛ的ơ将心中的疑念ʄ逐出去。 {MYP 197.3}

要ĝ信上帝的ơ，并凭着信心作工。撒但必来向你作种种暗示，使你�疑天父的圣言，但要默
念：“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要推=你的信心冲破撒但的暗影，使它固定在施恩宝座上，并且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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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疑念。Ȓ是你唯一Ű得ĺʈ的門径，并t得关于你平安和信任所需要的凭Ɩ。 {MYP 198.1}

你的ĺʈ增ȿ，你就必有更火ù的心，更ûª上帝的圣工，因
你与耶ė基督具有同一的宗旨。
你的同情心和交感力都是从圣灵而生的。你ǔ了基督的ǽ，便是与上帝同工了。1894年8月9日,青年
u« {MYP 198.2}

呼召志愿者

主呼召凡ĘĘ地站在祂那一Ȍ，并Ɛ愿与拿撒勒人耶ėŜ合从事ă今当<之急的志愿者。《基督
教育原理》原文 {MYP 198.3}

199

挽救生灵的责任

青年人ǔ有重大的Ǘ任。上帝s于一切生存在®有更多亮光与知ƙ之ă代的青年期望甚大。祂希
望用他�去ʄ散那Ğ罩在多人心上的ǑƑ与迷信。他��Ƨ收集每一点滴的知ƙ与ĺʈ，藉以Ȼò
自己。上帝要他�
所Ǯ予的机会ǔǗ，当前的工作正等待着他�作勤�的努力，俾根据Ç代的需
要逐步推ȓ。 {MYP 199.1}

如果青年人肯奉献身心
主效?，他�就可Ȏ到高度工作效率与功能的Ò准。Ȓ是主期望青年所
要Ȏ成的，若作不到，那就等于拒Ł充分利用上帝所Ǯ的机会。Ȓ就要被Ɓ
悖叛上帝的罪行，在
ǂ求人类的幸福上失ś了。 {MYP 199.2}

�û的青年，在使别人知道以上帝的圣言
向u，ǐ守耶和A的ƫ命是何等重要的事上，你作了
些什么？你�是否以Ɖư和榜Õ向人类宣称：惟有遵循上帝的ơ才能得救？如果你肯克尽所有的
ơ，那么你就成
别人的福惠了。你既竭尽自己的才能工作，就必有Ɛ多机会之門向你展开，使你
能作更多的工作。1907年1月1日,青年u« {MYP 199.3}

200

为基督作见证



4/7/13 8:16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00 of 240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4&start_paragrap…003587615&finish_paragraph=1003589940&references=1&pagebreaks=1

凡在主Ȓ一Ȍ的人，都必ɜ
基督作ŽƖ。“主Ʊ，你�是我的ŽƖ人。”一个真Ơ信主者的信
心，必要在ī洁与圣善的品格上表ă出来。生K仁û的信心洁2心灵；既有了信心，就必有相称的
ɛ服，忠心履行基督的Ɖ言。基督教往往是极
mɑ的，适�ăm生活的一切境遇。“你�是我的Ž
Ɩ人”向ƺ作ŽƖ呢？向世人，因
你�要随身�有一种圣洁的感化力。基督要住在你�的心灵之
中，你�也要ǀƑ祂并彰É祂圣德的�美。 {MYP 200.1}

我们的谈话

ă代流行的宗教已ĺ如此形成了品格，甚至Ȗ那些自称信仰基督的青年也很少向自己的友伴提述
主的名。他�ǀƑƐ多的事，却不以宝Ǥ的救Ǭƃ划
ǀơ的ɪ材。假若我�是m践的基督徒，就
�Ƨ改L此种情形，来“宣¦那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果你因信有基督住在心中，
你就不能保持ŋ默。如果你已tŽ了耶ė，你就必作一个真正的布道士。你<要在Ȓ事上Kù心，
ƈ那些不重Ɓ耶ė的人知道你已ĺƅƙ祂是你心灵中的至宝，而且祂已ĺ将新的Ɵ歌就是ǳ美上帝
的歌放在你口中。 {MYP 200.2}

201

我的青年朋友�，你�愿不愿象那些因耶ė之û而心里火ù的人，开始ȏ基督化的生活呢？你�
向那些不承ƅ自己
上帝儿女的人Ʊ几句温柔而明智、�Ş的ơ，真不知道可成就多少的善�。反
之，你�究竟ȸȏ了多少
基督作ŽƖ的机会，不到o判的大日也决不会知道。你�那种与神圣信
仰完全不符的浮佻的行
、下Ǣ的言Ƭ、Ȁ率的�=，s于某些人所有的!害，你在今生可能也不
会知道。 {MYP 201.1}

拯救所爱的人

你固然s你所û之人的灵命感到焦Ŷ。你可能力X向他�开O真理的宝藏，你也曾�切地
他�
的得救而流泪；但你的ơ似乎没有留下多少印象，而你的祈祷也并没有明É的答覆，ȒÇ你几乎要
因工作的没有效果而埋怨上帝了。你感Ƃ你所û之人的心地特别7硬，因此s你的努力并无反�。
但你有没有ƅ真地思索一下，也Ɛȸ`是在于你自己呢？你有没有想ȏ，你正在用一只手拆Ø另一
只手所努力建造的呢？ {MYP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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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Ç你容ƈ上帝的圣灵在你身上K¶控制之能，但有Ç又用你的行
否定了自己的信仰，破坏了
你
所û的人�而作的工。

202

因
你
他�所作的努力已被你的行
抵消。你的脾气、你那没有Ʊ出口的言Ƭ、你的�止行
=、你那种怨天尤人的心意、你的缺少基督徒馨香之气、你灵性上的�欠，Ȗ你�容的表ă，都Ɩ
明了你的不是。…… {MYP 201.3}

决不可Ȁ看小事的重要性。小事适足以供Ŀ人生mɑ的Ȼò。人有心灵受Ɖĳ，以致L成基督的
Õ式，或是有了罪�的形象，都在于Ȓ些小事。但愿上帝帮助我�培养思想、言Ƭ、表情、和行=
上的��，得以向我�四W的人Ɩ明我�是跟ȏ耶ė，学了祂的Õ式的！1893年3月9日,青年u«
{MYP 202.1}

诚 恳


上帝Ĕ极作工的人是最有福的。Ɛ多人竟把自己的光阴消耗在无聊的Ą事上，或作无益的怨
艾，空自抱恨，他�若能重Ɓ上帝所Ǯ的亮光，并ƈȒ光反照在别人身上，尽可以得着一种完全不
同的ĺʈ。可惜Ɛ多人竟因自私自利和ǜX安逸的心，而使人生充ì了痛苦。他�尽可藉殷勤的活
=，而使自己的生活一如Ȇ煌的阳光，以便引ɣ那些行在u致死亡的黑暗之途的人走上天国的正
路。如果他�ȒÕ作的ơ，他�自己的心就必在耶ė基督里充ì平安与喜�了。1881年10月25日,Ɨ
Ƒ与通Ƌ {MYP 202.2}

203

个人之工

基督的工作大部分是个人的晤ǀ。祂很重Ɓ那一个人的听者；ļ果那一个人竟将自己所听到的消
息 与千万人听了。 {MYP 203.1}

最有成效的辛勤工作者，乃是那些肯�意在小事上事奉上帝的。每一个人都要将自己个人的人生
作
ĺĪ，交Ķ成完整的花Õ。…… {MYP 203.2}

要Ɖĳ青年帮助青年；各人在ƞX从事此一工作Ç，就必得着ĺʈ，配在更广大的范W中作献身



4/7/13 8:16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02 of 240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4&start_paragrap…003587615&finish_paragraph=1003589940&references=1&pagebreaks=1

的工人。千万人的心能藉最ğC的方法接触得到。 {MYP 203.3}

世人所ǳ誉
�大天才的最ŝ明的人�，往往能自一个û上帝的人所ƍ最ğ朴的几句ơ而得到振
d，因
他能很自然地ǀ到那种û，正象世俗之徒ǀƑ自己所常思想的事一Õ。ơƬ，即使ĺȏ慎
思ɢa，影响亦甚微小。但上帝的儿女出于赤Ơ的真m工作，无Ƒ是在言Ƭ上或在小事的服<上，
就必向Ɛ多人开O那久已ɁȺ的心門。1899年5月9日,ƗƑ与通Ƌ {MYP 203.4}

204

青年为救灵工作者

撒但是一个警Ƃ的仇Ã，他一心一意要引Ư青年走上一条与上帝所嘉ĭ的相反的道路。他深知没
有另外一班人能象献身的青年男女一Õ
人造福。青年若
人正直，就必K¶强大的影响。 道人
或年ȿ的平信徒在青年身上所能有的感化力，ȑ不及忠心事奉上帝的青年在其友伴身上所有影响的
一半。他��感Ƃ自己有一种Ǘ任，Į使ɜý牲自己的i�和固有的意愿，也当尽其所能去©救自
己的同胞。必要Ç�将光阴，甚至金ȩ，都献Ŀ上帝。 {MYP 204.1}

凡自承是敬虔的人，�Ƨ感Ƃ到那些与基督无关的人所有的危ɓ。他�q容的Ç期即将ķļ。那
班若肯ɛ服上帝忠告而原可K¶良好影响去拯救生灵的人，却因自私、�惰，或以基督的十字架

耻而没有尽到<，他�不但要�失自己的灵命，也必有可怜罪人的血ë在他�的衣服上。Ȓ种人
将要向上帝交�，因他�若献身与上帝，就必能行善，可惜他�却因不忠而没有行。 {MYP 204.2}

205

凡曾ĺm在wȏ救Ǭ之û的甜蜜滋味的人，在尚未使与他�交往的人明了救恩ƃ划之前，决不
至，也不能歇手。青年人�当求ɂ：“主啊，祢要我作什么？我怎Õ可以在地上尊荣祢的圣名？”我�
周W有行将ð亡的生灵，ƞɂ青年人ǔ起了什么Ǘ任引ɣ人�向基督呢？ {MYP 205.1}

关怀他人

凡在学校求学的人都能
救主K¶感化力；但有ƺ提Ʊ基督之名呢？有ƺ在公开ƠƠ��地:u
同学�Ȕ离罪�途径而ș圣洁道路呢？ {MYP 205.2}

Ȓ正是信主青年所�采取的方Ȣ，但他�竟不如此行；他�感Ƃ与罪人一同嬉�更
情投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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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有广大的服<范W，但他�却没有看到。唉，惟愿他�ă在就竭智尽Ŷ地力求接近行将Ü亡的
罪人，以便向他�指明圣洁的道路，并且藉着祈祷和�求，即使只引ɣ一个生灵�向基督也是好
的！ {MYP 205.3}

Ȓ是何等高尚的事�！一个生灵得以永Ȕǳ美上帝！一个生灵得以享受幸福与永生！一粒宝石Ⱦ
在他�的冠冕上K光直到永永ȔȔ！其m，可能不只是一个被引ɣǼ离Ǒ道来接受真理，离开罪�
Ǽ
圣洁。主藉着先知Ʊ：“那使多人�的，必K光如星，直到永永ȔȔ。”可Ž凡与基督及天使一
同从事救灵之工的人，乃是要在天国得到丰富«ǭ的。 {MYP 205.4}

206

我看出如果青年能站在�守的|位上，效忠于上帝和真理，Ɛ多生灵就可因而得救。可惜他�一
般的`境仍是需要人在他�身上下功夫，否6他�就必被世俗所同化。他�是令人焦Ŷ!心的根
源。别人
他�流泪，父母
他�的ŏ故哀!地苦苦祈祷，然而他�却仍我行我素，毫不ɞ及自己
行
所招致的痛苦。那些宁愿
拯救他�而舍命，
要使他�能靠基督宝血的功?而成
合于上帝
心意的人，他�竟将荆棘栽入Ȓ些人的胸臆之中。…… {MYP 206.1}

待作之工

青年男女�啊，我看出上帝有一定的工作要你�作，<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基督，否6你�就不
配作属祂的人。你�既停留在漠不关心的状�之下，又怎能辨ƙ出上帝s于你�所有的旨意呢？你
�若不作忠心的仆人遵行主旨，又怎能指望得救呢？凡承受永生的人都必有善良的行
。荣耀之君
必将他�高�在祂右Ȍ，并s他�Ʊ：“好，你Ȓ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若不放弃追求个人的宴
�，而去在你�主的葡萄园中t找可作之工，又焉能保Ɩ自己所可能©救脱离ð亡的生灵有多少
呢？ƞɂ，你�聚在一起Ʉǀ或ĳ�音�的集会，究竟救了多少人呢？唉！如果你�不能指出一个
因此而得救的人，那么就当采取新的行径。

207

要开始
生灵祈祷，要接近基督，靠近祂流血的肋旁。要以温柔安静的心作
生活的装ɸ，并藉
Ơ�、痛悔、和Ǐ卑的祈祷，向祂求智慧，使你�不但可在救自己的灵魂，也在救别人的灵魂上Ű
得成功。 {MYP 206.2}

你�的祈祷�多于歌唱。你�s于祈祷的需要z不大于歌唱N？青年男女�啊，上帝呼召你�作
工，
祂作工。要在你�的行
上作一百八十度的ǼL。你�所能作的工是一般以Ɖư和教
事
的人所不能作的；你�所能接近的那一等人，也是 道士所无法接近的。《教会Ɩ言》卷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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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P 207.1}

从何处着手

但愿凡欲
上帝作工的人，都从近`着手，先在自己的本家、在左ȝ右舍、在�戚朋友Ʌ工作，
他�会KăȒ些地方是一个良好的布道园地。而且Ȓ种本�本土的布道工作也是一种àʈ，可以É
明出他�有没有在更广大的区域中服<的能力。《Ɩ言精ș》第三ȇ {MYP 207.2}

最有效的方法

在我�的工作中，个人布道的成就是Ȕ超于所能估ƃ的。因
缺少Ȓ种工作，Ɛ多人正Ƕ于ð
亡。一个人的生命是具有无限价*的，髑ʋ地Ɩ明了Ȓ种价*。一个人蒙救�向基督，就必成
工
具，Ǽ救别的人。ȒÕ，福惠与救恩之效果也就愈加愈多，永无止境了。《 道良助》 {MYP 207.3}

208

不同方式的服务

上帝所呼召的有 道士、ÑĺP、和文字布道士。我�的青年男女�当出去和那些有ĺʈ，能教
他�如何作有效之工的工人，一同作文字布道士、布道士和ÑĺP。文字布道士�将本会出版物挨
家推介。如遇有机会，他��将ă代真理向他�所遇Ž的人 ƍ，并与他�一同唱Ɵ、祈祷。我�
在
上帝作工Ç若努力遵循正确的方法，就必得到Ɛ多生灵
收Ű。 {MYP 208.1}

上帝的圣工足能容ĭ一切具有自我ý牲精神的人。上帝正在呼召凡愿
别人而舍己，并愿
圣工
而献上自己和一切所有的男女。所需要的，乃是一班遭遇困ɕÇ仍然Ę健地前ȓ，并且Ʊ我�决不
失Ǚ也不�志的人。所需要的，乃是一班加强并支持别人正在努力推ȓ之圣工的人。1904年4月28
日,ƗƑ与通Ƌ {MYP 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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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获得

在Ȓ一ɚ工作上，也如同在其它工作上一般。可从工作本身Ű得技能。效率原是由生活中普通ś
<的Ɖĳ与
ę乏、困苦之人服<而得的。《教育Ƒ》 {MYP 208.3}

209

无私的服务

凡尽量从事向人行善的工作，藉以表示s别人真Ơ关�的人，不但在分担他人重担上解除了人生
的痛苦，同Ç也大大地增ȓ了自己身心的健康。行善乃是一种使施受双方得益的工作。如果你在关
�别人之Ç忘ƌ自我，你便 š自己的弱点。你在行善之中所得到的ì足，必能大大地有助于你恢
复健全的想象力。 {MYP 209.1}

由行善所生的快�，足以鼓舞心思并使全身振作。仁慈
�之人面�喜�的光彩，他�的�容表
露出高尚的道德心志；但自私、鄙吝之ȅ却是萎靡、沮�和阴沉沉的。品德上的缺点É明在他�的
容貌上。自私自利与�ɞ自己的心念已在他�的外形上留下了印ƌ。 {MYP 209.2}

凡
真m无私之慈心所=的人，既脱离了世上从情欲来的Ǚ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但自私
和ǜǖ的人却�藏私心，以致他�同情人类痛苦的心Ƕ于萎Ŕ，他�的�容表情也都反映出那堕落
之仇Ã的形象，而毫无ī全圣洁可言了。《教会Ɩ言》卷二 {MYP 209.3}

210

殷勤的报偿

青年<要ƌ得：�惰人会�失那因忠心履行日常人生<而Ű得的无可估价的ĺʈ。一个Ʉ�而
自甘愚昧的人，就是将一个永久障碍物¿在自己的脚前。他拒Ł那从Ơm操?而得的教化。他既不
肯
人类伸出援手，便是c取了上帝之物。他的人生ĺH与上帝
他所ɢ定的迥不相同：因ȀƁ有
益的事工而助ȿ了低劣的嗜好，并使那最有用的精力陷于Ċĉ。 {MYP 210.1}

不�少数，而是千万的人，活在世上的唯一目的，乃是虚耗上帝出于慈û所Ǯ的福惠。他�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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ǮĿ他�地上果m上所交托他�的ǖ富，竟忘了将感恩祭献Ŀ上帝。他�忘ƌ了上帝希望他�藉着
ŝ明地使用祂所交Ŀ他�的才干，不但作消Ǧ者，也作生�者。他�若体会出主是如何希望他�作
祂的助手，就不至ƅ
自己能¿脱一切Ǘ任而受人服事乃是一ɚ特权了。 {MYP 210.2}

劳动的福气

人惟有修身行善，才能得到真m的幸福。凡忠心履行所指定Ŀ自己本分的人，必能得着最ī正与
最高尚的享�。没有一ɚƠm的工作是卑Ǣ可耻的。

211

那使人ȀƁ普通日常生活<的，乃是可耻的�惰心理。拒Ł履行Ȓ些<，就必造成心智和道
德方面的缺陷，有朝一日必会深切感受到的。到Ç候�惰人的Ȓ种残缺ă象，必清楚地É露出来。
在他一生的ƌ�上有以下ơ写着：是消Ǧ者而非生�者。 {MYP 210.3}

我�可从人生的各种ś�中学�有益的属灵教Ɖ。那些从事1作的人，可以在工作Ç揣摩圣ĺ中
的Ȓ一句ơ：“你�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真理的种子必ɜ撒在人心田里，以便在生活中ļ出圣灵丰
美的果m。上帝在人心意中所ȭ刻的印ƌ，要使之塑造成
美�的匀称Õ式。身体和心智方面未ĺ
磨ĳ的精力，要加以Ɖĳ，俾
主服<。…… {MYP 211.1}

基督已将服<的工作分派Ŀ�人。祂是荣耀之君，但祂却Ʊ：“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
服事人。”祂原
天上的大君，但祂甘愿到地上来¢行祂父所交Ŀ祂的工作。祂已使勤?成
高Ǥ。
祂
要Ŀ我�建立勤?的榜Õ，曾以双手从事木匠的ś�。祂自童年就克尽一己之分来ň持家ƃ。
祂ƅ明自己乃是家庭中的一P，而欣然ǔ起祂自己的那一部分Ǘ任。 {MYP 211.2}

协助家务

儿童和青年��于减Ȁ父母的操?，在家中表ă无私的关�。

212

他�既欣然担ǔ自己所�ǔ的一部分Ǘ任，便是接受一种Ɖĳ，使他�足能š任重Ǘ和有
的地
位。他�必ɜ每年Ńņȓ步，逐è而确切地放弃童年无ĺʈ的状�，而K展到成年ĳȎ的程度。男
女儿童在忠心履行家庭的ğC<Ç，就奠立了心智、道德和灵性的卓越之基Ē。 {MYP 211.3}



4/7/13 8:16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07 of 240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4&start_paragrap…003587615&finish_paragraph=1003589940&references=1&pagebreaks=1

命运之网

�û的青年朋友�，ɜ切ƌ你�每日、每Ç、每刻都在ŎĶ自己的命Ȑ之网。每次将梭子穿ȏ，
就有一根ĲĶ入网中，不是美化便是·!了它的款式。你�如果疏忽Ʉ�，就糟蹋了上帝所ſ定�
成
光明美�的人生。你�如果ș±随从自己的意愿，那么非基督化的癖性便要象ȧȫ的Ň索一般
将你�束Ő。当你�Ǽ离基督Ç，必有Ɛ多人效法你�的榜Õ，Ȓ些人由于你�的ȸƮ行径，就永
Ȕ不能享受天国的荣耀。但是如果你�毅然决然地 š私心，而不放ȏ帮助人的机会，6你�的榜
Õ所K的亮光，就必指引别人到十字架跟前来。1901年12月5日,青年u« {MYP 212.1}

213

劳动神圣

上帝的旨意原是要藉着?=，来减Ȁ那因人的悖叛而侵入世界的ē害。藉着?=，可能令撒但的
ƞ探失效，并遏止邪�的潮流。?=虽然�来焦Ŷ、疲乏、和痛苦，但它仍是幸福与ȓ步的根源，
也是抵拒ƞ探的屏障。?=的Ȼò足以防止私欲，并增ȓ勤(、ī洁与\忍的美德。如此，?=就
成
上帝使我�从堕落中复原的�大ƃ划的一部分。 {MYP 213.1}

体力劳动与游戏竞赛

一般人的意Ž是以体力?=
卑Ǣ，然而人�却大都随意在棍球、^球或拳4比ǲ中消耗体力，
而并不Ɓ
卑Ǣ。撒但看到人�将自己体力和Ť力消耗在那没有教育价*，也不m用，又并不帮助
他�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造福的事上，他就非常×喜。青年�在从事一些s己s人皆无mɑ价*的
游�Ç，撒但便以他�的灵命
儿�，将上帝所ǮĿ他�的才能c去，而代之以他自己邪�的本
Ǜ。他所致力的，乃是要引人不理睬上帝。他力使人的心意完全ǡ注耽溺，以致上帝在他�思想中
毫无余地。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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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愿意人ƅƙ自己的8造主，如果他能K=游�Ĝǲ和�9表演等，使之迷乱青年人的ȡ别
力，以致忘ƌ上帝与天国，他便沾沾自喜。 {MYP 213.2}

防范罪�可靠的保障之一，乃是有益的操作，而Ʉ�的生活却是一种最大的咒Ƙ；因
接踵而至
的乃是作奸、犯科和ǝ困。那些ĺ常忙碌，欣然从事自己日常事工的人，乃是社会上有
的分子。
他�既然忠心履行自己分内的各种<，就使个人的生活无Ƒ于人于己，都成
一种福惠。勤d的
?=足以保守人脱离那“付ē害于Ʉ�之手”的�者的Ɛ多网ŕ。 {MYP 214.1}

一池死水很快就会L臭，但一泓清流却使健康与喜�遍ì全地。前者象征�惰的人，后者代表勤
?的人。…… {MYP 214.2}

基督的榜样


地上居民所指定的道路可能是困苦ŧ辛的，但Ȓ条路因救Ǭ主的脚踪而成
荣幸的了，所以凡
循行Ȓ条神圣道途的人，乃是安全的。基督已藉着Ɖư和榜Õ使有益的?=增光不少。祂从早年就
开始度勤?的生活。祂在地上生活的大部分，乃是在拿撒勒木匠店耐性的操?中度ȏ。生命之主曾
穿上普通工人的衣服，在祂所住小村庄的街道上来往行走，从事卑微的?作；当祂同1民和工人�
并肩同行，而不
人所辨ƅ所尊敬的Ç候，常有服役的天使在旁侍候。…… {MYP 214.3}

215

适宜的?=乃是人类的健康良Ů。它能Ǽ弱
强，Ǽǝ
富、Ǽ悲
喜。撒但常埋伏着，准a随
ÇØð那些因Ʉ暇而Ŀ他机会藉某些=人#装来接近的人�。他最成功的ƞ探就是在人�空Ʉ的Ç
候。 {MYP 215.1}

甘心勤劳的教训

ǖ富所u致最大的�影响之一，乃是以?作
低Ǣ的Ç髦看法。先知以西ļƱ：“看哪，你妹妹所
多ā的罪孽是ȒÕ；她和她的�女都心ʇ气傲，粮食ɹ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ę乏人的
手。”（以西ļ�16:49）ȒŪĺ文向我�Ʊ明�惰的可怕ļ果；它使人心智衰弱，灵性堕落，又使
人理解力Ǚ坏，以致所Ǯ以造福的恩惠反L
咒Ƙ。只有从事?=的男女，才看出人生的�大和美
好，才愿凭着信心和指望ǔ起人生的Ǘ任。 {MYP 215.2}

Ɛ多作基督門徒的人，ȑ需要学�甘心勤?的基本教Ɖ。要想以工匠、商人、律~、或1人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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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上帝工作，在人生的普通�<中m行基督化的生活箴Ɖ，ȒȂ比在开放地区作正式 道人更需
要厚道，和品格上更�格的自律。

216

人必ɜ有\强的属灵力量，将宗教�到工厂和;公室中，使每日的生活ĵŪ成
圣洁，并使一切
事<可以遵循上帝圣言的Ò准。然而Ȓ却正是主所需求的。 {MYP 215.3}

使徒保ŕƁ�惰
罪�。他学会一种制造�棚的手ũ，并且自己 道Ç常常从事Ȓ种ś�，ň持
自己和别人的生活。保ŕ并不ƅ
他在Ȓ方面所用的光阴是白Ǧ的。使徒在工作Ç，他能接近到一
班用其他方法所不能接触的人。他向他的同工�Ɩ明，人在普通ś�方面所有的技ũ也是上帝的恩
Ǯ。他教Ɖ人在日常?作上也当荣耀上帝。他那因操?而\硬的双手，�毫无·于他作基督 道人
所K=呼吁人的力量。 {MYP 216.1}

上帝定意要人人都作作工的人。ǔ荷重担的牲口，Ȃ比�惰的人更符合8造主的旨意。上帝乃是
恒常的工作者。�天使也都是工作者；他�乃是
上帝而服役世人的。那些指望ȓ入逍遥Ʉ居之天
国的人，将来一定要失望的；因
天国的制度决不
耽于Ʉ�的人留有地位。但却有安息�ƐǮĿ
一切?苦担重担的人。惟有忠心的仆人才会受到×迎，放下他的?碌得以ȓ去享受他主人的快�。
他必能欣喜地卸除盔甲，并在那
一切靠基督十字架而得š的所ɢa的安息中，忘ƌ Z的喧§。
《教育勉言》原文 {MYP 216.2}

217

在各水边撒种

主正在呼召祂的子民去ȓ行各种布道的工作，在各水Ȍ撒种。祂所希望我�在ȝ友中ȓ行的工
作，我�只作了一小部分。我�可以帮助ǝ病或有�亡之痛的人�，藉此在他�的身上K¶感化
力，使神圣的真理得以ȓ入他�的心中。不�Ȁ易放ȏƴ如此类的服<机会，Ȓ乃是我�所能作的
最高尚 道工作。以仁û和同情的精神挨家 ¦真理，完全符合基督首次差遣門徒出外布道Ç所Ŀ
他�的教Ɖ。 {MYP 217.1}

歌唱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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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凡Ǫ有歌唱之恩Ǯ的人。Ɵ歌乃是将属灵真理ȭ刻在人心中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圣Ɵ的Ɯ句
往往开O了悔改和信心的泉源。年Ȁ和年ȿ的教友都�受教育，出去向世人宣¦Ȓ最后的信息。如
果他�本着Ǐ卑的心出K，上帝的使者必与他�同去，教Ɖ他�如何¦声祈祷，引吭高歌，宣¦ă
代的福音信息。 {MYP 217.2}

青年男女�啊，<要ǔ起上帝所召你�去作的工作。基督必教Ɖ你�如何善用自己的才能。

218

当你�接受圣灵使人更新的感化而竭力教u别人Ç，你�的心志就必振d，便能向你�的听�ƍ
出新奇而美妙的ơƬ来。…… {MYP 217.3}

医药布道工作

医Ů布道的工作向人提供Ɛ多服<的机会。人�在ɷ食方面的不Ū制和s于自然定律的无知，造
成了ă代Ɛ多疾病的根源，并c取了上帝所�得的荣耀。上帝的子民中有Ɛ多人因不能克己，就不
能Ȏ到在他�面前所立属灵的崇高Ò准。要教Ɖ�人，能明白如何保持健康，mš于明白如何医治
疾病。我��作明智的教育家，警戒�人不可放Į私欲。当我�看到那因无知而招致侵入世界的痛
苦、残�和疾病Ç，我�怎能不尽到自己的本分去开u无知的人，并解救受苦的人呢？ {MYP 218.1}

只因人心灵中的通路已被偏Ž的暴君所堵塞，以致Ɛ多人s健康生活的原理毫无所知。藉着教人
如何烹ɴ有益健康的食物，就能作成良好的服<。Ȓ一方面的工作是和任何其他工作一般重要的。
我��开;更多的烹ɴ班，有人也可以挨家拜Ɣ，教u人烹ɴ有益健康食物的技Ì。ƐƐ多多的人
必因健康改革的影响而得以¿脱身心和道德方面的衰Ǚ。1912年6月6日,ƗƑ与通Ƌ {MYP 218.2}

219

多方面的工作

教会是
服<而ĴĶ的，要度
基督服<的人生，第一步就是要加入教会。效忠基督，就必ɜ忠
心履行s教会的<。Ȓ是一个人所受Ɖĳ中的重要一部分，而且在基督生命所灌注的教会中，就
必ɜ直接地令人去
会外的世人效力。青年人可在多方面找得努力助人的机会。《教育Ƒ》 {MYP

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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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自己的地位

各人都在天国永Ȕƃ划中有他的地位。每个人都要
救Ǭ的事�而与基督合作同工。再没有比在
地上所特定Ŀ我�
上帝工作的地点，更确m地保Ɩ
我�所ɢa的天上住`了。《天路》 {MYP

219.2}

安息日学的工作

主呼召青年男女在安息日学的工作上，准a从事ķ身ùƠ的服<。……主甚愿在安息日学的工作
中，有一班全心全意服<的教P，藉着操ĳ而增ȓ自己的才能，并在那已有的成就上Ńņ改ȓ。
《安息日学工作Ɩ言》 {MYP 219.3}

220

与人查经的工作

与人Ñĺ的ƃ划是来自天庭的，藉此
千百的青年男女敞开門路，去到田Ʌ从事一ɚ不能用其他
方法完成的重要工作。 {MYP 220.1}

圣ĺ已ĺ解开ȳȱ了。它能被�到各人的家門，其中的真理也可能呈ă在各人良心之前了。有Ɛ
多人正象古代高Ǥ的庇哩�人一Õ，愿意�自天天Ñ考圣ĺ，要Ê得Ȓ道理是与不是。基督Ʊ：“你
�Ñ考圣ĺ，因你�以
内中有永生，Ŀ我作ŽƖ的就是Ȓĺ。”世界救Ǭ主耶ė吩咐人不但要ƶ圣
ĺ，也要“Ñ考圣ĺ”。Ȓ是一ɚ�大而重要的工作，既已交托Ŀ我�，6我�在m行Ç就必大得裨
益。因
听从基督的命令，没有得不到ǭǮ的。Ȓ种追随那É明在祂圣言中之亮光的忠Ǔ行
，祂
一定会予以祂殊恩嘉e。《安息日学工作Ɩ言》 {MYP 220.2}

文字布道的工作



4/7/13 8:16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112 of 240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4&start_paragrap…003587615&finish_paragraph=1003589940&references=1&pagebreaks=1

主呼召我�的青年去从事文字布道工作，在尚未听Ž真理的地方挨家挨¡地Ɣɂ。祂s我�的青
年Ʊ道：“你�不是自己的人，因
你�是重价�来的，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上帝。”

221

凡在上帝指u下去作工的必大大得福。《教会Ɩ言》卷八原文 {MYP 220.3}

青年人参加文字布道的工作是ɢa 道的最好方法之一。他�可以ȓ入各城各ȼ，推Ȳ含有ă代
真理的�«。他�在Ȓ工作上必有机会ƍ解生命之道，并且所撒的真理种子也必Kȿļ果。在他�
会Ž人，ƍ解本会的�«，就可得着一种在台上ƍ道所得不到的ĺʈ。…… {MYP 221.1}

凡渴望能有机会作真m服<而将自己完全奉献于主的人，就必在文字布道工作上得到机会，与人
ǀƑ有关将来永生的大事。《 道良助》 {MYP 221.2}

教学的工作

需要有一班才能最佳的人来教育及陶冶青年的思想，并有效地¢行教~在教会学校中所必ɜ作成
的多ɚ工作。…… {MYP 221.3}

我�
儿童特别需要一班宁静，�切的教~，以忍耐和û心s待那些最需要Ȓ种待遇的儿童。
……教会学校需要一班具有崇高道德品Ǜ；堪以信任；信仰Ę固；而有机智和忍耐；常与上帝同
行，并Ȕ避É
邪�之事的教~。《教会Ɩ言》卷六原文 {MYP 221.4}

222

办理事务的工作

那在任何工作上都需要善用一切机会力求作有智慧和有效能之人的，乃是那些=用自身才能在今
世建Ɠ上帝国的人。关于但以理，我�知道当他所;理的一切事<受到�密的ÖÑÇ，竟找不出一
点ȸƮȏ失来。他是每个ĺ理事<的人都可以作到的榜Õ。他的ĺH表明一个将bŤ、筋骨、以及
心意与生命的力量完全奉献
上帝服<所能有的成就。《天路》 {MYP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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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的工作

再没有Ȃ比忠Ơ敬畏上帝的医~所工作的布道园地更
重要的了。没有任何布道区域，一个人能
成就更大的善事，或更多珍珠在自己所喜û的冠冕上K光。他可能将基督的恩惠如同馨香的芬芳之
气一般，�到他所ȓ入的每一个病房里；他可能将真有医治之能的乳香，�Ŀ那有罪病的心灵。

223

他能向患病和垂死的人，指出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羔羊。他不�听从那以
向那些性命垂危的
人Ƒ及永恒福利乃是有危ɓ，会使他�病@Ǽ9的建Ɗ。因
有十之八九，那s赦罪之救主的ƅ
ƙ，会使他�在心灵和身体方面都有好Ǽ。耶ė能限制撒但的能力。祂乃是一位医~，凡患罪病的
人，都可依靠祂来医治身体与心灵的病症。《教会Ɩ言》卷五原文 {MYP 222.2}

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有很多不肯听人 ƍ上帝的道，或参加宗教聚会的人。如果要将福音 Ŀ他
�，就必ɜ把它�到他�家里去。解除他�身体的痛苦，往往是接近他�的唯一通道。照料病人并
解救ę人苦ɕ的 道ª士，就必Ű得Ɛ多机会，和病人一同祈祷，向他�Ʋƶ圣ĺ，ƍƱ有关救主
的事。他�能
那些意志薄弱、无力控制那被情欲Ǚ坏了食欲的人祷告，并与他�一同祈祷。他�
能使一Ĳ希望射入灰心�志者的生活之中。他�无私的û，É明在清正的善行中，就必使苦ɕ的人
�更容易相信基督的û。《服<真ƣ》原文 {MYP 223.1}

224

传道的工作

不可Ȁ看 福音的工作。无Ƒ�;任何事�，都不�使人因而ƅ
 道工作是次要的。事m上决
非如此。凡ȀƁ 道工作的，就是ȀƁ基督。 道工作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最高尚的。所以，我��
当使青年人Ç常ƌ得，没有什么工作Ȃ比 福音的工作更蒙上帝Ǯ福。 {MYP 224.1}

不可¯阻本会青年参加 道的工作。ă在有一种危ɓ，就是有人会因ù情=人的宣 ，而致偏离
上帝所吩咐他�当行的路。有一些人原�自作准a加入 道工作，却被人�恿，Ǽ而�医去了。主
呼召更多的 道人在他的葡萄园里服<。有ơK出Ʊ：“要加强前哨，世界各`都必ɜ有忠心的守望
者。”青年�，上帝呼召你�。祂呼召成群胸襟广ɍ、ŽƙȔ大、而深û基督与真理的青年。《教会
Ɩ言》卷六原文 {MYP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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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布道的工作

需要青年。上帝召他�到国外布道区去。他�既然比Ȃǔ担Ȁ省，就Ȃ比那些必ɜň持大家庭生
活并关心子女教育的人更适于参加圣工。

225

此外，青年人能更容易地适�新的气候和新的社会，并且更易于忍受ŧɕ困苦。他�能藉机智和
忍耐与当地的人士接近。《教会Ɩ言》卷五原文 {MYP 224.3}

青年人�熟ǋ其它的Ƭ文，藉此增ȓ自己的ǩ格，俾上帝可以使用他�作
 ¦救恩真理Ŀ其他
国家人士的媒介。Ȓ些青年人即使
罪人作工之Ç也可以学�其它Ƭ文。如果他�û惜光阴，便可
增ȓ心智，使自己有ǩ格作更广泛的工作。一般没有ǔȏ重Ǘ的青年g女，若能献身于上帝，她�
就藉着学�外国Ƭ文，使自己合格有
。她�可以�心从事翻Ɲ的工作。《教会Ɩ言》卷三原文
{MYP 225.1}

青少年的服务

儿童�也能在家庭和教会中成
蒙悦ĭ的布道工作者。上帝要他�受教，明白在Ȓ个世界上，他
�不C是游�，也要从事有益的服<。他�在家里可以受Ɖĳ从事布道工作，准a作更广大范W的
工作。父母�，<要帮助你�的儿女去成就上帝
他�所有的旨意。1910年12月8日,ƗƑ与通Ƌ
{MYP 225.2}

226

蒙悦纳的服务

上帝已ĺ本乎祂无限的慈û与怜�，藉着祂的ơ将亮光ǮĿ我�。基督也s我�Ʊ：“你�白白的
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要ƈ上帝所ǮĿ你的亮光照耀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你ȒÕ作，天上的使者
就必	你身旁，帮助你引ɣ生灵�向基督。 {MYP 226.1}

�û的青年朋友�，<要ƌ得：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按手作牧~，方能
主服<。
基督作工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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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很多。可能从没有人在你b上行按手礼，但上帝仍能使你有ǩ格
祂服<。祂能藉着你去救人。
如果你已在基督的門下学会作心里柔和Ǐ卑的人，祂必Ǯ你合宜的ơƬ代祂K言。 {MYP 226.2}

如何处置错误

要尽力追求完全，但也不要以
因自己既有ȏ失，就不容Ɛ
上帝服<。主知道我�的本体，祂
ƌ得我�不ȏ是v土。你若忠心Ȑ用上帝所Ǯ你的才能，你就必得着知ƙ，使你自Ƃ不足。你便K
Ƃ自己有革除不良��的需要，免得因你ȸƮ的榜Õ而!害到别人。 {MYP 226.3}

要殷勤作工，将你所Ɓ
十分宝Ǥ的真理 Ŀ别人。ȒÕ等到有空缺待填Ź的Ç候，你便会听Ž
有ơƱ：“Ƴ上升吧”。

227

你也Ɛ会ȗ疑不前，但只管凭着信心向前迈ȓ，在上帝的工作上表ă出活Ý，�²的ù忱来。
{MYP 226.4}

救灵的秘ƕ惟有从那位�大的教~才能学到。天上的甘露和Ç雨如何徐徐地降在凋萎的植物上，
我�的言Ƭ也必ɜ照Õ柔和而�û地落在我�所力X拯救的心灵中。不可等待机会来找我�，却�
去找机会，并要ĺ常在心中祈祷，�求上帝帮助我�向人Ʊ合Ç的ơ。遇有好机会来到,不可因任何
藉口而放ȏ它,因
利用它就可能拯救一个生灵免于死亡。1902年2月6日, 青年u« {MYP 227.1}

最高尚的工作

在一切工作之上的工作，�Ȃ比任何其他一切更吸引并占有全部心神精力的事<，就是拯救基督
所
之舍命的生灵。要以此
你一生主要的工作。要以它作
你Ù生�注的工作。要在Ȓ个�大而
高尚的工作上与基督合作，成
国内和国外的布道士。要准a随Ç而且有效地在自己本�或在遥Ȕ
地区从事救灵的工作。要作上帝的工作，并
别人而?碌，藉以表ă你s救主的信心。唉！唯愿老
老少少都向上帝�底悔改，并且ǔ起那近在自己身Ȍ的任<，利用机会努力作工，成
与上帝同工
的人。1893年5月4日, 青年u« {MYP 227.2}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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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服务

在今世最小的事上不忠心的人，也必在更重大的Ǘ任上不忠心。他�必c取上帝之物，而有�于
神圣律法的要求。他�必不承ƅ自己的才能乃是属于上帝的，�当奉献于祂的圣工上。那些明知要
使事�兴盛有ǰ他�ɬ外多加努力，而只
雇主作所吩咐于他�之事的人，决不会被算
忠心的仆
人。有Ɛ多急待;理的事，虽没有清楚指明，却Ș
受雇之人KƂ了。 {MYP 228.1}

Ɠ若有辛勤而不自私之努力的表ă；Ɠ若自称信奉基督之名的人在生活中能m践祂所嘱咐û的原
6，6有Ɛ多疏漏和·失的K生是大可避免的。可惜有Ɛ多
上帝作工的人已被登ƌ
“眼前事奉的
人”。 {MYP 228.2}

不忠的记录

一个工作者因不受主人直接的č督，便È�光阴，浪ǦǨǖ，Ȓ乃是最可憎的自私心理所u致
的。可是此等工作者竟以
自己的疏忽不
人KƂ，他�的不忠就不被ƌ�下来N？如果他�的眼
睛可以Ď开的ơ，他�就必看Ž有“守望者”在ž察着，而且他�一切的疏忽行
都已ƌ�在天上的卷
册里了。 {MYP 228.3}

229

那些s上帝的工作不忠心的人，乃是缺乏操守的；他�的=机不足以令他�在任何情况中ș±正
。上帝的仆人�当ĺ常感Ƃ自己是在他�雇主的čƁ之下。那位在古代č察伯沙撒王�ç神圣之
宴会的守望者，今日也	格在本会一切的机关中，在商人的�房Ʌ、在私人的工厂里，那只神秘的
手，古Ç如何ƌ�了那�慢之王可怕的判决，今日也必同Õ确切地ƌ�你�的疏忽行
。伯沙撒定
罪是用火焰的字迹写下：“你被称在天平里É出你的�欠”。如果你�在上帝所交付你�的任<上失ś
的ơ，你�也必受同Õ的裁判。 {MYP 229.1}

服务的真实动机

有Ɛ多自称基督徒的人，并没有与基督Ŝ合。他�的日常生活，他�的精神，都Ɩ明基督没有在
他�里面成
“有荣耀的盼望”。他�既不可靠，也不堪信任。他��想在工作上尽可能的少尽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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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却要索取最高的工ǩ。“仆人”的称号适用于每一个人，因
我�都是仆人。所以我�最好要省察自
己是仿照什么Õ的模Õ，是不忠心的模Õ，抑或是忠心的呢？ {MYP 229.2}

一般仆人的性情是否尽可能地多作工呢？ă在流行的ɯ气，z不是要尽可能匆忙而粗略地把工作
完，而自己6是尽可能只付出最少代价ɣ取工ǩN？

230

目的乃在于ɣ取«酬，而不是要尽量把工作作得�底。凡自命
基督仆人的人，切莫忘ƌ使徒保
ŕ的Ɖǉ：“你�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象是Ƈ人×喜的，�
要存心Ơm、敬畏主。无Ƒ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象是Ŀ主作的，不是Ŀ人作的，因你�知道从
主那里，必得着基�
ǭǮ。你�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MYP 229.3}

那些参与圣工而作“在眼前事奉”的人，必要Kă自己的工作ĺ不起世人或天使的č察。有效工作
所必需的条件，乃是ƅƙ基督。因
Ȓ种ƅƙ必予人以正确的原6，分授高Ǥ无私的精神，象我�
自称事奉的救主所表ă的一Õ。忠m、Ū(、ǐ慎、�底的作ɯ，�作
我�一切工作的特征。不
Ƒ我�置身何`，或在厨房、或在工厂、或在出版社;公室、或在Ć养院、或在大学、或在葡萄园
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如此。“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在大
事上也不。” 1891年9月22日, ƗƑ与通Ƌ {MYP 230.1}

231

232

第七篇健康与效能

人的心智与灵性既是藉着身体而有所表ă，因此心智与灵性方面的能力，大部分有ǰ乎身体方面
的能力与活=。凡足以促ȓ身体之健康的，也必能促ȓ健全思想与均衡品格的K展。人若缺少健
康，就无法清楚地明了并充分地克尽他s于自己、s于人类、以及s于8造他的主所有的<。因
此，人当忠心地保持健康，如同保持品格一般。生理F生的知ƙ�
一切教育努力的基Ē。教育Ƒ,
193 {MYP 232.1}

233

生活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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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作什么来制止那正使全人类卷入Øð与死亡的疾病和罪�的洪流呢？造成此种灾ē根
源，既是出于放Į食欲和情欲，所以首要的改革工作，必ɜ是学�并m践Ū欲和自制的教Ɖ。 {MYP

233.1}


要造成社会久Ȕ的改善，6集体的教育ɜ自童年开始。人在少年和青年Ç期所养成的��、所
薰染的嗜好、所Ȼò的自制，以及自襁褓中所ƿƿ教ư的原6，s于每一男女的前途，几乎具有决
定性的影响。不Ū制与放Į行
所造成的罪�与腐化，大可由青年所受的适宜Ɖĳ而予以防止。
{MYP 233.2}

健康与自制

身体的健康良好，乃是在青年人身上完成ī洁高Ǥ的品Ǜ，加强他�s于食欲的控制，并使之不
致陷于Ǚ德Į欲之中的最大助益之一。而在另一方面，Ȓ些自制的��也是保持健康所必需的。
{MYP 233.3}

授予男女以人类生命的科学，以及保持并Ű致健康的最佳方法，乃是至关重要的事。青年Ç期特
别是ĔǠ知ƙ，以供ķ生付ƴ日常m用的良好Ç机。

234

青年Ç期是建立良好��，Ģ正已有的不良��，Ű得及保持自制能力，且以上帝的旨意和同胞
的幸福
人生一切行=原6而制定ƃ划身体力行的Ç期。 {MYP 233.4}

耶ė并没有忽Ɓ身体的要求。祂重Ɓ人身体的状况，故周游四方医治病人，恢复残�者所�失的
能力。…… {MYP 234.1}

人生是一种信托

当指示青年不可任意支配自己的人生。ă今乃是他�承受信托的日子，不久必有交�的一天。上
帝决不因他�ȀƁ祂宝Ǥ的恩Ǯ而以他�
无罪。世界的救Ǭ主已ĺ
他�付出无限的代价，所以
他�的生命和才能都属于祂，而且他�也必根据s于上帝所交托他�的照管的ǩ本是否忠心而受最
后的o判。�当教u他�，那Ǫ予他�的才能和机会越大，6他�在上帝圣工上所ǔ担的Ǘ任越
重，所要他�作的也越多。假如教养青年感Ƃ到自己s于8造主所�ǔ的Ǘ任，以及自己所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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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托，那么，他�s于投身于ă代吞没Ɛ多有
青年的Į欲和罪�的旋ä，就必ȗ疑不前了。Ɨ
Ƒ与通Ƌ, 1881年12月13日 {MYP 234.2}

235

健康的保卫

健康乃是一种很少
人所重Ɓ的福惠，然而我�心智和身体的能力，却大多有ǰ于健康。我�的
情感与欲望皆以身体
据点，故此，<ɜ使之保持在最佳体格状况及最属灵影响之下，俾使我�的
才能可作最高尚的Ȑ用。任何削减体力的事，都必使心智衰弱，以致ɕ于分辨是非。 {MYP 235.1}

í用体力足以Ŕ短我�所能用以荣耀上帝的寿命，并使我�失去完成上帝所交托Ŀ我�工作的ǩ
格。我�既然ƈ自己养成不良的��，Ç常ȗ睡晚起，放Į食欲，而致ý牲健康，遂造成ǵ弱的基
Ē。…… {MYP 235.2}

凡如此忽Ɓ自然定律，因而Ŕ短自己寿命，并使自己�失服<ǩ格的人，乃是犯c取上帝之物的
罪。同Ç他�也是在c取同胞之物。上帝差他�到世上来，乃是要他�
别人造福，而他�竟因自
己的行径而将Ȓ种机会Ŕ短了。同ÇȖ他�在Ȃ短Ç期内所可能有的成就也没有ǩ格去作了。我�
既因自己有害的��而致使世人失去善行的裨益，主就要以我�
有罪了。ƗƑ与通Ƌ, 1912年6月
20日 {MYP 235.3}

236

健康的神圣不可侵犯

撒但装作光明的天使来ƞ探人，正如他ƞ探基督一Õ。他力X使人陷入身体和道德的衰弱情况
中，俾以ƞ探 š人，然后因人的Ǚ亡而夸š。他已ĺ很成功地引Ư人不ɞ后果去放Į食欲。撒但
明知人一旦·坏上帝所Ǯ他的智能，就不可能克尽他s上帝和同胞所有的<了。人的大Ť乃是全
身的首府，如果辨ƙ是非的智能因任何不Ū制的行
而麻木了，它就不能辨ƙ永恒的事物。 {MYP

236.1}

健康与品格建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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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准Ɛ人ȕ背生命的定律。可是人既屈从撒但的Ư惑放Į私欲，便使高尚的智能屈服在/欲
和情欲之下了。Ȓ些既占了上ɯ，6受造原比天使微小一点，并有可受最高培养之官能的人，就投
降撒但而受制于他了。他很容易接近那些
食欲所束Ő的人。有些人由于不Ū制，竟ý牲了自己的
体力、智力和道德力的一半另有一些人甚至ý牲了三分之二而成
仇Ã的玩物。 {MYP 236.2}

237

凡要以清醒的bŤ来辨明撒但Ƥƃ的人，必ɜ将肉体的情欲置于理智与良心的控制之下。
Ȏ成
基督化品格的完全，就必ɜ以道德的ž点而有力地Ȑ用最高超的心智能力。心智的强弱，s于我�
在今世的用`，以及最后的得救，都有莫大的关系。一般人s于上帝
身体所定的ſ律É然无知，
真是可惜。任何性Ǜ的不Ū制都是ȕ犯我�生命定律的。智能低弱已ĺ蔓延到可怕的地步了。罪�
由于撒但
它罩上了一x光明，就É
非常=人的了。所以当撒但把基督教界完全束Ő在他�日常
��之中，在ɯ俗的虐政之下，使他�象化外人一Õ受着情欲的支配，他就洋洋得意了。 {MYP 237.1}

不节制的恶果

如果有才智的男女，因任何不Ū制的行
而使自己的道德力麻木不仁，6他�在自己所养成的Ɛ
多��上就不比外邦人好得多少。撒但不住地引Ư人Ǽ离救恩的真光去随从ɯ俗与Ç尚，而不ɞ身
体、心智和道德的健康。那大仇Ã熟知如果嗜好和情欲占了上ɯ，6身体的健康和心智的能力，就
都要ý牲在自我放Į的]上，而人也就必迅速Ƕ于ð亡了。如果蒙O迪的心智能掌握一切，控制/
性的+向，使之ʂ服于道德力之下，撒但便确知他以ƞ探š人的力量，乃是微乎其微的了。……
{MYP 237.2}

238

ă代基督教界中大部分的人，根本没有自称
基督徒的权利。他�的��，奢侈的生活，以及s
自己身体一般的待遇，都是ȕ犯自然定律，并与圣ĺÒ准相背的。他�在自己的生活行
中，正是
在
自己招致肉体的痛苦，以及心智与属灵的衰弱。ƗƑ与通Ƌ, 1874年9月8日 {MYP 238.1}

自制乃是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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ɜ攻克己身。人的高尚智能�当作主。情欲ɜ受意志的Ħ束，而意志本身6ɜ在上帝的管制之
下。理智的王权，因神恩而得以成圣，�当掌管我�的生活。 {MYP 238.2}

人的良知必ɜ透切了解上帝的要求。男女�必ɜƂ悟有自Ħ的本分、有ī洁的必要、脱离一切卑
劣的嗜好、和使人ÛĖ的��。他�需要深深地Ƃ悟自己所有一切身心的机能，都是上帝所Ǯ与
的，�当尽力善
保守，以便
祂服<。《服<真ƣ》原文 {MYP 238.3}

239

均衡的教育

用于体操Ȑ=的ÇɅ决非浪Ǧ。ĺ常埋b于�本而缺少作¡外活=的学生，便是·害自己。身体
上各部ĴĶ机能的均衡活=乃是使之各别�生�良效能所必需的。何Ç大Ťȏ度操?而其他器官不
多活=，6身体和心智的能力都要受到·害。体力会�失其健全的状�，思想也不再清新有力，ļ
果便�生易受激=的病�敏感。 {MYP 239.1}

男女
求具有均衡的心智起Ž，就必ɜȐ用并培养全部身心的能力。世上有Ɛ多偏重一方面的
人，因
他�只培养了一方面的能力，其他的才能6因不活=而K育不全了。Ɛ多青年所受的教育
失Ǚ了。他�既用功ȏ度，同Ç又疏忽有关mɑ生活的一切。
要保持心理方面的均衡起Ž，?心
的工作�Ƨ配合着适当的体力?=，使全部的能力可以得到ǅ和的K展。《教育勉言》原文 {MYP

239.2}

240

为求学而牺牲健康

有一些学生全神灌注于自己的功Ʒ，�心以求学
目的。他�多用Ť力，但听任体力缺少活=。
如此用Ťȏ度，而身体的肌肉也因不Ȑ=而Ƕ于衰弱了。在Ȓ些学生Ù�的Ç候，便可看出他�所
求得的学ɂ是用以自己生命¸来的。他�年复一年日以Ń夜地用功，使自己的心力Ńņ保持在ġ�
状�之下，而没有充分Ȑ用自己的肌肉。…… {MYP 240.1}

青年女子�往往也�心ƶ�，而疏忽那Ȃ比�本学ƙ更
mɑ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教育。她�往往
在求得学ɂ之后，就L
ķ身的病g了。她�因常关Ɂ在¡内，得不到¡外的新ʎ空气和上帝所Ǯ
的阳光，而致疏忽了自己的健康。Ȓ些青年女子如果在求学Ç，配合着家<的?作和¡外的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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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便可在离校Ç仍然保持健康了。 {MYP 240.2}

健康乃是无价之宝。它乃是人类所能享有的，最丰富的ǖ�。若
追求ǖ富、荣誉、和教育而ý
牲健旺的精力，其代价就未免太大了。�失健康，Ȓ些成就一Õ也不能Ű致幸福。《教育勉言》原
文 {MYP 240.3}

241

高贵的表征

但以理和他的友伴在他�三年受Ɖ期中保持了Ū制��、s上帝的效忠，和s祂大能的恒久依
恃。及至他�的才能学ɂ将受国王考ɂÇ，他�就和其他候ș人一同参加考ƞ，以便
国家服<。
ļ果“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撒利雅”。他�敏ȶ的理解力、精ș适当的Ƭ言，和
渊博的学ɂ，都Ɩ明他�的智力健全活Ý。因此他�得以侍立在王面前。“王考ɂ他�一切事，就Ž
他�的智慧ŝ明，比通国的Ì士和用法Ì的，šȏ十倍。” {MYP 241.1}

上帝一向是器重正的。那强大的征服者尼布甲尼撒所占ɣ各国中最有
的青年，都聚集在巴比
"，但其中却无人能与希伯来的俘ŵ相比。他�那ǻ昂的气宇、沉着的步伐、俊美的�表、灵敏的
感Ƃ、ī2的气息Ȓ一切都是自然所Ŀ予凡ɛ从其定律之人的光荣表征。 {MYP 241.2}

身体方面的习惯对于心智的影响

Ȓ里所提供的教Ɖ是我��加以慎重思量的。

242

�格地遵守圣ĺ的要求，必然
身体和心灵�来幸福。圣灵的果子不但是仁û、喜�、和平，也
有Ū制。我�受命不可ÛĖ自己的身体；因
我�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MYP 241.3}

那几个希伯来俘ŵ是与我�性情相同的人。他�在巴比"奢Ap廷的Ư人影响中，却始ķ屹立不
移。ă代青年却被Ɛ多放Į私欲的Ư惑所包W。尤其是在我�的大都市中，种种ì足情欲的事，既
舒适Ȁ松，又=人心目。凡象但以理一Õ拒Ł玷Û自己的人，必ŰŪ制��的«,。他�既有更旺
盛的精力和强大的持久力，就好象在Ȯ行存了一笔款ɚ，以a�急之用。 {MYP 242.1}

身体的正确��促ȓ心智的�越。智力、体力、和寿命都有ǰ乎不易的定律。大自然的上帝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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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面干ɢ，保守人¿脱那因ȕ反自然律之要求的后果。凡Ȃ力争š的，ƴ事ɜ有Ū制。但以理清醒
的bŤ和\强的意志，以及他在Ű得知ƙ和抗拒ƞ探Ç所K¶的能力，大都�功于他每日淡泊的食
物和祈祷的生活。 {MYP 242.2}

决定自己的命运

”各人是自己命Ȑ的建筑~”，Ȓ句ǌƬɤ含有宝Ǥ的真理在内。

243

父母s于所Ȝ 儿女的性情，以及所Ŀ予儿女的教育和Ɖĳ，固ɜǔǗ，但我�在此世的地位和
Ǖ献，多半仍在乎我�自己的行
。 {MYP 242.3}

但以理和他的友伴，固在早年即享有正确的Ɖĳ和教育的权利，但是若�ǰ乎此并不足以使他�
成
那Õ的�人。必ɜ等到他�
自己采取行=之Ç就是他�
自己的前途采取方Ȣ之日。那Ç他
�决心要忠于自己在童年所受的教Ɖ。那
智慧开端的敬畏上帝，便是他��大人格的基Ē。 {MYP

243.1}

但以理和他友伴的ğ史ƌ在圣ĺ的篇章中，乃
后代青年的益`。上帝藉着有关他�忠守Ū制原
6的ƌ�，向ă代的青年男女ƍơ，嘱咐他�<要聚集祂所Ǯ有关基督化Ū制生活的宝Ǥ真光，并
使自己与F生的定律有正确的关系。 {MYP 243.2}

节制的丰富报偿

ă在正需要Ɛ多能象但以理一Õ敢作敢
的人。一ɩī洁的心，一双\强无畏的手，乃是今日世
界所需要的。上帝定意要人类不住地ȓ步，在�越的ȓ度上逐日企及更高的ɐ段。如果我�努力自
助，祂就必帮助我�。我�今世和来生的幸福，都在乎我�今生所有的ȓ展。我��``防止那Ƕ
于不Ū制的第一步。 {MYP 243.3}

�û的青年啊！上帝呼召你�去从事于靠祂恩典所能作成的事。

244

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要凭着上帝ǮĿ你�的男子气概和g子气概而\立不移。要É示出一种堪与但以理相比之ī洁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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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食欲和��。上帝必ǭǮ你�ȼ静的神ĺ、清醒的bŤ、正确的判断力，和敏ȶ的ȡ别力。今
日一切抱有\强不移之原6的青年，必蒙Ǯ予身、心、灵健康的福惠。青年u«, 1903年7月9日
{MYP 243.4}

宗教与健康

”敬畏耶和A乃是智慧的开端”。那些具有不良��和罪�行
的人，一旦ɛ从于神圣真理的能
力，上帝的圣言就得以ȓ入K出亮光，使愚人通Ȏ。真理既打=人心，那似乎Ċĉ了的道德力就必
ū醒。凡ɣ受的人就具有比以前更\强更清楚的理解力。他已ĺ使自己的心灵牢系在永固的磐石
上。由于在基督里的安全感，健康因而增ȓ。从此可Ž宗教与健康的原理乃是携手并ȓ的。《教会
Ɩ言》卷四原文 {MYP 244.1}

245

246

第八篇灵修生活

圣ĺ中有上帝的圣洁教化的灵。从每一ɗ中都有光就是那新奇宝Ǥ的光照射出来。其中有真理É
明出来,它的一字一句都象是上帝的声音向人心Ʊơ,能适�人生的每一种境遇，而使之光明幸福。
{MYP 246.1}

圣灵喜û向青年人Ʊơ，并向他�展示上帝圣言的丰富和�美。那位大教~所ƍ述的�Ɛ能以神
圣的灵力c人心目,并鼓舞人的精神。在那丰ɼ的心田中,将要�生一种熟ǋ属灵事物的效果，作
抵
御ƞ探的保障。天路, 103 {MYP 246.2}

247

祈祷是我们的堡垒

ɑ此末日的危ɓ之中，青年唯一的保障乃是不断地加强儆醒和祈祷。一个从研ƶ圣ĺ和祈祷中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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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趣的青年，必因常ɷ于生命泉源的活水而得以舒ą。他所能Ȏ到道德�美方面的高度与思想方
面的广ɍ，Ȓ乃是别人所ɕ以想象的。与上帝交往足以增ȓ良好的思想，高尚的希望，以及s于真
理清楚的了解，和行
的崇高宗旨。凡如此与上帝Ŝ合的人都蒙祂ƅ作自己的儿女。他�要不住的
上升高而又高，并Ű致s于上帝和永恒之事的更清晰眼光，直到主使他�成
 授真光与智慧Ŀ世
人的媒介。 {MYP 247.1}

如何祈祷

可惜祈祷一事并未尽如所�有的受人了解。我�祈祷不是
要将上帝所不知道的事告ƛ祂。原来
主s于每一生灵的秘密都了如指掌。我�的祈祷无需冗ȿ，也不必高声。上帝洞察ɔ衷。我�可在
暗中祷告，而那位在暗中察看的祂就必垂听，并在明`«答我�。 {MYP 247.2}

我�若在并不感Ƃ真是可怜不幸的Ç候，却向上帝奉献ƛƱ自己是如何可怜不幸的祈祷，那就是
#善的祈祷。主所重Ɓ的乃是真心痛悔的祈祷。

248

“因
那至高至上，永Ȕ常存，名
圣者的如此Ʊ：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Ǐ卑的
人同居，要使Ǐ卑人的灵ū醒，也使痛悔人的心ū醒。” {MYP 247.3}

祈祷并不是存心要使上帝有所改L；而是要使我�得与上帝相和。祈祷决不能代替本分。我�尽
管ĺ常献上祷告，并且非常�切地祷告，但也Ł不会得蒙上帝接ĭ代替我�所当ĭ的十分之一。祈
祷决不能,ȑ我�所欠上帝的)。…… {MYP 248.1}

祈祷带来力量

从向上帝祈祷所得到的力量，足供我�担承每日的<。我�每天所遇Ž的ƞ探，使祈祷成
必
需的事。我�
求凭着信心得蒙上帝的能力保守起Ž，内心的愿望�当不住地藉着默祷上升。我�
既被那足以引Ư我�Ȕ离上帝的影响所包W，就必ɜ不倦地�求帮助和能力。若非如此，我�就Ł
不能粉碎ʇ傲，克制那使我�与救主隔离的Į欲ƞ探之权@。使生活圣化的真理之光，必向ɣ受的
人揭露那正在内心与他Ȃ力争š的邪�情欲，并使他必ɜ竭尽最大的努力，Ȑ用一切的力量来抗拒
撒但，以便靠着基督的功?而得š。1898年8月18日,青年u« {MYP 248.2}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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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祈祷的能力

摩西得以看Ž那神奇建筑物就是行将作
上帝荣耀居所的模型，乃是当他与上帝同在山上之Ç。
我�惟有与上帝同在山上与神交往的ɔ密`方可默念祂s于人类的光荣理想，ȒÕ，我�就能造成
我�品格的建Ɠ，使主的�Ɛ�ʈ在我�身上：“我要在他�中Ʌ居住，在他�中Ʌ来往；我要作他
�的上帝，他�要作我的子民。” {MYP 249.1}

我�在从事日常工作之Ç，�当藉着祈祷使心灵Ƕ向上天，Ȓ些无声的祈求犹如馨香一般，升Ȏ
施恩座前；就使仇Ã挫Ǚ了。凡如此\心依ǰ上帝的基督徒，决不致
Ã所š。任何邪�的技'都
不足以破坏他的安宁。圣ĺ上的一切�Ɛ，神圣恩惠的一切能力，耶和A的一切ǩ源，都保Ɩ要拯
救他。以Ƶ就是ȒÕ与上帝同行。而且上帝也与他同在，作他每一需要中随Ç的帮助。…… {MYP

249.2}

与无穷者相接触

祈祷乃是灵性的呼吸。是属灵能力的秘ƕ。没有什么其他蒙恩之方可以替代，而仍使灵性的健康
得以保全。祈祷使人心与生命之源Ș相接触，并加强宗教ĺʈ的能力。

250

你若忽略祈祷，或只乘自己方便而Ʌ歇无定地祈祷，那么你就会放松你s上帝的持守。灵性的功
能�失活力，宗教的ĺʈ也就缺乏健旺与精力了。…… {MYP 249.3}

我�Ȓ般不配，有ȸ的凡人竟有权向上帝提出Ƴ求，能作有效的祈祷，m在是一椿不可思Ɗ的
事。能与无ę的上帝Ŝŀ，人所渴望的权力ȑ有什么比Ȓ更高的呢？ǿ弱有罪的人竟有权利向他的
8造主Ʊơ。我�竟可K言上Ȏ宇宙大君的宝座前。我�竟可在行路之Ç与耶ė交ǀ，而且祂也
Ʊ，我在你右Ȍ。 {MYP 250.1}

每一真诚的祈祷得蒙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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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在心里和上帝交ǀ；也可与基督作伴同行。在从事每日操作之Ç，我�可以+吐心愿，
任何人的耳朵都听不Ž；但那祷Ɯ却不致�于寂ð，也决不至落空。没有什么事能湮没心灵的愿
望。它超ȏ市井的喧U，高于机器的噪音。我�既是向上帝Ʊơ，6我�的祈祷就必蒙垂听。 {MYP

250.2}

既然如此，祈求吧！祈求，就必得着。当求Ǐ卑，求智慧，求胆量，求信心的增加。每一出于真
Ơ的祈祷都必得蒙�允。或Ɛ并不正合你的心愿，也不在你盼望得到的Ç候；但�允的ÇɅ与方法
必是最适�你的需要的。你在孤苦、困乏、ƞò之下所献上的祈祷，上帝都必�允，虽然并不�是
依照你所期望的，但�是与你有益的。《 道良助》原文 {MYP 250.3}

251

祈祷的姿态

在公�及个人崇拜Ç，我�双膝跪于主前向祂奉献祷告，乃是我�的特权。我�的模范耶ė，“跪
下祷告”。有ƌȁ，Ƒ到祂的門徒Ʊ他�也“跪下祷告”。保ŕƱ：“我在父面前屈膝”。以斯拉双膝跪
下，在上帝面前承ƅ以色列的罪。但以理“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上帝面前，祷告感Ǎ。” {MYP 251.1}

s上帝的真正恭敬，乃是由于Ƃ察到祂的无限�大，和体ƅ到祂的	格因而感K的。每个人的心
都�因那不能Ž者的	格而深深受感。祈祷的Ç辰和地点都是神圣的，因有上帝	格其Ʌ；而且�
止在�度上表示尊敬Ç，Ȓ种感Ƃ就必加深。Ɵ人Ʊ：“祂的名圣而可畏”。天使在称呼上帝的名号
Ç，都要蒙着他�的ť。如此看来，我�Ȓ些堕落有罪的人提到他的圣名Ç，Ƨ当何等的敬虔呢！
{MYP 251.2}

不拘老幼，都要深思那些Ʊ明世人�如何尊重上帝所特别	格之`的ĺ文。祂曾在焚ø着的荆棘
中吩咐摩西Ʊ：“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
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雅各在看Ž天使的异象之后，便
感MƱ：“耶和A真在Ȓ里,我竟不知道。”《 道良助》原文 {MYP 251.3}

252

信心与祈祷

藉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品格上的每一缺陷可得Ź足，每一瑕疵可得洁2、每一ȏ失可得Đ正、每
一�点可得K展。 {MYP 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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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祂里面也得了丰盛”。 {MYP 252.2}

祈祷与信心是有密切关系的，二者�当同Ç研究。在出乎信心的祈祷中，含有一种神圣的科学，
Ȓ种科学是每一欲在一生工作上Ű得成功之人所必ɜ明了的。基督Ʊ，“凡你�祷告祈求的，无Ƒ是
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祂已Ʊ明我�所祈求的必ɜ符合上帝的旨意，我�必ɜ祈求祂
所曾ĺ�Ɛ的事物，并且凡我�所求得的，不Ƒ是什么，都必ɜ以之遵行祂的旨意。条件遵行了，
那�Ɛ也就决不含糊的。 {MYP 252.3}

我�可以求赦免罪�、求Ǯ下圣灵、求有与基督相似的性情，求Ǯ智慧的能力从事祂的工作，求
Ǯ祂所�Ɛ的任何恩Ǯ；然后就当相信我�必定得着，并且感Ǎ上帝使我�已ĺ得着。 {MYP 252.4}

我�不必找t蒙福的外表Ɩ据；因
恩Ǯ乃是在�Ɛ里面，我�可以照常工作，确信上帝所�Ɛ
的，祂必定能成全，并确信我�已得了的那种恩Ǯ，要在最需要的Ç候，就必Žƴ事m。《教育
Ƒ》 {MYP 252.5}

253

研究圣经的价值

圣ĺ的研究s于加强智力方面，š于一切其他的研究。青年在上帝的圣言中所能Kă可ǩ探索
的，Ƨ是何等的思想境界！人的心思尽可在Ȓ方面的研究上越探越深，而在每一次力求理解真理Ç
增加能力，然而前面仍有无ę的境界。 {MYP 253.1}

那些自承敬û上帝并尊重圣物，而却Į任心思+注于浮浅虚幻之事的人，正是置身于撒但的境
地，从事他的工作。青年若肯研究上帝在自然界的荣美作
，和他圣言中所É示的祂的威�和大
能，他�就必因每次的研究而使自己的才智dK提高。必能Ű致一种无涉于傲慢的精力。人因思量
神圣权能的奇功�ń，就必会学得那最ɕ学�而又最有益`的教Ɖ，得知人的智慧若不与无ę者相
Ŝ合并因基督的恩典而圣化，便是愚拙。 {MYP 253.2}

基督的中保工作

上帝的û子以祂神圣的位格，使被造者与自有永有者，有限者与无ę者相Ŝ合，Ȓ乃是一个足供
我�一生思考的ɪ旨。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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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Ȓɚ工作乃是要使其他ƴ世界的生灵\定其无罪和忠ɛ的状况，也是
拯救Ȓ个世界上迷
失和将亡的人类。他开辟了一条出路，使悖逆的人可以恢复效忠上帝，同Ç也藉此�在那些原来ī
洁的生灵四W加以防ª，以免他�沾染ÛĖ。 {MYP 253.3}

我�虽因ȑ有Ɛ多未曾堕落的世界而×喜；但Ȓ些世界却因救Ǭƃ划拯救�当堕落的子l，又\
定他�的地位和ī洁的品格，而将ɡǳ、尊Ǥ、和荣耀�与耶ė基督。那将世人从撒但藉他的ƞ探
所�Ŀ人类之衰亡中救°出来的膀臂，也就是那保守其他ƴ世界居民不至犯罪的膀臂。太空中的每
一世界都得蒙圣父圣子的照ɞ和扶持；而堕落的人类也不住地得蒙ȒÕ的照ɞ。基督正在
人类代
求，而不可Ž之ƴ世界的秩序也因祂的中保工作而得以保全。Ȓ些ɪ旨z不是�大重要，足够我�
去Ȑ用思想，并足以Q起我�s上帝的感Ǎ和敬ûN？ {MYP 254.1}

智力的发展

要向我�的青年Ɍ明圣ĺ，使他�注意其中Ŵ藏的ǖ宝，教u他�搜t其中真理的珍宝，他�就
必得到心智的能力，是研究哲学所包括的一切不能Ŀ予的。圣ĺƑ及的�大ɪ旨，它那出自灵感之
Ɯ句的�Şğ明，它那向人心思所提供的高尚Ƒɪ，以及那从上帝宝座照射下来,OK悟性的ȶ利明
朗的亮光,都足以K展心智的能力，Ȏ到一种几乎ɕ以ɣ悟，也
人所不能充分解Ʊ的程度。 {MYP

254.2}

255

圣ĺ
想像提供无垠的园地，其品Ǜ的高尚超卓，Ȃ比一般未ĺ圣化之智能的肤浅作品，有如天
壤之别。那出自灵感的人类H史，已交在每一个人的手中了。人人都可立即开始研究。他�可以ƅ
ƙ人类的始祖，看他�当初在伊甸园中，如何在圣洁无罪的状况中享受与上帝和无罪天使交往的喜
�。他�可以追溯罪的侵入及其在人类身上所造成的�果，逐步探t圣史的Ȝ迹，研究其所ƌȁ有
关于人类的悖逆与怙�不悛，以及s罪�的公正«�。 {MYP 255.1}

最高的修养

ƶ者得与先祖先知�晤ǀ；他可参与那最=人的ĺH；他可看到那位原是天上大君、与上帝同等
的基督，降	人Ʌ，成全救Ǭƃ划，µ断撒但捆Ļ人的枷ȳ，并使之恢复那与上帝相似的ǩ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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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自取了人的Õ式，并且Ńņ保持与人同等的身份Ȏ三十年之久，然后献身
Ǭ罪祭，使人类不
致ð亡Ȓ乃是足供我�作最深切思考和最�心研究的ɪ旨。…… {MYP 255.2}

256

当使心思把握住O示的�大�人真理，它就再不会ì足于致力Ȁ浮无益的Ą事；也必J弃那Ǚ坏
ă代青年道德的无价*的作品和无聊的i�了。那些曾与圣ĺ中的Ɵ人哲士来往，并因信心英雄�
的Ȇ煌史迹而心灵受感=的人�，在HĺȒ些丰富的思想园地之后，一定Ȃ比他�研究最有名的世
俗作家，或思考并ǳǭ古代法老、希律、Ƨ撒等的�迹之后，心地更
ī洁，思想更
高尚。 {MYP

256.1}

青年的才能大多是潜藏着的，因
他�并不以敬畏耶和A
智慧的开端。主将智慧与知ƙǮĿ了
但以理，因他不ƈ任何足以妨碍他信仰原6的@力来影响他。我�今日之所以极少有思想、有恒心
及有确定价*的人，乃是因
他�妄想与上天隔Ł而自求�大。 {MYP 256.2}

上帝不
世人所畏惧、敬û、尊重。宗教未曾一如其口b所宣称的m践出来。主
人类所能作的
甚
微少，因人�易自高自大，往往自以
不可一世。上帝要我�£展自己的才能，利用一切的机
会来表ă、培养、并加强自己的理解力。人生在世，原是
要度一种比自己所Ȏ到的更高超、更尊
Ǥ的生活。我�短Ë的生存Ç期，原是
承受那与上帝生命相称之生命而作准a的。 {MYP 256.3}

257

圣经乃是最伟大的教师

圣ĺ所提供Ŀ人思想的Ƨ是何等Õ的ɪ旨啊！何`可以找到更
高尚的研ƇƑɪ呢？何`能有如
此ɼ有兴致的ɪ旨呢？人Ʌ学ɂ的研究，在崇高与神秘方面，怎能与圣ĺ中的学ɂ相比呢？哪里ȑ
有什么事物足以Q起智力从事于深邃Ơ²的思想呢？ {MYP 257.1}

我�若ƈ圣ĺ向我�ƍơ，它就必将其他事物所不能教u我�的教u我�。但是可惜！人却撇开
上帝的圣言，偏去注意一切别的事物！人�嗜ƶ无价*的文字和捏造的故事，而圣ĺ及其所有神圣
的真理竟被弃置桌上不ɞ。人若以圣言
人生的准6，它就必ò2人的生活，使人高尚而成圣。它
乃是上帝s人类ƍơ的声音，我�肯听从N？ {MYP 257.2}

”你的言Ƭ一解开就K出亮光，使愚人通Ȏ”。有天使侍立在Ñ考圣ĺ者的身旁，要感=并O迪人
的思想。基督在一千八百年前向祂初期的門徒所ɠ布的命令，今日仍同Õ有力地向我�重申：“你�
Ñ考圣ĺ，因你�以
内中有永生；Ŀ我作ŽƖ的就是Ȓĺ。” 1881年1月11,ƗƑ与通Ƌ {MYP 257.3}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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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亲自查考圣经

青年人理��自Ñ考圣ĺ。他�不要Ƃ得既有那些ĺʈ宏富的ȿȅÑ明何
真理就够了，年ĨȂ
Ȁ的人可以从他�手中ɣ受，Ɓ
权威。古代的犹太人亡国了，皆因他�盲从自己官ȿ、祭司和ȿ
老�以致Ȕ离了圣ĺ真理。如果他�听从耶ė的教Ɖ，�自Ñ考圣ĺ，他�就不至于ð亡了。……
{MYP 258.1}

任何人都不可能ɣ会上帝的一个�Ɛ所含的一切丰富与博大。一个人从某一ž点上了解其光荣，
另一个人6从另一个ž点上了解其�美与恩惠，以致心灵
天上的光所充盈。我�若得Ž完全的荣
耀，心灵必致昏眩。但我�ȑ可根据上帝丰富的�Ɛ，ɣ受Ȃ比ă在所享有的Ȕ
�大的O示。当
我想到我�如何忽Ɓ上帝所定意ǮĿ我�的丰盛福惠Ç，心中就悲愁万分。我�原可天天行走在祂
	格的荣光之中，而我�竟将瞬ɅɀK出来的属灵光照引以
足了。《Ŀ 道人的Ɩ言》原文 {MYP

258.2}

259

恒切努力查经

”你�Ñ考圣ĺ，因你�以
内中有永生”。Ñ考的意思就是要殷勤地追t某些Ȝ失了的�西。<
要在上帝的圣言中搜tɔ藏的ǖ宝。你缺少Ȓ些ǖ宝便·失ȏȤ。要Ȫ研那些ɕ以理解的ĺ文，将
章Ū互相比照，你就必Kăĺ文本身正是O开ĺ文的Ȩ匙。 {MYP 259.1}

凡虔ƠÑ考圣ĺ的人，必在每一次的研究之后更加ŝ慧。他�的某些ɕɪ；已ĺ解决了，因
圣
灵已ĺ成全了Ħ翰第十四章中所提述的工作：“保惠~。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
切的事指教你�，并且要叫你�想起我s你�所Ʊ的一切ơ。” {MYP 259.2}

没有一Õ有价*的�西是毋需ƅ真恒切努力而Ű致的。在工商事�上，惟有那些有决心从事的人
才能有成功的收Ű。照Õ，我�若不作ƅ真的努力，就休想Ű得有关属灵之事的知ƙ。凡是得着真
理珠宝的人必ɜ去挖掘，正象đ工挖掘Ŵ藏地下的宝đ一般。 {MYP 259.3}

那些无精打彩并无决心地从事Ȓ工的人永Ȕ不会成功。无Ƒ老少都�Ƨɋƶ上帝的圣言。他�非
但�当ɋƶ，而且要殷勤Ơ�地研究，一面祈祷、相信、一面Ñ考。

260

ȒÕ，他�才能找到那ɔ藏的ǖ宝，因
主必振K他�的理解力。 {MYP 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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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的思想

你�在研究圣ĺ的Ç候，要先将你�的成Ž与Ȝ 以及原已养成的ž念¼置一Ȍ。如果你�
Ɩ
m自己的ž点而研究圣ĺ，你便永Ȕ找不到真理。所以要把Ȓ一切撇在門外，并以Ǐ虚痛悔的心ȓ
去静聆主s你所ƍ的ơ。虚心t求真理之人既坐在基督脚前，并向祂学�，圣言就必Ŀ予他悟性。
但基督s那些自作ŝ明而研究圣ĺ的人Ʊ：如果希望要有得救的智慧，你就必ɜ心里柔和Ǐ卑。
{MYP 260.1}

不可凭着固有的Ž解去ɋƶ圣ĺ，却要以¿脱偏Ž的心意仔ĵÑ考。如果你在ɋƶÇ有所感悟，
并且看出自己素来所抱持的Ž解与圣言不相和ǅ，切不可ƞX以圣言来迁就Ȓ些Ž解。要使你的Ž
解迁就圣言。不可容Ɛ你ȏ去所曾相信或�行的事控制你的理解力。要Ď开你的心眼看出律法中的
奇妙。要Ñ明ĺ上所ƌ的是什么，然后立足于那永恒的磐石上。 {MYP 260.2}

对上帝旨意的认识

我�的得救有ǰ乎我�ƅƙ上帝圣言中所含Ŵ的祂的旨意，Łs不可以停止去t求真理。你需要
明白自身的<，

261

你需要明白�当作什么才能得救，而且上帝的旨意正是要你明白祂向你所ƍ的ơ。但你必ɜȐ用
信心。你在Ñ考圣ĺ的Ç候，你必ɜ信有上帝，并且相信祂必ǭǮ一切殷勤t求祂的人。 {MYP 260.3}

<要以ɳ渴般羡慕灵粮的心情来Ñ考圣ĺ！要在圣言里挖掘，象đ工掘地勘探金đ一般。不可放
弃你的搜t，直到你已Ñ明了你和上帝的关系，以及祂s你的旨意。1902年7月24日,青年u« {MYP

261.1}

存敬畏的心查经

我��存敬畏之心来研ƶ圣ĺ。Ƃ得自己是在上帝面前。一切Ȁ浮懈怠的�度均�除去。圣ĺ中
有些部分虽是容易明了的，但其他片段的m却是不易了解的。所以我�必ɜ耐心地研究默想，并
Ơ�祈祷。每一个研究者在翻开圣ĺÇ�祈求圣灵的光照；而祂必Ǯ下的�Ɛ乃是可靠的。 {M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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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

你研究圣ĺ的精神，必决定你身旁帮助者的品Ǜ。那来自光明世界的天使，必与凡以Ǐ卑的心祈
求神圣指引的人同在。但是如果你存不敬虔之心翻ɋ圣ĺ，并且心�自ì，或固持成Ž，那么撒但
就必在你身旁，他也必曲解上帝圣言中明白的辞句。《Ŀ 道人的Ɩ言》原文 {MYP 261.3}

262

殷勤研究圣经的报偿

t求真理的人必到`得着«,，而且每次的Kă都必开辟更丰富的园地以供他探Ƈ。人�的思想
必然照他�所思考的事物而L化。如果平庸的意念与俗<占据了他的注意，那人就必L成
平庸。
如果他疏忽大意，而只求s上帝的真理有肤浅的ƅƙ，他就必得不到上帝所�于Ǯ予他的丰盛福
分。思想的定律是!!思想必按其�于熟悉之事物的范W而Ŕ小或£大。 {MYP 262.1}

心智的能力若不振d而恒切地从事t求真理的工作，就必逐è萎Ŕ，以致失去ɣ悟上帝圣言深奥
意的功能。Ç常用心探Ƈ圣ĺ中ɪ旨的相互关系，将ĺ文与ĺ文，属灵的事物与属灵的事物相比
照，6心智就必大大K展。当挖掘下去；那最Ǥ重的思想珍宝，正等待着精明而殷勤的学者去采
掘。━━ 1888年7月17日,ƗƑ与通Ƌ {MYP 262.2}

圣经乃是向导

但愿研究者以圣ĺ
自己的向u，\持原6，ȒÕ他就可望Ȏ到任何崇高的成就。━━《服<真
ƣ》原文 {MYP 262.3}

263

圣经是一位教育者

圣ĺ
教育者，乃是无可匹Ã的。圣ĺ乃是人所®有的最古老最ƨ尽的H史。它是来自永生真理
泉源的清流；ĺ年累代得蒙主手保持其ī2。它照耀亘古，而是人类的探索t求所无从洞悉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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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在上帝的圣言中，才看到那Ȱ�ƴ天、建立地基的大能。我�惟有在此才可Kă列国起源的
可信ƌȁ。惟有此`才提供有那未受人类ʇ傲或偏Ž所玷Û的人类史。 {MYP 263.1}

永在者的声音

在上帝的圣言中，心智可Ű致Ȑ用最深邃思考、寄与最崇高希望的ɪ材。我�可在此与ƴ先祖及
先知交往，并聆听那位永存者的声音在与人交ǀ。我�在此看到天上的大君竟自己卑微，成
我�
的替身和中保，独自与黑暗的权@s抗，并
我�的ŏ故ǵ得š利。在Ȓ一类的主ɪ上虔Ơ的沉思
默想，决不会不使人心ǿ化、2化、而成
高尚的，同Ç，并以新的能力激K人的心智。 {MYP 263.2}

凡以冷漠与Ȁ蔑s待上帝的要求，而尚自ƅ
爽直勇敢的人，适足以暴露其个人的愚昧无知。

264

他�虽自ƪ其自由独立，但mɑ上却正受着罪�与撒但的奴役。 {MYP 263.3}

真实的人生哲学

s于上帝的真相以及祂要我�所Ȏ成的具有明确概念，就必u致健全的Ǐ卑。那正确研究圣�的
人，就必Ű悉人的才智并非万能。他必明白若缺少那惟有上帝可能Ǯ予的帮助，人的力量与智慧只
是ǿ弱与无知而已。 {MYP 264.1}

那遵循神圣指引的人，就已t得救恩与真幸福的唯一可靠根源，并且已Ű得将幸福分Ŀ四周之人
的能力。人缺少宗教，就不能真正享受人生。û上帝可以2化并提高人的每一û好与愿望，加强每
一情û，更使每一有价*的�趣增光。它能令人重Ɓ并享受一切真、善、美的事物。 {MYP 264.2}

但那超越一切其他重要理由而更�使我�珍Ɓ圣ĺ的，就是圣ĺ将上帝的旨意O示于人。我�在
此可Ű悉我�受造的目的，和藉以Ȏ到Ƨ目的的方法。我�学会如何善用今生以及如何求得永生。
任何其他的ĺ�，都不能使人Ť中的疑ɂ或心中的ù望Ű得ì足。人�藉着Ű得上帝圣言的知ƙ且
加以留意，就可从最低下的堕落深渊中上升，而得以成
上帝的儿子，无罪天使的伙伴。━━《教
育勉言》原文 {MYP 264.3}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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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虔

�û的青年朋友�，你�的特权乃是在地上荣耀上帝。
求作到Ȓ一点起Ž，你�必ɜ使自己的
思想Ǽ离那些虚浮，Ȁ薄和无ǈ的事物，而寄托于那些具有永恒价*的事物上。 {MYP 265.1}

我�所`的Ç代，正是人人都当特别留意救主的Ɖǉ：“�要儆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所
受的强烈ƞ探之一就是不敬。上帝是崇高而圣洁的；而且在每一Ǐ卑相信的人看来，祂在地上的居
所，就是祂子民聚集礼拜的地方，正如天国的門一般。ɡǳ的Ɵ歌，基督仆人�所ƍ的道，都是上
帝所命定
天上教会ɢa会�的媒介，ɢa参与那更高的崇拜。在那里，一切不ī正不圣洁的都不
得渗入。…… {MYP 265.2}

在上帝圣殿中的举止

ă代的青年亟需学�恭敬。我看到信奉宗教之父母�的子女，是如此无Ɓ于上帝圣殿中所�保持
的秩序和礼貌，我就非常�恐。正当上帝的仆人�将生命之道 Ŀ听�的Ç候，有的却在看�、有
的竟在耳Ƭ嬉笑。他�是在以眼目犯罪，因Ǽ移了四W之人的注意力。Ȓ种��如果不加以阻止，
就必蔓延以致影响别人。 {MYP 265.3}

266

儿童和青年少年决不可ƅ
他�在敬拜上帝的聚会中表示冷漠疏忽，乃是一件*得自傲的事。上
帝洞察每一不敬的意念和行
，而且都已ƌ�在天上的卷册中了。祂Ʊ：“我知道你的行
。”没有一
件事能逃ȏ祂那ȡ察万事的慧眼。如果你已ĺ多少养成了在上帝圣殿中冷漠疏忽的��，<要尽力
Ģ正，表明你具有自尊心。要操ĳ恭敬直到它成
你的一部分。 {MYP 266.1}

不可在听道Ç彼此交ǀ而s崇拜上帝的�式和圣殿缺少尊敬。如果那些犯了此种ȸƮ的人，能得
Ž上帝的圣天使在č察他�并ƌ�他�的行
，他�就必充ì羞愧并J憎自己了。上帝所要的乃是
聚精会神的听�。正当人�睡Ƃ的Ç候，仇Ã就撒下了稗子。 {MYP 266.2}

凡是神圣而与敬拜上帝有关的事物都不可掉以Ȁ心，予以漠Ɓ。每当宣ƍ生命之道Ç，<要ƌ得
你是在听取上帝藉着祂所特派的仆人K言。不可因疏忽大意而ȸ失了Ȓ些ơ；如加以注意，它可能
保守你的脚不致涉入歧途。 {MYP 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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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宗教事物的轻忽

我因看到Ɛ多自称信教的青年，s于内心的改L竟毫无ƅƙ，就甚
Ȝ憾。品格上并无L化。他
�并不ƅƙ，自称
基督徒乃是一件�Ş的事。

267

他�的生活与敬虔的心思全相背ʃ。他�若是真正上帝的儿女，就决不会一昧地玩笑、Ȁ佻；别
人愚妄的言ǀ和行
也决不会在他�心中引起同感。一个�心争取ǭǮ，求得天国的人，就必以毅
然地决心拒Ł每次以宗教事物作
笑ǀ的wƞ。 {MYP 266.4}

忽ƁȒ个ɂɪ是ɤ有危ɓ性的，没有什么愚行是像粗心大意和Ȁ浮的作ɯȒÕ阴ɓ。我�``都
看到�止浮薄的青年。凡属此等青年都当Ȕ避，因
他�m在是危ɓ的人物。他�若自称是基督
徒，6更
可怕。他�的思想已ĺ形成了卑劣的性格；因此他�将你�拖下到与他�相同的水准，
Ȃ比你�提升他�到高尚尊Ǥ的思想和正确的行径�要容易得多。你��以那些在言Ƭ和行
上彬
彬有礼的青年
你的同伴。 {MYP 267.1}


要尽力彰És上帝的ǳ¦起Ž，你�所交的朋友必ɜ是帮助你�的心思清楚地分辨圣俗。如果
你�想要具有qɍ的眼界，高尚的思想和期望，就当ș那能加强正确原6的友伴。<要使每一思
想和行
的=机都以承受来生及永恒的幸福
目的。━━ 1896年10月8日,青年u« {MYP 267.2}

268

有美好根基的指望

你如何能知道自己是蒙上帝悦ĭ了呢？当虔Ơ地研究祂的圣言。不可将圣ĺ抛在一Ȍ而去看别的
�。Ȓ�能使人知罪，它清楚地É示出得救之道，它使人看出光明荣耀的ǭǮ。它向你彰É一位全
a的救主，并教u你惟有靠ǰ祂无ę的慈怜，你才有希望得救。 {MYP 268.1}

不可疏忽暗中的祈祷，因
Ȓ乃是宗教的精髓。要以Ơ�ù切的祈祷，求得心灵的ī洁。要ƅ真
地、�切地祈求，犹如你在ï于危ɓ而
今世的生存求救一般。要在上帝面前静候，直到你心中�
生了渴慕救恩的无可言T的愿望，并且得着甜蜜的保Ɩ，确知你的罪已蒙赦免。 {MYP 268.2}

永生的指望决不是凭着虚幻的Ɩ据Ȁ易ɣ受的。它乃是你自己的灵性与上帝之Ʌ必ɜ解决!!永久
解决的ɂɪ。如果你只有一种假想的希望，别无其他，那就必招致Ǚ亡。你既要凭着上帝的圣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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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存Ǚ，就必ɜ以在圣言中t求s你情形所K的Ɩ言。在那里你可以看明你要作基督徒的条件是什
么。切不可卸下你的0装，或擅离 Z，直到你已ĺŰ致š利，得以在你的救Ǭ主里面夸š。━━
《教会Ɩ言》卷一原文 {MYP 268.3}

269

270

第九篇ƶ�与音�

青年男女�啊，<要ɋƶ那能供Ŀ你真知ƙ并s全家有助益的著作。要\决地Ʊ：“我决不在s我
无益且足以使我不配
人服<的ƶ物上，浪Ǧ片刻宝Ǥ的光阴。我要�心用我的光阴和思想取得

上帝服<的ǩ格。我要Ɂ眼不看Ȁ浮邪�的事物。我的耳朵是属于耶和A的，我决不听仇Ã的狡
辨。我的口决不服从任何不受上帝圣灵感化的意志。我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我身心的每一分精力
都必献上从事有价*的事工。”!! 教会Ɩ言卷七, 64 {MYP 270.1}

271

读物的选择

教育不ȏ是身体、心智与灵性之能力的一种准a，俾能最完善履行人生的一切<。持久的耐力
和bŤ的能力与活=，皆Ɓ其Ȑ用的方式而有所增减。心志必ɜĺȏȻò，使其一切的能力都得以
均衡地K展。 {MYP 271.1}

Ɛ多青少年ùû看�。凡他�所能拿到手里的�西，他�都想看。但他�要当心自己所看的，正
如当心他�所听的一Õ。我蒙指示，他�有很大的危ɓ，会受不良的ƶ物所腐化。撒但千方百ƃ地
要½乱青年的思想。他�若片刻疏于防范，即不得安全。他�必ɜǐ守自己的思想，以免
仇Ã的
ƞ探所惑。 {MYP 271.2}

不良读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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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深知人的思想大都易受所吸收之事物的感染。他竭力引Ư青少年及成年人去ɋƶ故事、小Ʊ
和其他的�刊。Ȓ一类�刊的ƶ者便逐è不配承担当前的<。他�ȏ着一种幻想的生活，无心去
Ñ考圣ĺ或是取用上天所Ǯ的N哪。

272

那原来需要加强的心智反而更
衰弱，并失去研究那有关基督使命与工作之�大真理的能力!!Ȓ
些真理原可巩固人的思想，Q醒人的想像力，并激起一种\强Ơ�的愿望，要得š象基督得š一
般。 {MYP 271.3}

灵性的仇敌

如果大多数ă在出版的�籍能付ƴ一炬的ơ，6正在人心智上从事可怖工作的瘟疫就必止息了。
言情小Ʊ，Ȁ浮和�奇的故事，甚至Ȗ那一类所ǈ宗教小Ʊ!!由作者寓以道德教Ɖ的小Ʊ、�籍，
s于ƶ者都是ē患。Į有宗教的意味交Ķ于全部小Ʊ�中，但在大多数的情形中，只是撒但披上了
天使的外袍，藉此更有效地m行欺ʉ并Ư惑ŗ了。没有人能十分\持正确原6，没有人能十分安全
不遭受ƞ探而可Ę妥无Ŷ地去ɋƶȒ些小Ʊ。 {MYP 272.1}

ɋƶ虚Ï小Ʊ的人，乃是放Į足以消ð灵性，掩蔽神圣篇章之�美的�癖。Ȓ�癖能造成不健全
的兴d，使想象Ƕ于狂ù，思想不适于有用的工作，使人弃Ł祈祷，而不配从事任何属灵的活=。
{MYP 272.2}

上帝已Ǫ予本会青少年Ɛ多卓越的才能；可惜他�往往摧残自己的能力，½乱并削弱自己的心
智，以致他�多年在恩典和有关我�信仰ŏ由的知ƙ上没有ȿȓ，皆因
他�s于ɋƶ未作到明智
的ș±。

273

凡指望主迅即降	，并等候那不可思Ɗ之改L，就是：“Ȓ必朽坏的，L成不朽坏的”人，都�趁
此q容Ç期立于更高行=水准之上。 {MYP 272.3}

我�û的青年朋友�，你�不妨ɂɂ自己s那些有刺激的小Ʊ感�如何？你�在ɋƶȒ些小Ʊ
后，ȑ能够再翻开圣ĺ有兴致ɋƶ生命之道N？你�z不KƂ上帝的圣�已索然无趣了N？那û情
小Ʊ的魔力仍在思想中作崇，在摧Ø它健康的品Ǜ，使你�不能�注于那与你�永恒幸福攸关的重
要而�Ş的真理。 {MYP 273.1}

要毅然决然地抛弃一切无价*的ƶ物。Ȓ些既都不能加强你�的灵性，反而将那足以Ǚ坏想象力
的情ŅȈ入心意之中，使你很少念及耶ė，也很少注重祂宝Ǥ的教Ɖ。当保守心意避免一切足以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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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ȸƮ的事情。不可ƈ既无价*，而又不能增强智能的小Ʊ故事充斥于思想之中。供�你心意的食
料如何，你思想的素Ǜ也必如何。 {MYP 273.2}

唯一杰出的经书

一个人的宗教ĺʈ品Ǜ如何，可从他在Ʉ暇Ç所șƶ�籍的性Ǜ上看出来。青少年
求具有健全
的思想和正确的宗教原6起Ž，必ɜ藉着ƶĺ与上帝保持交往。圣ĺ指明那靠基督得救的道路，正
是我�Ƕ向更高更美生活的向u。

274

其中所ƌȁ的H史和 ƌ，乃是有史以来最有兴趣也最具教育意的。凡没有因ɋƶ小Ʊ而致想
象力腐化的人，必能Kă圣ĺ是一切�籍中最有兴趣的�。 {MYP 273.3}

圣ĺ乃是唯一杰出的ĺ�。如果你喜û上帝的圣言，一有机会便Ñ考它，你就可以Ű取其中丰ɼ
的宝藏，而准a妥当行各Õ善事，那Ç你就可确知耶ė正在吸引你去皈服祂自己。但是随便地ɋƶ
圣ĺ，而不力求了解基督的教Ɖ，以便依从祂的要求，仍是不够的。上帝的圣言中有Ɛ多的宝藏，
惟有在真理宝đ中深入地采掘才能Kă。 {MYP 274.1}

体ǣ肉体的心拒Ł真理；但一个悔改的人却ĺȏ一番奇妙的改L。那在ȏ去因其所O示指Ǘ罪人
的真理而不引人注目的�，如今它却成了心灵的粮食，人生的喜�与安慰了。公的日b照亮了神
圣的篇章，而圣灵也藉此向心灵ƍơ。…… {MYP 274.2}

凡�于ûƶȀ浮ƶ物的人，<要使自己的注意力Ǽ向ɢ言确m的ơƬ。要拿起你�的圣ĺ，而以
新的兴趣开始研究新旧两Ħ的神圣ƌ�。你愈多愈殷勤地研究圣ĺ，它就愈É得�美，你也必愈少
喜好Ȁ浮的ƶ物了。当将Ȓ宝Ǥ的�卷系在自己心上，它必成
你的良友和向u。━━ 1902年10月
9日,青年u« {MYP 274.3}

275

以弗所信徒的榜样

以弗所信徒悔改之后，他�就改L了自己的ɯ俗��。他�在上帝的灵:服之下，立即采取行
=，揭露了他�ȏ去所行巫Ì的一切秘密。他�前来ƅ罪，并“ƛƱ自己所行的事”，他�因自己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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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如此ù衷邪Ì，并如此珍Ɓ那些ȁ有撒但所制定之方法藉以施行邪Ì的�籍，而致心灵中充ì圣
洁的�。他�决心¿脱那�者的奴役，所以将他�那些Ǥ重的�卷拿来公开地予以焚Ø。如此便
É明了自己Ǽ向上帝的Ơ意。…… {MYP 275.1}

以弗所的信徒在悔改信福音之后所焚ø的�卷，乃是他�ȏ去所喜û的，而且也是他�用以ȉ制
自己良心与ɣu自己思想的。他�原可LDȒ些�卷，但如此行6邪�仍必存在。他�今后恨�Ȓ
些撒但的Ƥ秘和种种邪Ì，并s自己从Ȓ些�籍中所得来的知ƙ亦憎J不已。我愿Ƴɂ凡与真理K
生Ŝ系的青年，你可曾将那些“邪Ì”的�籍付之一炬呢？ {MYP 275.2}

今日的邪术书籍

我�并不控ƛ你�犯了古代以弗所人所犯的罪�，也不声称你�行ȏ邪Ì，或象他�一Õ施行卜
卦算命等事。

276

我�不Ʊ你�追随巫Ì的Ƥ秘，或与邪灵有所交往。但你�z不是与一切邪�之8始者，与Ȓ一
切奥秘和属于阴Ʌ法Ì的K明者相交N？你�z不是听从那身
Ȓ世界的神就是那在天空掌权者的
暗示N？你�z没有依从他的虚ǃ，献身作他的爪牙，去行那些符合你悔改之前的生活的事N？你
�z没有将自己献Ŀ撒但作工具，且就广来Ʊ，z不是与堕落的使者有来往，而向他�学�自欺
欺人的法ÌN？ {MYP 275.3}

s于那些邪Ì的�籍将怎么Õ呢？你�ĺ常ɋƶ的是什么呢？你�怎ÕȐ用自己的ÇɅ？你�是
否企X研究圣ĺ，以求从上帝的圣言中聆听祂向你�ƍơ的声音？世界已ĺ充溢着Ɛ多散布�疑、
不信、和无神Ƒ的�籍，而且你�也已从Ȓ些�籍中多少学�了一些功Ʒ，而Ȓ些就是邪Ì的�
籍。它�将上帝从世人心意之中排斥出去，并使人的心灵与那真正的“牧者”隔Ł。 {MYP 276.1}

与庄严的思考背驰

你�所ɋƶ的�籍曾ĺ撒但的爪牙Ɠƃ，要以撒但Ɗ会中所Ɗ定的理Ƒ来Ÿ惑人心，指示你�如
何以撒但般的姿�去事奉那�者。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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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向于无神Ƒ的，旨在利用似是而非的疑ɂ来½§心思的�籍是何其多啊！撒但已在其上S
了他的毒气，因此凡ɋƶ的人无不感染了一种致命的灵性的瘴ć。 {MYP 276.2}

世界上那足以使人心充ì虚幻和愚妄，以致s真理和公之道�生J�心理的虚Ïƶ物，Ƨ是何
等地汗牛充Ó啊！人心因此就不适于作庄�Ȟ重的思考，也不能忍耐而恒切地Ñ考圣ĺ，Ȓĺ乃是
引u你�走向上帝�园的指南。 {MYP 277.1}

多少著作ƇƑ如何Ű取属世的ǖ宝，仿佛今世的ǖ富可以
我��一份ȓ入天国的ª照似的。多
少史乘的卷册，ìȁ着人�大胆狂妄的作
，而Ȓ等人的生活并没有在那u致更美家�的道路上射
出一�亮光来！ {MYP 277.2}

诱入歧途的书籍

那u使青少年步入歧途的ƍƑ 争流血的�籍是何其多啊！他�一ĺɋƶ，撒但便站在他�身旁
以他�所ɋƶ之英雄的精神激=他�，使他�ù血沸Ŧ，以致他�受感d作出残忍的行
。那激起
不圣洁的欲望，燃起内心的ù情，以致Ȕ离一切ī正圣洁之事的不道德�籍又是何其多啊！ {MYP

277.3}

你�都已看ȏ邪Ì的�籍，而其中所描述的情景，都是由那一度在天庭作ȏ崇高之天使所授意教
唆的。…… {MYP 277.4}

278

打破撒但邪术的迷惑

我要ɂ，Ȓ些邪Ì的�籍是否�当øØ？在撒但的一会中，有Ɛ多助ȿ并放Į淫行而ɤ具吸引力
的Z所；但ŽƖ者也在那里，有一位看不Ž的Ɣ客要
那在暗中所行的事作ŽƖ。在徒然无益，ʇ
傲自ǔ，×�ùɈ的集会中，有撒但作主席，他也是一切宴�冶游的K=者。他以#装出ă其中。
我�四W``都有妖Ì横行，世界和教会都伏在那Ưu他�去作向未梦想要作之事者的权@之下。
如果事先通知他�Ʊ他�将要作的是何等Õ的事，他�便要象哈薛在听Ž先知ɢ言他未来的行=Ç
一Õ�ƏƩ异。…… {MYP 278.1}

每一男女及儿童若不受上帝圣灵的Ħ束，便是在撒但魔法的@力之下，而藉其言Ƭ和榜Õ就必Ư
惑别人偏离真理之道。当基督感化之恩在心中Ȑ行Ç，罪人便因自己ȿ久疏忽上帝所
他ɢa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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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而心��了。于是他必将自己的灵与魂与身子全然献Ŀ上帝，并靠上帝所ǮĿ他的恩典与撒但
断Ł交往。他必象以弗所的信徒一Õ，痛斥邪Ì，并Æ断自己与撒但Ŝ系着的最后一根Ň索。他必
离弃黑暗之君的旗�，而置身于以ʁ内利大君血迹斑斑的大纛之下。他必将邪Ì的�籍焚ø尽2。
━━ 1883年11月16日,青年u« {MYP 278.2}

279

适宜的精神食粮

我�的儿女�ɋƶ什么呢？Ȓ是个�Ş的ɂɪ，也需要�Ş的答覆。我在一些基督徒的家庭中看
ŽƐ多不少期刊«İ刊有s于思想留下不良印象的Ȗȁ小Ʊ，便Ƃ得非常的不安。我曾ĺž察那些
如此ɋƶ小Ʊ成癖的人。他�虽曾享有聆听上帝圣言的真理，并了解有关本会信仰之ŏ由的特权；
但他�虽然ȿ大成人，却仍无真m的敬虔可言。 {MYP 279.1}

Ȓ些可û的青少年极需采用最�良的材料!!敬畏上帝及ƅƙ基督!!建造自己的品格。可惜Ɛ多
人s于那在耶ė里的真理ȑ没有明智的了解。心意已沉湎于煽情的小Ʊ。他�生活在一种并非ăm
的世界之中，已不适于承担人生的mɑ<。 {MYP 279.2}

看小说的结果

我曾ž察ȏ一些在Ȓ种情形之下成ȿ的子女。他�无Ƒ是居家或在外，不是浮燥不定便是耽于梦
想，除了ǀ最庸俗的ơɪ之外，便不能ǀƑ其他的事。那原适于作更高尚追求的良知良能�已堕
落，以致耽于瞑想一些无足Ȁ重或是Ȃ此更
低劣的ɪ旨，直到他�ì足于Ȓ一类的ɪ目，几乎无
能ɣ会更高尚的ɪ旨了。

280

至于宗教的思想与ǀơ，6都L成枯燥无味的了。 {MYP 279.3}

他所嗜好的精神食粮含有玷Û的作用，并u致不ī洁的耽于肉欲的思想。当我考Ŷ到Ȓ般人因忽
略机会，不能Ű致有关我�永生指望所寄托之基督的知ƙ，而遭受到何等重大的·失Ç，我就生出
深²的怜�来。他�浪Ǧ于原可用来研究那真良善楷模的宝ǤÇɅ，Ƨ是何其多啊！ {MYP 280.1}

我熟ƻ一些因ȸƮ的ɋƶ��而致�失其健全心智的人。他�ķ身困于病�的幻想之中，ĺ常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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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每一Ąĵ的苦况。那
思想健全而明智的人所不屑注意的事，在他�看来却L成不堪忍受的ƞò
和无法克制的阻碍。就他�而言，人生常是Ğ罩在阴影之中。 {MYP 280.2}

凡�于以走ʁž花似地ƶ法ɋƶ煽情小Ʊ的人，乃是在削弱自己的智力，使自己不堪从事活Ý有
力的思考和研究。ă今有一些年老力衰的男女，始ķ未能¿脱不良ƶ物的影响。 {MYP 280.3}

Ȓ个在早年养成的��，已ĺ随着人的成ȿ而逐è增强了；人�虽然决心要努力šȏ它，但他�
的努力只有几分成效，多数人却始ķ不能恢复他�当初的智力。一切wƞ作mɑ基督徒的努力，ļ
果徒托空想而已。他�既Ńņ以此类作品
精神食粮，6mɑ上决不可能真象基督。 {MYP 280.4}

Ȓs于生理方面的危害，亦不稍减。

281

神ĺ系ł因Ȓ种ǜƶ小Ʊ的狂ù而担ǔȏ重。在某种情形之下，青少年!!甚至Ȗ成年人也在内,
完全因看小Ʊȏ度而Ċĉ了。心志不断受到刺激，Ť筋精密的ĴĶ便èǶ弱化，直到无力行=的程
度，ļ果就成了Ċĉ。 {MYP 280.5}

精神的醉汉

一旦养成了ɋƶ富于刺激的煽情小Ʊ的嗜好，道德的判断力就被Ǚ坏，而思想若非ĺ常吸收Ȓ种
无价*而有毒害的食粮，就不能ɲ足。我曾看Ž自称
跟从基督的青年女士，手中若不持有新的小
Ʊ或登有Ȗȁ故事的«刊，便极度不安。心里渴求刺激正如醉Ú之渴求ɷ酒一般。Ȓ些青少年毫无
敬虔精神的表ă，s于自己的同伴也没有射出一Ĳ亮光，足以引ɣ他�来就知ƙ的泉源。他�没有
深厚的宗教的ĺʈ。如果Ȓ一类ƶ物没有ĺ常¿在他�面前的ơ，他�或Ɛȑ有改革的希望；但他
�竟渴慕Ȓ类�籍，而且非看不可。 {MYP 281.1}

我真痛心看到青年男女�如此糟蹋自己有
的人生，而得不到那准a他�在天上社会中享有永生
的ĺʈ。s于他�，除了“精神的醉Ú”以外，我�再也找不到更适宜的名称了。 {MYP 281.2}

不Ū制的ɋƶ��s于Ť力的�影响，正如在ɷ食方面不Ū制所有的影响一Õ。 {MYP 281.3}

282

挽救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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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罪�生ȿ的最好方法，乃是先占有心田。必ɜ以最高度的关�和警惕耕耘心田，并将圣ĺ真
理的宝Ǥ种子撒在其中。主凭祂至大的怜û，已在圣ĺ中向我�Ɍ明圣洁人生的ſ律。…… {MYP

282.1}

祂曾ĺ感=古圣先ǘ
了我�的利益，写下教Ɖ，Ƒ到那困阻前程的危ɓ，以及Ǻ避的方法。凡
听从祂那令人Ñ考圣ĺƉǉ的人，�不致sȒ些事茫无所知。在此末日的危ɓ之中，教会的每一份
子都�明了自己的指望和信仰的ŏ由，!!Ȓ些ŏ由并不是ɕ以理解的。我�若要在恩典和ƅƙ我�
主耶ė基督的知ƙ上有所ȿȓ，有充分的材料可占有我�的思想。━━ 基督徒的Ū制和圣ĺ中的F
生 原文（1890年) {MYP 282.2}

犯罪的第一步

一个基督徒在公开犯罪之前，心中必先ĺ一番ȿ久的思想ȏ程，Ȓȏ程是世人所不知道的。人的
心并不是从ī洁圣善的景况立刻陷于Ǚ坏，堕落和犯罪的地步的；那些照着上帝形象而造的人堕落
到与禽/无异，或与魔鬼一般的地步，是需要相当ȿ久的ÇɅ。我�因常注意，自己就改L了。人
能因放Į不正当的思想，而使自己的心受ÛĖ的影响，以致他原先所憎�的罪，却L成他所û好的
事了。━━《先祖与先知》 {MYP 282.3}

283

圣经乃是最有兴致的书

无Ƒ老少都疏忽了圣ĺ。他�不以圣ĺ作
研究的s象和人生的准6，尤其是青年人更犯了Ȓ种
忽略的ȸ，他�多半有ÇɅ看别的�，但那指明永生道路的�反倒不是每日ɋƶ的。所殷勤ɋƶ的
是无益的小Ʊ，疏忽的却是圣ĺ；其mȒ本�乃是我�走向更高尚、更圣洁生活的向u。如果青年
人的思考力未曾因ƶ小Ʊ而被Ǚ坏，他�就必宣称圣ĺ乃是最有兴趣的�了。 {MYP 283.1}

青年既疏忽了最高的智慧之源!!圣ĺ，他�的心智就不能Ȏ到最高Ǥ的K展。我�是在上帝所造
的世界之上，在8造者的面前；我�是按着祂的形象造的；祂保ª我�，疼û我�，并且眷ɞ我
�，!!Ȓ些都是可供思索的奇妙ɪ旨，并u使心智ȓ到ȍɍ而崇高的思想园地。那敞开心与Ť来思
索Ȓ一类ɪ目的人，就再不会ì足于无足Ȁ重和令人激=的ɪ旨了。 {MYP 283.2}

追求�底明白圣ĺ的重要性，m在ɕ于估ƃ。圣ĺ既是“上帝所默示”，能使我�“有得救的智慧”；
并使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ɢa行各Õ的善事”，（提后3∶15-17）因此理�Ű得我�最敬虔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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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284

我�不�ì足于肤浅的知ƙ，却�追求明白真理之道的全部意，ąɷ上帝圣言的精。━━
《教育勉言》原文 {MYP 283.3}

罪恶的写照

青少年最好Ł不ɋƶ那些�
X利而印行的种种Ś人听ɉ之ɪ目的�籍。Ȓ种�籍含有出于撒但
的Ÿ惑。Ȓ些令人�心的罪�和暴行的叙述在Ɛ多人身上K¶Ÿ惑的魔力，鼓励他�挺而走ɓ，竟
不惜ƞX藉最邪�的行
以引人注意。就是在某些ī粹H史性的作品中所描述的暴行，惨无人道的
残酷行
，和淫Ŭ的罪�，也已在Ɛ多人心中如同面酵一ÕK¶了毒害的影响，促使他�去犯相同
的罪行。 {MYP 284.1}

凡描述人类所犯鬼魔般罪�的�籍，都是在
罪�作宣 。Ȓ些可怕的ƨ情ĵŪ无需重温，故此
凡ĝ信ă代真理的人，都不可在使人ƌ念Ȓ罪�的事上有份。智力若受Ȓ种Ǚ坏的食粮所供养与刺
激，思想就必L
Ûß而淫Ŭ的了。《教育勉言》 {MYP 284.2}

285

妥为保卫心灵的通道

智慧人:告Ʊ：“你要保守你心，šȏ保守一切；因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K出。”人的“心怎Õ思
量，他
人就是怎Õ。”人心ɜ被上帝的恩典所更新，不然，他若想追求人生的ī洁，必定是徒然
的。人想要建立高尚德行的品格，而不靠基督的恩典，无异是在流沙上建造房屋，一旦遇Žƞ探的
猛烈ɯ暴，就必倒塌。大F的祷告�当作每一个人�求，他Ʊ：“上帝啊，求祢
我造清洁的心，使
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既能与上天的恩Ǯ有份，就要“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èèȎ到完全
的地步。 {MYP 285.1}

但
要抵抗ƞ探，我�也有当尽的本分。凡不愿落在撒但的Ƥƃ中成
他ý牲品的人，就必ɜ慎
重地保F心灵的每一条通道；我�不可ƶ、看或听那足以引起ÛĖ思想的事物。我�切不可ƈ心思
随着仇Ã的Ư惑任意游Ŭ。使徒彼得Ʊ：“所以要Ħ束你�的心，ǐ慎自守……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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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Ç候，那放Į私欲的Õ子。那召你�的既是圣洁，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286

保ŕƱ：“凡是真m的、可敬的、公的、清洁的、可û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
称ǳ，Ȓ些事你�都要思念。”人若要作到Ȓ一点，就必ɜ�切祷告，儆醒不倦。我�必ɜ有圣灵住
在我�里面，祂就能帮助我�，使我�的心意高超，并Ɖĳ我�的心Ç常思念ī正和圣洁的事。我
�也必ɜ殷勤地研究上帝的圣言。“少年人用什么洁2他的行
呢？是要遵行祢的ơ”。Ɵ人Ʊ：“我
将祢的ơ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祢。”━━《先祖与先知》 {MYP 285.2}

麦子与糠秕

�û的青少年，要停止ɋƶ那ȁ有故事小Ʊ的期刊Î志，当抛弃一切的小Ʊ。……我�最好从自
己的家中清除一切ȁ有故事小ƱÎ志和登ȁ滑稽X片的�刊!!就是撒但爪牙所捏造的表象。青少年
以Ȓ一类来毒害自己的思想，真是不*得的。“糠秕怎能与麦子比Ȃ呢？”但愿每一自称跟随基督的
人，只ɋƶ那真m而具有永恒价*的�刊。 {MYP 286.1}

我�必ɜ
¢行最�Ş的<而准a自己，世界亟待拯救，……ȡ于那必ɜ完成的大工，ƺȑ能
把宝Ǥ的光阴和上帝所Ǯ的金ȩ，浪Ǧ在那些既于自己无益而又不能荣耀上帝的事上呢？━━ 1906
年8月14日, 青年u« {MYP 286.2}

287

建造基督化的品格

【本篇系�û"~母在末次抱病ÇĿ予本会青年的最后勉言】 {MYP 287.1}

有Ɛ多极其重要的�籍，我�的青年竟漠然不ɞ。Ȓ些�籍之所以被忽Ɓ，乃因其不象其他Ȃ

Ȁ松的ƶ物津津有味。 {MYP 287.2}

我��当勉励青年ș±一些足以建立基督化品格的ƶ物。本会信仰的基本要点，�当ȭ刻在青年
人的ƌ�里。他�固已瞥ŽȒ些真理，但却ȑ未有充分的ƅƙ而致使他�在Ȓ些ɂɪ的研究上感到
兴趣。我�的青年�当ɋƶ那能在心灵上K¶健全而圣洁之作用的文字。他�需要ȒÕ作，俾能够
辨明何
真m的宗教。有Ɛ多良好的ƶ物，却不能使人圣化。 {MYP 2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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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今正是我�
青年人作工的Ç机。要告ƛ他�：ă正`于�重的危机之中，因此我�必ɜ明白
如何辨ƙ真m的敬虔。我�的青年人需要得到帮助, 提拔和勉励, 但ɜ采用适宜的方式；虽或未能迎
合他�的心愿，但ķ必帮助他�得着圣洁的心智。他�需要ī正而使人成圣的宗教信仰，甚于其他
的任何事物。 {MYP 287.4}

我不指望再存活多久。我的工作将近ļ束了。

288

要告ƛ我�的青年人：我希望我的ơ能鼓励他�度一种最吸引上天ƴ智者注意之方式的生活，并
希望他�s于别人的感化力可能是最高尚的。 {MYP 287.5}

推介精选的读物

我曾在夜Ʌ梦Ž自己在挑ș而且抛弃一些s青年人没有益`的�籍。我��当
他�ș±一些足
以鼓励他�Ơ�
人，并敦促他�研究圣ĺ的�籍。Ȓ件事ȏ去我常受指示，所以我想我�向你�
提述并加以强Ƽ。我�真不Ƨ把没有价*的ƶ物提供Ŀ青年人。所需要的乃是那足使心与灵蒙受福
益的�籍。Ȓ些事太遭忽Ɓ了；故此我�的同道�多了解我所Ʊ的Ȓ些ơ。 {MYP 288.1}

我想今后我不会再有Ɩ言 Ŀ本会的同道了。本会思想Ę健的人都知道圣工的推ȓ与K展所需要
的是什么。可是他�需要心中�存上帝的û，而在研究属上帝的事上更加深入。我切望我�的青年
人可以得到适宜的ƶ物；ȒÕ成年人也可同Ç得到了。我�必ɜ定睛注Ɓ真理宗教的�美。我�必
ɜĺ常敞开心門和bŤ，ɣ受上帝圣言中的真理。撒但会ź人于不a。我�不可因警告的信息已ĺ
 ȏ一次即以
足，我�<必 了又再 。 {MYP 288.2}

我�可以K起一种极有兴趣的ƶ�Ȑ=，而使之吸引并影响Ɛ多人。

289

如果我的寿命得蒙延ņ而能Ńņ操?的ơ，我将欣然B助
青年而写作�籍。 {MYP 288.3}

有一番必ɜ
青年作成的工作，藉以使他�的心意受到上帝使人成圣之真理的印ƌ与塑造。我Ơ
愿我�的青年人能明了因信称的真意，以及那能帮助他�，ɢa承受永生的完美品格。我不指
望能再存活很久，所以我
青年人留下Ȓ信息，:他�不�使自己所立的目Ò有所偏差。 {MYP 289.1}

我:我的弟兄�要勉励青年Ç常高�上帝的可Ǥ之点和美德。要Ç常地工作与祈祷，以求体ʈ到
真信仰的可Ǥ。要推介上帝的恩典与圣洁的可û之`及其福惠。我Ç常
此担心，因
我知道此事
已被人忽Ɓ了。 {MYP 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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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确知我的生命会延ȿ多久，但我自Ƃ已蒙主悦ĭ。祂知道我在看Ž一般所ǈ基督徒的低劣
生活Ò准Ç，心中是如何!痛。我感Ƃ真理�当彰É在我的生活中乃是必要的，而且我的ŽƖ也�
 Ŀ�人。我要你�尽到一切的可能将我的著作 ț在国外人士的手中。 {MYP 289.3}

要告ƛ青年�已享有Ɛ多属灵的权利。上帝要他�ƅ真地努力，将真理 Ŀ�人。我深深感Ƃ到
我有特别的Ǘ任要ƍ述Ȓ些事。━━《基督教育原理》原文 {MYP 289.4}

290

小说的影响

Ɛ多青年Ʊ：“我没有ÇɅɢa功Ʒ。”其m他�在作什么呢？有些青年利用每一寸光阴多Ǳ点
ȩ，其m如果他�利用ȒÇɅ去研究圣ĺ，m践其中的教Ɖ，他�所Ū省的Ȃ比ȏ度?碌所Ǳ取的
价*ȑ要多呢。既可从花在不必要的装ɸ品上Ū省下很多ȩ，而且ȑ可保全心智方面的活力，用以
明了敬虔的奥秘。“敬畏耶和A乃是智慧的开端。” {MYP 290.1}

可惜Ȓ些自称
基督徒的青年，却要随从自己的意愿去ì足肉心的欲望。而在此上帝所Ǯ与他�

用以熟ƻ圣ĺ中宝Ǥ真理的q容Ç期，竟被他�用来ɋƶ虚Ï的小Ʊ了。此种��一养成，就不
容易šȏ。凡指望ȓ入天国的人都必ɜ做到杜Ł小Ʊ。 {MYP 290.2}

凡一心耽溺于ɋƶ小Ʊ的人，ķ必因此Ǚ坏心志。想象力L成病�的情感主占据了上ɯ，而有
一种渺茫不安之感，奇异渴求有害的精神食粮，以致常使心理失去平衡。今日精神病院中有千万的
人是因看小Ʊ而致心理失去平衡的，ļ果就造出空中楼Ɋ，而陷入相思疾患的唯情主中。━━
1881年2月10日, Ç兆 {MYP 290.3}

291

音乐的惠益

ɡǳ的旋律原是天庭的气氛。当天地互相接触之Ç，便�生出音�与Ɵ歌!!“感Ǎ和歌唱的声
音”来。 {MYP 291.1}

在那最初被8造安放，美�而无罪Û的地球上，上帝的笑容之下，“晨星一同歌唱，神的�子也都
×呼”。人�的心也ȒÕ随声响�，ɡǳ上帝的善良。人类H史上的Ɛ多事件，都是以Ɵ歌流 的。
{MYP 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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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乃是宝贵的恩赐

圣ĺƑ及Ɵ歌的H史，s于音�与Ɵ歌的功用及效益，予人以充分的提示。音�往往被Ʈ用以供
罪�之用，因此便成了一种最足以引Ư人的利器。然而音�若加以正当的Ȑ用，原是上帝所ǮĿ的
一种宝Ǥ恩Ǯ，目的在提高人的思想，使其思念高尚尊Ǥ的事，并感化提高人的心灵。 {MYP 291.3}

以色列民行ĺÈ野的Ç候，怎Õ藉圣歌的�曲来激励行程中的兴致；照Õ，上帝也吩咐祂ă今的
儿女，使之s在世
客旅的生活感Ƃ快�。很少有别的方法Ȃ比将上帝的ơƬŎ入Ɵ歌之中反复吟
咏更易ƌ�了。并且ȒÕ的Ɵ歌具有不可思Ɗ的能力，足以克服那粗ʍ而未ĺ教养的本性；

292

激起思想并引起同情之心，促ȓ行=和ǅ一致，并排除那使人�胆矢志的�!与恐惧。 {MYP 291.4}

音�乃是将属灵真理ȭ刻人心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人在被苦迫以致失望之Ç，往往会想起一些上
帝的ơ!!幼年Ç所歌唱而久已忘却的一首Ɵ!!于是ƞ探就ɟÇ失效，生命就É出新的意和新的
目的，反而能将勇敢与喜�Ǽ授他人了。 {MYP 292.1}

以Ɵ歌作
一种教育工具的价*，是不可忽Ɓ的。家庭中�有歌唱，当唱一些清洁悦耳的Ɵ歌，
就免除Ɛ多斥Ǘ的ơ，增加不少的愉快、希望与×�。学校中也当有歌唱，ȒÕ，学生就必更加与
上帝及教~�近，同学彼此Ʌ也必更加�近。 {MYP 292.2}

唱Ɵ也是宗教�式的一部分，与祈祷在敬拜上占有同等的地位。有些Ɵ歌，mɑ上就是祈祷。若
教u儿童明了Ȓ事，他就必更多想到所唱歌Ɯ的意，也必更多受其能力的感化了。 {MYP 292.3}

当我�的救主ɣ我�走到那充ì上帝荣耀的天国之門的Ç候，我�就可听Ž那在宝座周W的天上
歌咏Ɏ所唱的ɡǳ与感恩之歌；然而当我�在地上家庭中响�天庭的歌声Ç，我�的心就必与天上
的歌唱者格外接近了。与上天的交往ɜ从地上开始。我�必ɜ在地上学�那ɡǳ的声Ƽ。━━《教
育Ƒ》 {MYP 292.4}

293

音乐的功用

他�把音�用在圣洁的活=上，能使人的思想升到ī洁、高尚和�雅的地步，并且在人心中Q起
敬虔和感激上帝的意念，古Ç的Ȓ种ɯ俗，和今日í用音�的情形是多么不同啊！有多少人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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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才来高抬自己，而没有用来荣耀上帝啊！û好音�的心理，常引Ư人不知不Ƃ地在上帝所禁止
祂儿女去的游�Z所里，与û好世俗的人Ŝ合起来。ȒÕ，那原可加以正当Ȑ用而藉以Ű益的恩
Ǯ，倒成了撒但最有效的工具，使人Ǽ离本分，而不去默想永恒的事。 {MYP 293.1}

音�乃是Ĵ成天庭中敬拜上帝的圣礼之一。所以我�ǳ美歌唱Ç�当努力追求与天上的Ɵ班相和
ǅ。sK音和歌唱的Ɖĳ，乃是教育中不容忽Ɓ的重要部分。音�乃�行虔敬礼拜的要素，与祷告
同是敬拜上帝的行
。唱Ɵ的人必ɜ从内心体ʈƟ歌的灵意，才能正确地K表出来。━━《先祖与
先知》 {MYP 293.2}

颇具影响力的天赋

有一些人特别Ǫ有唱Ɵ的才能，而且有Ç一人独唱，或是几个人合唱，也足以 Ȏ一ɚ特别的信
息。但是唱Ɵ很少只由少数几个人担任。唱Ɵ的才能乃是ɤ有影响力的天Ǫ，所以上帝要人人都加
以培养，并用以荣耀祂的圣名。━━《教会Ɩ言》卷七原文 {MYP 293.3}

294

与天上的乐队合调

世人以心灵和悟性歌唱的Ç候，天上的�Ɏ也必同声响�合唱感恩之歌。那位厚Ǯ一切天Ǫ使我
�能与上帝同工的主，期望祂的仆人都要Ɖĳ自己的声音，俾使他�在K言或歌唱Ç，人人都可以
明白。所需要的不是大声歌唱，但却需要清晰的音Ƽ，正确的K音，和清楚的咬字。人人都�用功
ĳ�K音，以便用清楚、柔和，而不尖ȶ刺耳的声音来ǳ美上帝。歌唱的才能乃是上帝的恩Ǯ；要
用来荣耀祂。 {MYP 294.1}

在�行聚会Ç，可ș出一些人来参加Ɵ歌崇拜。唱ƟÇ要有擅于器�的人伴奏。我�并不反s在
我�的工作上利用�器。Ȓ一部分的工作�当慎重地`理；因
Ȓ是用Ɵ歌ɡǳ上帝的工作。 {MYP

294.2}

歌唱不�常由少数几个人担任，当尽可能地常ƈ全体会�参加。━━《教会Ɩ言》卷九原文 {MYP

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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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因诗歌而得荣耀

凡从充ì敬û并效忠上帝的心所K出来的ɡǳƟ歌，都是荣耀上帝的。━━《教会Ɩ言》卷一原
文 {MYP 294.4}

295

音乐的误用

天使正在住宅的四周ř翔。有青年人在那里聚集；并有歌唱和奏�的声音。聚在那里的乃是一群
基督徒，但你所听到的是什么呢？乃是一个适于在舞G使用的Ȁ薄的歌曲小Ƽ。看呀！ī洁的天使
收Ä了他�的光Ȇ，黑暗便Ğ罩着屋里的人�。�天使都离开Ȓ个Z合。他�面�愁容。看哪！他
�流泪了。我看ŽȒ种情景在守安息日的信徒行列中!!特别是在XXX曾ĺ多次重演。音�竟占据了
那�当用作祷告的ÇɅ。音�竟是Ɛ多自称守安息日的基督徒所崇拜的偶像。撒但只要能将音�L
成他所藉以影响青年思想的媒介，他并不反s音�。凡足以使人心Ǽ离上帝并占据那本�用来
上
帝服<的ÇɅ，都洽投其意。他常利用一些能在大多数人身上起最大作用的方法，使他�一面感到
愉快的迷惑，同Ç也被他的魔力所麻痹。音�若在正当的Ȑ用之下乃是一种福惠，但它却ĺ常被利
用
撒但最=人的陷害生灵工具之一。音�既被妄用了，就使一切未曾献身的人Ƕ于ʇ傲、虚浮与
愚妄。一旦用来代替灵修与祈祷，它就成
可怕的ē患了。青年聚集歌唱，他�虽自称是基督徒，
却常因他�Ȁ佻的Ʉǀ和所ș的音�而侮辱了上帝和自己的信仰。

296

圣�并不合他�的口味。我蒙指示，注意到那被人忽略的上帝圣言明白的教Ɖ。在o判的Ç候，
Ȓ些默示的ơ必要定一切凡不听从之人的罪。━━《教会Ɩ言》卷一原文 {MYP 295.1}

音乐为行善的能力

音�能成
一种行善的大能力，可惜我�尚未使Ȓ一方面的崇拜竭尽其用。歌唱大都由于情感冲
=，或是用以�付特种的情形，并且因
有Ç那些唱的人竟随`唱ȸ，以致音�在会�的心上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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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正当的效力。音��当有美、有情、有力。当¦声歌唱ǳ美祷祝的Ɵ歌。倘若可行，你�当配以
器�，使那雄壮和ǅ的歌声成
蒙悦ĭ的供物，升Ȏ上帝面前。━━《教会Ɩ言》 {MYP 296.1}

297

298

第十篇Ƒ管家

不Ƒ你的才能是如何的微小，上帝�有它�用的地方。那一千Ȯ子若加以ŝ明的利用，就必完成
它所指派的工作。藉着在小事上的忠心，我�正是
加添自己才能的ƃ划而工作，上帝也必
那使
我�才能加倍增多的ƃ划而工作。Ȓ些小事将在他的工作上K¶最宝Ǥ的影响。天路, 316，317
{MYP 298.1}

299

节俭的教训

Ƒ到青年人因学�Ū(与克己的教Ɖ而得以襄助上帝圣工的特权，有Ɛ多可s他�ƍ的ơ。Ɛ多
人ƅ
他�必ɜ放恣于某一种享�，而且
要如此行，他�甚至�于耗尽全部的收入。上帝要我�
在Ȓ一方面力X改善。 {MYP 299.1}

我�若只以吃喝穿戴
ì足，便是害了自己。上帝有Ȃ比更高的事¿在我�面前。我�一旦�意
放弃自私的欲望，并献上身心所有的能力从事上帝的圣工，天上的ƴ智者就必与我�合作，使我�
成
人类的福惠。 {MYP 299.2}

为布道事业而节储

一个青少年虽然ǝę，但是他若勤(，就必能
上帝的圣工而稍作Ū-。我在年�十二y的Ç候
就已学会ŪĦ了。我同我的姐姐学会了一种手ũ，虽然我�每天只能Ǳ得二角五分ȩ，但我�ȑ能
从Ȓ个数目中Ĕ蓄一点ȩ捐作布道圣工之用。我�集少成多，ķ于有了三十[ȩ。及至救主快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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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到我�Ȓ里，并且:人献身捐ȈÇ，我�便欣然将那三十[ȩ交Ŀ父�，Ƴ他用来ǟ� C
小册，以便将Ȓ信息 Ŀ那些在黑暗之中的人；我�也感Ƃ到Ȓ乃是我�的特权。 {MYP 299.3}

300

凡与圣工有Ŝ系的人都有学�Ū省ÇɅ与金ȩ的<。凡�惰成性的人就表明他�不重Ɓ那所托
付我�的荣耀真理。他�需要在勤(的��上受教，学��以上帝的荣耀
念而从事工作。 {MYP

300.1}

克 己

凡在使用ÇɅ与金ȩ的事上没有正确判断力的人，�求教于有ĺʈ的人。姐姐和我也曾用我�靠
手工Ǳ得的ȩ
自己ǟ�衣服。我�将ȩ交Ŀ母�Ʊ：“Ƴ您�吧，但要
我��了衣服之后，ȑ能
省出一点ȩ来捐助布道的工作。”于是母�就ȒÕ作了，藉此鼓励我�K¦布道的精神。 {MYP 300.2}

那出于克己ý牲的奉献，s于奉献的人乃是奇妙的帮助。此�具有一种教育性，帮助我�更充分
地体会主的工作，祂周游四方行善事，解救受苦的人，并帮Źę人的需要。救主不求取悦自己而生
活。祂的生平毫无自私自利的痕迹。祂虽然来到祂�自8造的世界上，却没有要求一`地方作
自
己的家。他Ʊ：“狐狸有洞，天空的ɱʐ有Ě，人子却没有枕b的地方。” {MYP 300.3}

才能的正当运用

如果我�将自己的才能作最佳的Ȑ用，上帝的灵就必不住地u使我�K¶更大的效能。

301

主s那曾忠心使用所ǮȮ子ű利的人Ʊ：“好，你Ȓ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
心，我要把Ɛ多事派你管理，可以ȓ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主原指望那ɣ一千Ȯ子的人也克尽自己
的力量。如果他将他主的ǖ物用来作�D，主就必使Ȯ子增多。 {MYP 300.4}

上帝已ĺ“按着各人的才干”派定工作。上帝有我�各人才干的量度，并且知道�将什么交托我
�。关于那忠心的人，有命令K出Ʊ要将更重要的Ǘ任交托Ŀ他。他如忠于所托，就另有吩咐Ʊ，
再交Ŀ他更多的Ǘ任。如此，他便要靠着基督的恩典èè生ȿ，ì有基督耶ėȿ成的身量。 {MYP

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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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有一千Ȯ子N？要把它交Ŀ.¸Ȯȩ的人，藉着ŝ明的投ǩ而使之增加到两千。凡是你手所
能作的，�要尽力去作。要十分ŝ明地Ȑ用你的才干，以便完成所指派的任<。听到那最后向你
Ʊ“好”的称ǳ，乃是*得你付出任何代价。但Ȓ一句Ʊ“好”的ơ只是向那些已ĺ作得“好”的人而ƍ
的。 {MYP 301.2}

时不可失

男女青年�啊，你�没有可供È�的Ç日了。要殷切努力地用\固的材料建造你�的品格。我奉
基督的名:你�<要忠心。要û惜光阴。

302

要每日献身
上帝服<，你�就必Kă并不需要很多假期供你�Ʉ散，也不需要很多ȩ用来ì足
自己。上天正在注Ɓ着凡力求ȓ步，并按照基督的形象而受陶冶的人。世人一旦ɛ服基督，圣灵就
必
他成就一番�大的工作。 {MYP 301.3}

每一位忠m并
上帝自我ý牲的工作者，必是�然
他人而Ȉǖ尽力的。基督Ʊ：“û惜自己生命
的，就�失生命，在Ȓ世上恨�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真正的基督徒藉着ùƠ而体ǣ
的努力帮助需要帮助之`，就表ă出他s于上帝和同胞的û。他或Ɛ因圣工而殉身；但在基督降	
来将祂的珍宝收�他自己的Ç候，他就必重Ű生命。1907年9月10日,.青年u« {MYP 302.1}

牺牲的报偿

凡用来造福他人的ȩǖ必定有所«,的。ǖ富Ȑ用得当，就必成就�大的善事。必有人被引ɣ�
向基督。凡遵循基督生活ƃ划的人，必将在上帝的院中看到他在地上曾ĺ?苦ý牲所拯救的人�。
得Ǭ的人也必ì心感激地ƌ念那些曾ĺ在他�得救的事上出力帮助的人。在救人工作上忠心的人，
必要感Ƃ到天国是极其宝Ǥ的。《天路》 {MYP 302.2}

303

牺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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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充斥着ǜûȩǖ，追求高位和�薪的ɯ气。往昔克己ý牲的精神真是太罕Ž了。但Ȓ却是
真m跟随耶ė之人的精神。我�神圣的主已ĺ
我�留下如何从事工作的榜Õ。s于祂所嘱咐“来跟
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ʌ一Õ”的人，祂没有�Ɛ一定的薪俸作
他�的酬?。他�乃是要在祂
的克己ý牲上有分。 {MYP 303.1}

凡自称跟从那位大工作ɣu者并且参加祂的服<作与上帝同工者的人，必ɜ在工作上表ă出全a
上帝在建造地上圣所Ç所要求的技能与机智，ŝ明和精确。ă今象基督在世上工作的Ç候一Õ，s
于上帝的忠Ơ以及ý牲的精神，�Ɓ
蒙祂悦ĭ之服<的先决条件。上帝决意不容有一�自私自利
的Ĳ交Ķ在祂圣工之中。1906年1月4日,ƗƑ与通Ƌ {MYP 303.2}

有恩典在心中的征象

Ǐ卑、克己、仁慈和忠心献ĭ什一，Ȓ些都Ɩ明有上帝的恩典在心中Ȑ行。《F生勉言》原文
{MYP 303.3}

304

十分之一

耶ė所宣告祂降世来从事的�大工作，已ĺ交托于祂在地上的門徒了。我�的元首基督ɣuȒ救
Ǭ的大工，并嘱咐我�效法祂的榜Õ。祂已交Ŀ我�一个普世性的信息。Ȓ个真理必ɜ广 至各
国、各方、各民。撒但的@力必ɜ予以抗拒，且要被基督也要被祂的門徒4Ǚ。要s黑暗的权@保
持作大ſ模的 争。
求有效地ȓ行Ȓɚ工作，自然需要ǖ物。上帝不¬直接从天上送来ǖ物，但
祂已将ȩǖ交在祂信徒的手中，正是作
支援ȒZ 争之用。 {MYP 304.1}

祂已ǮĿ祂子民一个筹集款ɚ，使Ȓɚ事�足以自养的ƃ划。上帝所定什一制的ƃ划，妙在其ğ
C和公平方面。人人都可凭信心和勇敢持守Ȓ个ƃ划，因
它的来源是神圣的。它是ğ明m用兼而
有之，毋需高深的学ɂ去明了而加以m行。人人都可Ƃ得自己能在推ȓ宝Ǥ的救恩工作上尽一份力
量。每一男女及青少年都可成
主的司�，并可作�付�房需要的ĺ理人。使徒Ʊ：“各人要照自己
的ȓɚ抽出来留着。” {MYP 304.2}

Ȓ个制度要Ȏ成�大的目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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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倘若人人都肯接受Ȓ一ƃ划，那么每一个人都必成
上帝的儆醒而忠m的司�；ȒÕ，就不会缺
少ǖ物去推ȓ向世界宣¦最后警告的大工了。如果人人都采ĭȒ个制度，�房就必充裕，而奉ĭ的
人也决不致更
ę乏了。他�却必因每一次的投ǩ，而与宣¦ă代真理的工作Ōļ不解之ŏ。他�
乃是“
自己Ĕ成美好的根基，ɢa将来，叫他�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教会Ɩ言》卷三原文 {MYP

304.3}

承认上帝的主权

民�从一切ȓɚ之中，不Ƒ是从果园与田地，牛群与羊群，或从?心或?力的工作上，都抽出十
分之一献于上帝；另外再取十分之一�供周áę人和其他慈善事�之事。Ȓ种;法乃是使民�Ç常
ƌ得万有都属乎上帝，以及他�有机会做祂福惠之通路的道理。同ÇȒ也是一种Ɖĳ，用以除ð一
切吝R的自私，而养成一种q大高尚的品格。《教育Ƒ》 {MYP 305.1}

属于上帝

“十分之一是耶和A的。”Ȓ里所用的口气，与安息日的律法相同。“第七日是（向）耶和A你上帝
（当守）的安息日。”上帝在世上的光阴和ǖ�之中，指定
祂自己保留了一部分；无Ƒ何人若将它
拿来
自己私用，决不能算他
无罪。《先祖与先知》 {MYP 305.2}

306

“你要以财物…尊荣耶和华”

”你欠我主人多少？”我�是否要从上帝手里ɣ受ƴ般福惠，而s祂毫无«答，甚至Ȗ祂所
自己
保留的十分之一都不献Ŀ祂N？世人一ǡ的作ɯ乃是事事偏离自我ý牲的路向，而ǼǶ于自我享受
之途径。然而我�是否也要不断地漠然ɣ受祂的恩眷，而s祂的大û却毫无«答呢？ {MYP 306.1}

�û的青少年，ɕ道你�不愿作上帝的 道者N？你�愿不愿学�虽然以前从未作ȏȒ向主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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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宝Ǥ教Ɖ，将祂白白ǮĿ你�享用之物的一部分送入��呢？凡你所ɣû的，要从其中取出一部
分�ȑ那厚Ǯ百物的主作
感恩祭。也要将一部分送入��，作
推ȓ国内外布道工作之用。 {MYP

306.2}

积财于天

上帝的圣工�Ƨ是我�所密切关心的。那已ĺĿ某一家庭�来幸福的真理之光，如果ĺȏ父母和
子女的 ¦，就必照ÕĿ其他的家庭�来大幸福。但是人�若将上帝所厚Ǯ的丰盛恩惠据
私有，
那么他�将必ĺ受上帝的咒Ƙ以取代祂的恩惠，因
主已如此申示了。

307

上帝的要求必ɜ高于其他任何要求，并且必ɜ尽先履行。其次就是ǝ苦ę困的人ɜ得到照ɞ。无
Ƒ我�自己将付出多少的代价或ý牲，�不可疏忽了Ȓ些。 {MYP 306.3}

“使我家有粮。”我�的本份乃是凡事在吃、喝和穿着上都要有Ū制。我�在自己家庭的房舍乃布
置上也�仔ĵ考Ŷ；不但要存心在十分之一上，也要尽量在礼物和捐献上，将属上帝的�ȑĿ祂。
人人都可将主所指定属祂自己的分以及其他供物捐献，一并ĭ入祂的�中，藉此
自己集Ĕǖ宝在
天上。 {MYP 307.1}

凡Ơ心求ɂ上帝s于他�所ƅ
是属于自己的ǖ物有何要求的，�当Ñ考旧Ħ圣ĺ，ƅ明以色列
人在行ȏ漫ȿ的È野旅程中，那位看不Ž的ɣ袖基督s祂的子民在Ȓ方面有何指示。我�个人�宁
愿忍受一切的不便，或遭遇何等的ǝ困，而决不c取那原�送入上帝家中之物。凡是ɋƶ圣ĺ的人
和相信圣ĺ的人，都必s于Ȓ事“耶和A如此Ʊ”的ơ有明智的ƅƙ。 {MYP 307.2}

无可推诿

在那日，当各人要照他本身所行的受oÇ，人�ă今因
自私而扣留主所�得的十分之一，礼物
和捐献，所提出的种种藉口，都必象朝露在阳光下一般消散无踪。

308

如果那Ç犹
未晚，Ɛ多人Ƨ是多么欣然地回b来重新建造自己的品格啊！可惜那Ç凡是曾ĺ每
周、每月、每年c取上帝之物的人的ƌ�要想更改已ĺ太ȗ了。他�的命Ȑ已ĺ决定，无可更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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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 {MYP 307.3}

自私乃是一种致命的罪�。�ɞ自己和漠Ɓ上帝与人类立Ħ的明确条件，拒Ł作他忠心的管家，
�已招致上帝的咒Ƙ	到，正如祂所宣称要	到的一Õ。Ȓ些人已使自己与上帝隔Ł了；并已因自
己的言Ƒ和榜Õu使别人漠Ɓ上帝的明令，以致祂不能将祂的福惠ǮĿ他�。 {MYP 308.1}

十分之一

主已明白指示：你�一切ǖ�的十分之一乃是我的；你�的奉献和祭物必ɜ送入��，用以推ȓ
我的圣工，派遣 道人去向那些坐在黑暗中的人�Ɍ明圣ĺ。 {MYP 308.2}

既然如此，有ƺ敢冒ɓ扣留上帝自己的ǖ物，象那不忠心的仆人一Õ将他主人的ȩǖ埋在地里
呢？我�是否要象Ȓ个人一Õ，想
自己的不忠mȊª，而埋怨上帝Ʊ：“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
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Ä；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Ȯ子埋藏在地里；Ƴ
看，你的原Ȯ子在Ȓ里。”我�将感恩捐奉献Ŀ上帝，z不更好N？1897年8月26日,青年u« {MYP

308.3}

309

个人的责任

我�的天父向我�所要的，不会Ȃ比祂所ǮĿ我�能力去做的ȏ多或不及。祂放在祂仆人身上的
ǔ担，没有一Õ是他�力所不及的。“因
祂知道我�的本体，思念我�不ȏ是v土。”祂从我�所要
求的一切，乃是我�靠着神圣的恩典所能交付的。 {MYP 309.1}

”因
多Ŀƺ，就向ƺ多取。”我�所作的若是比我�所能作的少一点，就必ɜ自行ǔǗ。主要仔
ĵ地衡量每一服<的机会。那未ĺ使用的才干也要和那曾ĺ使用ȏ的一同清算，上帝要我�
那凡
藉着善用才干所可能Ű致的成就ǔǗ。我�将要按照我�所当完成之工作受o判，其所以未曾完成
的，乃是由于我�并没有尽我�的能力去荣耀上帝。即或我�不致失去灵命，我�也要永Ȕ感受到
那未ĺ使用之才干的后果。那一切我�可能Ű得而未曾Ű得的才能和知ƙ，将要成
一种永久的·
失。 {MYP 309.2}

然而我�若将自己完全交托Ŀ上帝，并在我�的工作上遵照祂的指示，上帝就要
工作的完成�
自ǔǗ。上帝不要我�推à我�忠m努力的成果。失Ǚ的思想Ȗ一次也不可有。我�乃是与一位永
不失Ǚ的主合作。 {MYP 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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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ǀƑ自己的ǿ弱与无能。

310

Ȓ乃是表示s上帝的不信任和否定祂的ơ。我�若
自己的ǔ担而怨M，或拒Ł祂所要我�担ǔ
的Ǘ任，mɑ上我�就是Ʊ祂是一位苛刻的主人，要我�做祂未曾ǮĿ我�力量去做的事。《天
路》 {MYP 309.4}

金钱的价值

我�的ȩǖ，不是
要尊荣我�自己而Ǯ予的。我�身
忠心的管家，理�使用ȩǖ来尊荣上
帝。有的人以
他�的ǖ�只有一部分是属乎主的。当他�将一部分划出来
宗教和慈善事�之用
以后，其余的他�就看
是自己的了，可以任己之所欲而用。但他�Ȓ种看法ȸ了。我�所有的一
切都是主的，而且s于所作的用途我�也必ɜ向祂交�。在每一分ȩ的用途上，都可以看出我�是
否以û上帝
至上，并ûȝ舍如同自己。 {MYP 310.1}

金ȩ具有重要的价*，因
它能成就极大的善事。它在上帝儿女�的手中，就是ɳɾ者的粮食，
口渴者的ɷ料，和赤身者的衣服；它是受I迫者的防御，也是患病者的救Ů。但是唯有用在供Ŀ生
活的需要，造福他人，并推ȓ基督圣工的ȩǖ，才有价*，否6它就等于Ġ土。《天路》 {MYP 310.2}

311

节日的馈赠

Ū日快到了。由Ȓ事m看来，最好想一想每年耗Ǧ了多少ȩ，�
ʀǴ礼物Ŀ那些并无此需要的
人。ɯ俗��的影响是如此的强固，甚至每届Ū期我�若不以礼物ʀǴ�友，就似乎是疏Ȕ了他
�。但愿我�ƌ着：我�天上仁慈的施恩主s于我�的要求，Ȕš于我�任何世上的�友。在行将
来	的Ū期中，我�z不�将礼物献Ŀ上帝？就Ȗ小孩子也都可以参与Ȓ种工作。将衣服和其它有
用的�西Ǵ与*得帮助的ę人，如此便
主成就了善工。 {MYP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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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纵自己的罪恶

我�当ƌ得：�祝圣ƢŪ乃是ƌ念世界救Ǭ主的Ƣ生。通常在Ȓ一天宴ɷ狂啖。往往浪Ǧ巨款于
无ǈ的恣情Į欲之中。放Į食欲和肉体的享�乃是·害体力、智力和道德力的。然而Ȓ竟然已成了
��。ʇ傲、Ç髦、和食欲的ɲ足已吞没无数金ȩ，而无一人Ű得m益，反倒助ȿ了上帝所不喜悦
的浪Ǧ。在Ȓ些Ū日中所荣耀的乃是自己，而不是上帝。

312

健康已ĺý牲了，ȩǖ已ĺ耗尽了，Ɛ多人竟因ǜ吃或Ǚ德的放Į以致�失了生命，而灵命也因
此陷于Ü亡。 {MYP 311.2}

上帝的儿女若愿享用素淡的ɷ食，而将祂所交托他�的ǖ物或多或少作
捐献送入祂的��，用
以将真理的亮光 Ŀ那些`于ȸƮ之黑暗中的人�，6上帝就必因而得着荣耀了。孤儿和寡g�也
可因那足以增ȓ温ɹ的ʀǴ而ì心×喜了。 {MYP 312.1}

奉献给上帝的礼物

但愿一切自称相信ă代真理的人，都ƃ算自己每年，尤其是在每年的Ū日中，耗Ǧ多少是用以ì
足自私和不圣洁的欲望，多少是用以放Į食欲，多少是耗于与人争Ĝ的而非基督化的炫耀上。要把
一切不必要的开支łƃ一下，然后算一算可能Ū省多少当作礼物
上帝的圣工献上，而无·于自己
的身心。 {MYP 312.2}

区区小ȩ与更慷慨的捐Ȉ，都可以照着施与者的力量送入��，用以,ȑ�已奉献Ŀ上帝之教堂
的)<。此外ȑɜ派 道士ȓ入新地区，也有其他在各工作地区的人需要ǩ助。Ȓ些 道士必ɜ�
格m行ŪĦ，甚至放弃一些你�日常所享受而ƅ
是生活上的必需品。他�很少享受奢侈之
物。1878年11月21日,ƗƑ与通Ƌ {MYP 312.3}

313

衣着的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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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子民�在金ȩ的支配上厉行ŪĦ，俾有所奉献于祂，Ʊ：“我�把从祢而得的献Ŀ祢。”他
�ȒÕ向上帝献上感恩捐藉以«答从祂所ɣ受的福惠。如此也
自己ĔÂǖ物在上帝宝座之旁。
{MYP 313.1}

属世的人常用大量原�用以使ɳ寒交迫之人Ű得温ɹ的ȩ
自己ǟ置衣服。基督所
之舍命的Ɛ
多人�有最低劣最粗俗的衣服，而其他人6耗Ǧ数以万ƃ的金ȩ来力Xì足那永无止境的Ç尚欲
求。 {MYP 313.2}

主已ĺ吩咐祂的子民要从世人中出来，与他�有分别。A�或Ǥ重的衣服，在凡相信我�正`于
q限即将ļ束Ç期之人乃是不合宜的。使徒保ŕ曾写道：“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Ƒ，�起圣洁的
手，随`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
fɸ；不以ŎK、黄金、珍珠和Ǥ价的衣裳

fɸ；只要有善行，Ȓ才与自称是敬上帝的女人相宜。” {MYP 313.3}

就是在那些自称是上帝儿女的人中，也有在衣着方面ȏ于无ǈ浪Ǧ的。

314

我�固�服装整洁高雅，但我的姐妹�，在你�ǟ置或制作自己和儿女�的衣服Ç，�要涉想到
主的葡萄园中急待完成的圣工。ǟ�好的衣料并用心裁制，原是理所�当的，Ȓ乃是ŪĦ，但却毋
需A�的装ɸ。凡任意ȒÕ作的，乃是将那原�供Ŀ圣工的ȩǖ用来ì足自我。 {MYP 313.4}

那使你在主眼中得蒙重看的，并不是你的衣服。上帝所重Ɓ的乃是内在的fɸ，出自圣灵的美
德，恩慈的言Ƭ，和体ǣ别人的心。要免去不必需的点Ŋ装ɸ，并以因此Ū省的ȩ推ȓ上帝的圣
工。 {MYP 314.1}

上帝喜悦克己的精神

要学�克己的教Ɖ，并用以教u你的儿女。凡你所能藉克己而Ū省的金ȩ，都是ă在急待完成的
工作所需要的。受苦受ɕ的人必ɜ得到救助，赤身露体的人必ɜ得到衣服，ɳɾ的人必ɜ得到ɷ
食；ă代真理必ɜ Ŀ不明白的人。…… {MYP 314.2}

我�是基督的ŽƖ人，所以不可ƈ俗<占据我�的ÇɅ和注意力，以致我�不重Ɓ上帝所Ʊ<必
置于首要的事。ɜ知有更重大的利害得失在。“你�要先求上帝的国和祂的”。基督曾将祂所有的一
切用在祂来所要完成的工作上，故此祂s我�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如此行“你�也就是我的門徒了”。基督曾甘心�意地献己奉行上帝的旨意。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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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存心ɛ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ɕ道我�ȑ感Ƃ到克己是一件ŧ苦的事N？ɕ道我�ȑ
畏Ŕ不前不与祂的苦ɕ有分N？祂的死�振d全部身心的每一ĴĶ，使我�欣然将自己和自己所有
的一切奉献Ŀ祂的工作。我�一思念到祂
我�所成就的一切，我�心中就�充ì了û。 {MYP 314.3}

何Ç凡明白真理的人m践圣ĺ中所吩咐的克己精神，信息就必有力地 开了。主也必垂听我�

救灵而献上的祈祷。上帝的子民必使自己的光照耀出去，不信的人既看Ž他�的好行
，就必将荣
耀�Ŀ我�在天上的父。1910年12月1日,ƗƑ与通Ƌ {MYP 315.1}

炫耀的爱好

û好虚ɸ能�生奢侈浪Ǧ的行
，Ɛ多青年因此而致打消了度高尚生活的抱ǔ。他�宁可不去求
学，反而很早便去ǂ事就�，
的是要Ǳȩ来放Į那û好衣ɸ之欲。有Ɛ多青年女子因
有了Ȓ种
情欲，以致受欺而至身Ǚ名裂。《教育Ƒ》 {MYP 315.2}

简单朴素

ğC朴素�作
一切相信ă代�Ş真理之人的住宅和衣着的特征。在穿戴和房屋的装ɸ方面一切
不必需的开支，都是浪Ǧ主的ȩǖ。Ȓ乃是ƚ取圣工的利益以ì足ʇ傲。《教会Ɩ言》卷一原文
{MYP 315.3}

316

自我满足

在我Ɣɂ本会同道的家庭和本会学校Ç，我看Ž桌案台Ð和壁炉架上都¿ì了相片。前后左右尽
是一幅一幅的人像。上帝甚愿Ȓ种情形有所改L。如果基督仍在世上的ơ，祂必Ʊ：“把Ȓ些�西拿
走。”我曾蒙指示，Ȓ些照片正如Ɛ多偶像一般，占据了原�献Ŀ上帝
圣的ÇɅ和思想。 {MYP 316.1}

Ȓ些照片都是Ǧȩ的。Ƴɂ，我�既知ă今所�完成的工作，而竟以上帝的ȩǖ
自己和�友拍
¾Ɛ多相片，Ȓ是合理的N？我�z不�将所能Ū余的每一[ȩ都用来建立上帝的事工N？Ȓ些照
片耗Ǧ了那本�献Ŀ上帝圣工的ȩǖ；同Ç也使心意Ǽ离了上帝圣言的真理。 {MYP 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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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拜偶像的形式

¾影与交¸照片乃是一种拜偶像的形式。撒但正尽其全力要遮蔽天国，使我�不能看Ž。但愿我
�不致在照片的偶像Ȓ一方面B助他。我�必ɜȎ到一个比Ȓ些人像所提示的更高尚的Ò准。主
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凡自承相信基督的人需要ƅ定，他�<要反映祂的形象。

317

我�ɜ常将祂的圣容¿在心眼之前。所ƍ的ơ必ɜ充ì上天的灵感。…… {MYP 316.3}

首要的事居首

凡�H浸礼之�Ş�Ū的人，就已ĺ�自Ɛ愿要t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
Ȍ；”又Ɛ愿要Ơ²地
©救罪人而?碌。上帝垂ɂ那些称奉祂名的人Ʊ：那藉着我û子的死而得蒙
救Ǭ的能力你�ă在如何使用？你�是否竭尽所能地在属灵的悟性上Ȏ到更高的程度？你�是否在
使你�的心意和行=适合永恒的重大要求？ {MYP 317.1}

但愿在上帝子民中兴起一番改革。“所以你�或吃或喝，无Ƒ作什么，都要
荣耀上帝而行。”凡
主已付与圣工重任的人，都正在
宣¦此一信息而d斗，俾使行将在愚昧无知中ð亡的生灵得到警
告。你ɕ道不能藉着克己的行
，作一些B助他�工作的事N？要Ƃ醒起来，并以无私的ù忱和Ơ
²，É明你是真正悔改的。 {MYP 317.2}

©救生灵的工作需要金ȩ的支援。自命
上帝子民的人所用来拍¾人像的金ȩ，足能供养好几个
在布道地区 教士。集涓涓ĵ流而成巨川。我�将那原�用以宣¦最后警告的金ȩ，挪作追求自私
的享�，便是盗用了上帝的ǖ物。

318

如果你以上帝的金ȩ
ì足自己而花Ǧ，你怎能指望祂Ńņ将祂的ǖ物交托Ŀ你呢？主s于那些
自私自利用祂的ȩ来¾影的人作何看法？那些ȩ很可以用来ǟD以供ɋƶ的材料，送Ŀ那些困于无
知之黑暗中的人�。 {MYP 317.3}

上帝所ǮĿ我�的真理必ɜ Ŀ世人。从事此一工作的特权�已ǮĿ我�。我�要在各水Ȍ撒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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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种子。主命令我�要m行克己ý牲。福音要求完全的献身。圣工的需求要我�尽量捐Ȉ。我
�在¾影方面的嗜好已成
一种自私的ì足感，�有无声的ŽƖ控告我�。由于ȒÕ的放Į，竟将
大批的草木禾ĕ放在根基上，要在末日的火焰中焚ø尽2。 {MYP 318.1}

克己的职责

我在挨家Ɣɂ，并看到Ɛ多照片之后，得蒙指示，要s此�行警告本会同道。 {MYP 318.2}

我�很可能
上帝作到Ȓ一点。我�能把Ȓ些照片偶像，放在看不Ž的地方。它�并没有一点

善的能力，反倒介入上帝与人心灵之Ʌ。它�s于播散直理的种子也毫无助益。基督号召凡自承跟
从祂的人要穿戴上帝的全副0装。 {MYP 318.3}

我�的教育机Ï都需要感受上帝圣灵的L化之能。“Č若失去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

319

以后无用，不ȏ�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凡在本会学校和Ć养院内作教~的，均�Ȏ到献身的最
高的Ò准。而在Ȓ些机Ï中准a出去作 道士的学生，也�学�m行克己。 {MYP 318.4}

我�都是上帝的管家，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上帝所交托我�的金ȩ�Ƨ予以妥

保管。我��将上帝所ǮĿ我�的才能作最好的使用，藉此增ȓ工作效能，以便在祂降	Ç，我�
可以将祂自己的ǖ物Ȗ本�利ȑĿ祂。1907年6月13日《ƗƑ与通Ƌ》 {MYP 319.1}

一再拍照的习好

青少年在心中充ì了û自己的意念。此种意念表露于他�喜×从ũÌ¾影中看到自己的ù望中；
而且他�照了一次ȑ不ì意，便屡次三番地拍¾，每天都希望比前几次拍得更好，而且要照片比他
�的真相更
漂亮。他�如此浪Ǧ了他�主的ȩǖ，有何收益呢？《Ɩ言》卷一原文 {MYP 319.2}

320

节俭与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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Ɛ多人蔑ƁŪ(，以之和吝R及狭隘同Ƒ。然而Ū(与最大的慷慨是并行不悖的。mɑƱ来，没
有Ū(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慷慨。我�必ɜŪ省，才能施舍。 {MYP 320.1}

人若不力行克己，就无从慷慨。惟有朴素克己的生活，和精明的Ū(，才能使我�成全那指派我
�作基督代表的工作。ʇ傲和世俗的野心，必ɜ从我�的心中¥除。在我�一切的事工上，都必ɜ
遵行基督一生所É示的无私原6。在我�家中的_壁上，所挂的X画，所用的ɒƓ布置，我�要念
到：“将ɰ流的ę人接到你家中。”在我�的衣橱上，要看到有如上帝�手所写的：“Ž赤身的，Ŀ他
衣服遮体。”在餐G里那¿ì着丰富食物的桌子上，我��看Ž有字迹留着：“不是要把你的ɽ，分Ŀ
ɳɾ的人N？” {MYP 320.2}

敞开有为之門

千万有
之門在我�前面敞开着。我�Ç常感M着可供使用的ǩ源不足，但基督徒若�底ƅ真ù
心，他�就能使ǩ源千倍增加。那阻遏我�充分K¶有
之途的，乃是自私与自我放Į。 {MYP 320.3}

321

那ǡ注于�是偶像的事物上而致虚耗的原�献作更高尚用途的思想，ÇɅ，和精力，Ƨ是何其多
啊！有多少的金ȩ，已浪Ǧ在AǤ的房屋和家具，在自私的享�，奢侈而无益于健康的食物并种种
有危害的放Į上了啊！又有多少浪Ǧ在毫无裨益于人的ʀǴ上啊！自称
基督徒的人，ă今在一些
不必需，而往往有害的事物上所化Ǧ的金ȩ，Ȕ超ȏ他�所用来©救生灵脱离ƞ探者的数目。 {MYP

321.1}

Ɛ多自称
基督徒的人，花ǦƐ多ȩ在ǟ�衣服上，以致没有余款去帮助别人的急需。他�ƅ

自己必ɜ有Ǥ重的fɸ和奢A的衣着，而s于那些Ȗ最Ǜ朴的衣着都ɕ置a之人的需要却Ɓ若无
睹。 {MYP 321.2}

收拾零碎

我的姐妹，你�s于衣着的�度若与圣ĺ所指示的ſ6相符，6你�就必有充足的款ɚ，可用以
帮Ź那Ȃ比你�ę苦的姐妹了。你�不但有ȩ，也可有ÇɅ了。往往Ȓ是最大的需要。你�藉着机
智、技能及建Ɗ，就可以帮助Ɛ多的人。教u她�怎Õ穿得(朴而雅致。有Ɛ多g女Ȕ离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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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是因
她�那żŻ不合身的衣服与他人比Ȃ起来ȏ于�殊。多数神ĺȏ敏的人因
Ȓ种s照，
就会感Ƃ到ɕ堪的羞耻与不平。因而u致Ɛ多人s于宗教的mɑ性生K�疑，就硬着心拒Ł了福
音。 {MYP 321.3}

基督吩咐我�：“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

322

”ă在�亡于ɳ荒、流血、瘟疫及火灾的人，日以万ƃ，凡û同胞的人都有Ǘ任要留心不可糟蹋，
不可浪Ǧ，俾可造福人群。 {MYP 321.4}

浪Ǧ光阴，浪Ǧ智力，都是不�当的。凡用以�ɞ一己之私的每一分Ȧ都属浪Ǧ。我�若能珍惜
并善用寸阴，就不愁没有ÇɅ从事一切
自己
世人所�作的事。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光阴、金
ȩ、精力和所有机会的使用上，t求上帝的引u。“你�中Ʌ若有人缺少智慧的，�当求那厚Ǯ与�
人也不斥Ǘ人的上帝，主就必ǮĿ他。”《服<真ƣ》原文 {MYP 322.1}

节约指南

在Ȓ里ƨĵ列出如何在一切ĵŪ上m行ŪĦ，并无必要。凡已将心完全献Ŀ上帝，并以祂圣言

指南的人，就必Ê得如何善尽人生的一切<。他�必向那心里柔和Ǐ卑的耶ė学�；而且他�在
培育基督的柔和Ç，就必向无数的ƞ探ġɁ心門。《基督教育原理》原文 {MYP 322.2}

323

324

第十一篇家庭生活

人类的复原与超拔始自家庭。父母的工作乃是一切其他的基Ē。社会乃由家庭Ĵ合而成，而社会
的状况6是由家ȿ所造成的。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K出；而社会，教会，以及国家的心就是家庭。
社会的安宁，教会的成就，国家的昌盛，均有ǰ于家庭的影响。服<真ƣ, 349 {MYP 324.1}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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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化的家庭

那些自称û上帝的人�当象古Ç的先祖一Õ，无Ƒ在何`支搭�棚，�要
耶和A筑一座]。ă
在正是每一个家庭成
祷告之殿的Ç候了。
父母的�当Ç常敞开心門，Ǐ卑地
自己和儿女向上
帝�求。父�<要作家庭的祭司，早晚向上帝献祭，而母�和儿女�6�与他一同祈祷ǳ美。在Ȓ
Õ的家庭里，耶ė是×喜停留的。 {MYP 325.1}

凡是基督徒的家庭都�当K出圣洁的光Ȇ。û心�当在行=上表ă出来；�当在家庭的一切关系
上，并在�切的恩慈和温柔无私的礼貌中流露出来。如今已有一些家庭m行了Ȓ些美德就是那敬拜
上帝并存有真Ơû心的家庭。从Ȓ些家庭中早晚的祷告犹如馨香升到上帝面前，祂的慈û和宏恩必
ǮĿ求告的人，如同早晨的甘露一般。 {MYP 325.2}

一个有ſ律的基督化家庭，乃是基督徒信仰的有力Ƒ据是不信上帝的人所不能反ʅ的。人人都能
看出有一种影响儿女的感化力在家庭中Ȑ行着，也可以看出有�伯拉罕的上帝与他�同在。《先祖
与先知》 {MYP 325.3}

326

在家务上忠心

青少年所ǔ担的最高尚的<，乃是在自己的家庭之中，藉着�情和真Ơ的关�，使父母、兄弟
姐妹蒙福，他�可以在此从照ɞ别人以及
别人服<之中，表ă克己和忘我的精神。女子决不会因
Ȓ种工作降低身份。Ȓ乃是她所能担任的最神圣高Ǥ的ś<。一个姐妹s于弟兄�能有何等大的感
化力啊！如果她
人正直，她就可能决定她弟兄�的品格。她的祈祷、她的温柔和她的û情可在家
中起很大的作用。 {MYP 326.1}

我的姐妹，Ȓ些高Ǥ的品Ǜ若不先存在于你自己心中，就无从 Ŀ别人。那足以深入各人心中的
知足、ī厚û情、温柔及愉快的性情，必因你所Ŀ予别人的而反映到你自己身上来。如果基督不在
心里作王，就必�生不ì和道德上的残疾。自私的心理会要求别人Ŀ予我�所不愿Ŀ人的。……
{MYP 326.2}

那ƞò人心灵和需要勇气的，不�是大工作和大 争。每一天的生活都Ŀ人�来Ɛ多困§、ƞò
和灰心。那ĺ常需要忍耐和勇毅的，乃是卑微的工作。人必ɜ具有自信和决心，以�付并制š一切
的困ɕ。<要求主站在你身Ȍ，作你随在的安¨和慰藉。《教会Ɩ言》卷三原文 {MYP 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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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家庭的宗教

家庭的宗教乃是极
需要的，而我�在家中的言Ƭ，品Ǜ必ɜ适宜，否6我�在教会中所作的Ž
Ɩ就必毫无价*。除非你在自己家中表ă温柔、仁慈和礼貌，你的宗教信仰就必�于徒然，如果有
更多真m的家庭宗教，那么在教会中也就必有更大的能力了。 {MYP 327.1}

家中讲不温和的言语

ƍƱ急燥的言Ƭ，在家庭中造成了何等大的ē害；因
一人的急燥之言，而致引起他人«之以同
Õ的精神和�度。Ń而惹=了口角和争Ȋ，ļ果Ȓ些ơ就必
你造成一个沉重而痛苦的ǽ加在你的
ɥɚ上；因
Ȓ一切苦毒的言Ƭ必
你的心灵�回悲痛的收Ű。 {MYP 327.2}

凡是放Į此等ơƬ的人必自感羞愧，�失其自尊与自信，也必因听任自己�失自制，以致如此Ʊ
ơ而深Ƃ痛悔。如果Ȓ类的ơ从未出口，那z不更好？若有恩典的油在心中，能放ȏ一切触怒的原
因，并以基督化的温柔和q容忍受一切，那z不更好？ {MYP 327.3}

你如果履行上帝�Ɛ的条件，Ȓ些�Ɛ就必mă在你身上。

328

你的意念若寄托于上帝，那么在ƞ探和ƞò	身的Ç候，你就必不至于自得意忘形的情境堕入意
气消沉的幽谷了。你也不会s人ƍƱ�疑和悲ž的ơ了。 {MYP 327.4}

撒但不能洞悉我�的思想，但他能ž察我�的行=，听取我�的ơƬ，并能根据他s于人类所有
的ȿ期ƅƙ，而利用我�品格上的弱点来决定他ƞ探的方式。我�是多么地Ç常ƈ他察知可制š我
�的秘ƕ。唉！惟愿我�都可控制自己的言Ƭ和行
。我�言Ƭ的品Ǜ若使我�在o判大日面sƌ
�而不引
羞耻，那么我�将是何等地\强啊。在上帝的大日，Ȓ些ơ与我�出口之Ç相比，会É
得何等地�殊啊。 {MYP 328.1}

家庭乃是具体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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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使命不�有关一家之人。基督化的家庭ɜ成
具体的例Ɩ，表彰人生真正原6的�美。Ȓ
Õ的一个m例，必能在世上K¶
善的力量。一个真m的家庭，其所具有的化民移俗的感�,要比任
何的演ƍ有力得多。青少年从ȒÕ的家庭出来,就能将他�所受的教Ɖ 与别人。更高尚的人生原6
要推介与别的家庭，而超拔的感化力也要在�里之ɅK生作用。《服<真ƣ》原文 {MYP 328.2}

329

家庭乃是训练学校

青少年决不至因献身
上帝服<而L
意志薄弱或效能低微的人。敬畏耶和A乃是智慧的开端。
在上帝看来，一个敬畏上帝的最幼小儿童，Ȃ比一个疏忽重大救恩而学ƙ渊博的人更
�大。凡将
自己心灵和生命都献Ŀ上帝的青少年，就藉此使自己是与一切智慧与美德之源有了Ŝ系。 {MYP 329.1}

日常的本份

儿童�若受教而Ɓ每日卑微的本分
主所替他�安排的Ʒ程，Ɓ
他�受Ɖĳ从事忠心有效之服
<的学校，6他�的工作就必É得是多么地更
愉快而高Ǥ了。人若能履行每一ɚ<，好象是Ŀ
主作的，Ȓ就必使最卑微的工作É
�美，并使地上的工作者得与天上¢行上帝旨意的ƴ圣者Ŝ合
起来。 {MYP 329.2}

所以我��在自己奉派的|位上忠m履行各人的本分，正如天使在他�更崇高的范W中所作的一
般。凡感Ƃ自己是上帝仆役的人，无Ƒ在何`都必是可靠的人。天国的子民也必作地上最良好的公
民。我�若存有s上帝所�尽<的正确ž念，可u致我�清楚ƅƙs于同胞所有的<。 {MYP

329.3}

330

母亲的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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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判一旦开始，案卷都必展开；�大的o判主一旦宣布Ʊ“好”，并将永生的荣耀冠冕加在得š者
的b上Ç，Ɛ多人便要当着全宇宙的ž�脱下冠冕，指着自己的母�Ʊ：“我之得有今日，全ǰ乎她
靠着上帝的恩典，所作的劬?。她的教u、她的祈祷，使我得蒙永Ȕ救恩之福。”…… {MYP 330.1}

青年人�受Ɖĳ在罪�的洪流中作砥柱，尽其全力制止罪�的蔓衍，并振兴道德、ī洁和真m的
男子气概。心志和品格在早年生活中所受的印象，乃是深刻而持久的。不智的Ɖĳ或邪�的社交往
往会在幼稚的心意中K¶
�的影响，是日后一切的努力所不能消除的。1881年11月3日, Ç兆 {MYP

330.2}

家庭训导的可能性

社会的前途，端Ɓ今日的儿童和青少年而定，而Ȓ班儿童和青年的前途如何6全在乎家庭。那

患人类的疾病、痛苦与罪行，追根求源，大部分不能不�咨于缺乏正当的家庭Ɖu所致。倘若家庭
生活是ī洁而真m的，倘若儿童在家中受到照ɞ，出去的Ç候已准a妥当去�付人生的一切Ǘ任和
危ɓ，那么在世界上必会看到何等的改L啊！《服<真ƣ》原文 {MYP 330.3}

331

孝敬父母

凡欲真正跟随基督的人，必ɜƈ祂住在心内，并在心中尊祂
至上。他�必ɜ在自己的家庭生活
中表ă出祂的精神和圣德，且向他�所接触的人表ă出礼貌与和善的�度。 {MYP 331.1}

有Ɛ多作儿女的自称明白真理，却不向双�表示他�所�受的尊敬和û戴，也很少表ăû父母的
心，更不迁就父母的意愿或竭力分减他�的�?，藉以孝敬他�。Ɛ多自命
基督徒的人，根本不
明白“当孝敬父母”的意思，因此，也就很少明白下面Ȓ段ĺ文的意：“使你的日子在耶和A你上帝
Ǯ你的地上得以ȿ久。” {MYP 331.2}

我�的青少年声称自己是列于那些守上帝ƫ命的人中Ʌ，然而其中却有Ɛ多人疏忽并干犯了第五
条ƫ命；因此所�Ɛ要ǮĿ凡遵守Ȓ律例而孝敬父母之人的丰厚福惠，就不能mă在他�身上了。
他�若不悔改自己的罪，并靠基督的恩典改正自己的行
和品格，就决不能ȓ入新天新地，永居其
中。凡不孝敬父母的人，也必不尊重并崇敬上帝。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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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ĺ不起Ȓ种考ʈ，而不孝ɛ自己那敬畏上帝之父母的人，就是不ɛ从上帝，因此也没有ȓ入�
Ɛ之地的希望。 {MYP 331.3}

孝顺的命运

青少年ă今正在决定他�自己永恒的命Ȑ，所以我:你�<要深思上帝那条附�着�Ɛ的ƫ
命：“使你的日子在耶和A你上帝所Ǯ你的地上得以ȿ久。”子女�啊！你�希望承受永生N？那么就
�当孝敬父母。…… {MYP 332.1}

如果你�ȏ去曾ĺ犯了不ɛ从、不敬û他�的罪，那么ă在就开始挽回ȏ去的ȸƮ吧。你�采取
任何其他途径都是得不,失的；因
Ȓs于你�意味着永生的�失。ȡ察人心的主深知你�s于自
己的父母抱持着什么�度；因
祂正在天上圣所中的金天平上衡量你�的德行。唉，承ƅ你�慢待
自己的父母，承ƅ你�ȏ去s他�的漠不关心，以及你�s上帝神圣ƫ命的蔑Ɓ吧。…… {MYP 332.2}

你�父母的心曾以温慈的同情眷念你�，你�焉能以冷漠的忘恩ǔ来«答他�的û呢？他�疼
û你�的灵命，他�希望你�得救；但你�z不是Ç常ȀƁ他�的ſ:，而任随己意偏行己路N？
你�明知Ȓ种ɝ梗的作ɯ不能得蒙上帝的悦ĭ，而你�z不仍然独行自是N？Ɛ多父母已ĺ因儿女
向他�所表ă的忘恩ǔ，蛮横无礼，因而�着破碎的心逝世了。1893年6月22日,青年u« {MYP

332.3}

333

为家庭造福

主s青年Ʊ：“我儿，要将你的心�我。”世界的救主喜û儿童和青年都将他�的心�Ŀ祂。很可
能会有一大群儿童效忠上帝，因
他�行在光明中，正如基督在光明中一般。他�必定û主耶ė，
并以得蒙祂的喜悦
�。他�即或受了Ǘa也必不至于急燥；却因和ų、忍耐、�意尽力B助承担
每日生活上的重担，而藉此使父母的心×�。他�Hĺ儿童和青年的Ç期，都必É明
主忠心的門
徒。 {MYP 333.1}

儿童和青少年�啊，你�在幼年就可能
自己的家庭造福。目睹一般敬畏上帝之父母的儿女不受
Ħ束、不肯孝ɛ、忘恩ǔ和固¢任性，7愎自是任随己意而行，不ɞ双�因此所受到的困ɕ与�
!，Ȓ是多么可�的事啊。撒但最喜×控制儿女�的心灵，若得准Ɛ，他便以其可憎的妖气激=他
�。 {MYP 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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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从父母

父母�虽然竭尽所能的Ŀ儿女一切的机会和教Ɖ，俾使他�将心�向上帝；但儿女或Ɛ仍拒Ł行
在光中，而且由于自己邪�的行径，致使û他�并一心渴望他�得救的父母，蒙受不名誉的·害。
{MYP 333.3}

334

那引Ư儿女随从罪�与不孝敬父母的，乃是撒但；如果他得到Ɛ可，就必趁他�仍在罪中的Ç候
将他�置ƴ于死地，<期断Ł他�一切得救的希望，并使敬畏上帝的父母心如刀割，甚至因儿女怙
�不悛和悖逆上帝的罪，而被那永不致减除的�!所I倒。…… {MYP 334.1}

儿童和青少年哪！我
基督的ŏ故奉:你�，<要行在光中。要使你�的意志服从上帝的旨意。
“�人若引Ư你，你不可随从。”要ǐ守主的道，因你�在罪中决无平安。你�若ș罪�的行径，就
必Ǚ坏父母的名誉，并使基督的宗教蒙羞。�要ƌ着，你�的生平都ƌ�在天上的案卷里，将来要
在全宇宙群�面前揭露。ƞ想你�若不幸�失了永生，那将陷于何等可耻何等懊�之中啊！“你�当
因我的Ǘa回Ǽ；我要将我的灵Þ灌你�，将我的ơ指示你�。……那Ç你�必呼求我。……惟有
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ē。”<要听从基督的Ɖ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
暗	到你�。” 1893年8月10日,青年u« {MYP 334.2}

335

在家庭中建造品格

撒但引Ư儿女s父母ɔƎ含蓄，而宁愿以年Ȁ而缺乏ɋH的同伴
知己的密友，Ȓ种友伴并不能
帮助他�，反而会Ŀ他�出坏主意。…… {MYP 335.1}

儿女�若多与父母�近，就可避免Ɛ多的�事。父母�鼓励儿女s他�有公开坦白的意向，来将
自己的困ɕ告ƛ他�。在躇踌不定而不知何去何从Ç，就将自己所看到事情真相向父母ɒ述，向他
�Ƴ教。ȑ有ƺ会比敬虔的父母更能看出并指明儿女前途的危ɓ呢？ƺ能象父母一Õ更�底明了自
己儿女各别的性格呢？母�既从儿女作k孩Ç就ž察他�心理的每一演L，由是而熟悉他�的天
性，所以她乃是最适宜:u自己儿女的。ƺ能象母�那Õ，在父�的B助之下，可看出子女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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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性是�Ƨ加以Ħ束或遏制的呢？ {MYP 335.2}

使父母喜乐

身
基督徒的儿女必重Ɓ自己敬畏上帝之父母的疼û和ǳƐ，ȏ于一切属世的福�。他�必定孝
敬自己的父母。如何使父母快�，�列
他�Ù生致力的主要目的之一。

336

在Ȓ悖Ǒ的Ç代中，凡未曾受ȏ正当教育和Ɖĳ的儿女，很少ƅ明自己s于父母所�尽的本分。
往往有ȒÕ的情形，父母
儿女所Ǧ的心力越多，儿女却越忘恩ǔ，也越少尊重他�。 {MYP 335.3}

凡是h生�养的孩子，�希望受ȒÕ的看待；他�若不得遂其所望，就灰心沮�了。在他�今后
的一生之中，此种性格必定Ç常出ă；他�必不能自立，却要倚靠别人帮助，期望别人厚待他�，
迁就他�，甚至于在他�成人之后，如果遭受反s，他�就ƅ
自己是被虐待了；如此他�便一生
在�Ŷ之中度日，很ɕ自ǔ其Ǘ自食其力，往往因不如己意的事而致怨天尤人。 {MYP 336.1}

儿女��Ƨ感Ƃ到自己是欠了父母的)，因
父母在他�年幼Ç照料他�，在患病Ç看ª他�。
他�也�体会到，父母常
他�的ŏ故操心�Ŷ。尤其是那尽Ǘ的父母，更加深切关心儿女采取正
当的行径。当他�看出儿女有ȏ失，他�的心情Ƨ是何等的沉重啊。如果那些造成父母心痛的儿女
能看出自己行
所生的后果，他�就一定会不忍心了。如果他�能看到母�的慈泪，听Ž她
他�
向上帝所作的祈祷，如果他�能+听她的哀声悲M，他�的心就必感悟，并迅即承ƅ自己的ȸƮ而
Ƴ求ɼ恕了。…… {MYP 336.2}

337

应战的力量

我�是`在一个s儿女�很不幸的Ç代。有强大的潮流正在将人冲向ð亡，需要Ȃ比儿童所有更
丰足的ĺʈ及力量，\挽狂î，方不致被其冲去。青少年通常似乎都作了撒但的俘ŵ，他和他的使
者正在将他�引向无可逃避的ð亡。撒但和他的全0正在与上帝的政权作 ，所以凡有志向上帝献
心并ɛ从祂命令的人，撒但必企X以其ƞ探去困§并制š他�，使他�灰心�志，放弃 斗。……
{MYP 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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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Ơ�的祈祷和活Ý的信心，可Ű得重大的š利。有一些父母�没有Ƃ察到自身所ǔ的Ǘ任，
以致疏忽了儿女�的宗教教育。基督徒每天清晨的第一个思想�当Ǽ向上帝。至于属世的操?和一
己的利益6�居其次。�当教u儿女敬重祈祷的Ç辰。在离家出去工作之前，全家的人都�聚集在
一起，由父�ù切地求上帝在Ȓ一天之中保守他�；如果父�缺席6�由母�ǔǗ。…… {MYP 337.2}

厌烦约束

遵守安息日的儿女可能因受拘束而感ƂJ÷，并ƅ
父母太�厉了；甚至可能心中引起�感，而
s那些
他�ă今及将来与永恒福利致力的人�存不悦不ì之念。但只要寿命延ȿ几年，他�就必
感激父母在他�ȑ缺少ĺʈ的y月中所施�格照管与忠心看ɞ了。…… {MYP 337.3}

338

个人的责任

孩子�哪！上帝已ƅ明合适将你�交Ŀ你�的父母照管，要他�指u管教你�，如此善尽他�的
本分塑造你�适于天国的品格。然而你�是否充分利用Ȓ从敬虔、忠m而常常祷告之父母所Ű得的
好机会，藉此培养良好的基督徒品格，6全在于你�自己。尽管有父母
儿女所作的一切关心尽
Ǘ，但他�C方面的努力仍不能拯救儿女。儿女亦有其当作的工作。每一个孩子也有其个人的事要
`理。 {MYP 338.1}

信主的父母啊！你�当前有一ɚǔǗ任的工作，就是要在儿女的宗教ĺʈ中指引他�的脚步。及
至他�能真心敬û上帝，便要因你�ȏ去向他�所表ă的关�，以及你�忠m地Ħ束他�的欲望并
管制他�的意志，而感激尊敬你�了。《教会Ɩ言》卷一原文 {MYP 338.2}

披上基督的义袍

我�既披上基督的袍，就再也不喜û罪�了；因
基督必与我�同工。我�虽不免犯ȸ，但我
�却必恨�那使上帝儿子受苦的罪�。1890年3月18日,ƗƑ与通Ƌ {MYP 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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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青年当尽的责任

★写Ŀ两位青年的信 {MYP 339.1}

Ȓ些青年人忽Ɓ了在家中的<。他�ȑ没有学会克尽本分，ǔ起家庭的Ǘ任那原是他�当尽的
<。他�有一位忠Ơ而重m践的母�，她已肩ǔ了Ɛ多原是她儿女所不�ƈ她肩ǔ的重担。他�
ȒÕ作就是不孝敬母�。他�也没有尽到本分分担父�的重担，也忽略了s他�尽的孝道。他�宁
愿Ƕ从癖好而不ɞ本分。 {MYP 339.2}

他�因常ſ避人生的重担和辛?，而在自己的生活中追随了自私的途径，也没有得到成功之人生
所必不可少的宝Ǥĺʈ。他�没有感Ƃ到ɜ在小事上忠心的重要性，也没有ɣ悟到自己s父母有�
尽的<，就是要在自己当前的卑微生活śǗ上真Ơ、�底和忠m。他�好高ʓȔ，忽略了那mɑ
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普通知ƙ。 {MYP 339.3}

使家庭幸福

如果Ȓ些青年人愿在任何地方都造福于人的ơ，就当从家庭入手。他�若只遂一己所好，而不受
那出自冷静的理智，健全的判断，和已蒙O迪的良知所作的ǐ慎决定引u，他�就不能
社会或

自己的父家造福，而且他�在今世和更佳美来世的指望，都可能要受到危害。 {MYP 339.4}

340

有Ɛ多青年得到一种ž念，ƅ
他�早年的生活原是无需挂Ŷ，而是要消耗于无聊的游�、嬉
Ɉ、玩笑和其他愚妄任性的事上。当他�从事愚行及Į情享�之Ç，就只ɞ一Ç的高兴而不ƃ其它
了。他�s于宴�的û好，以及他�s于在一起ƱƱ笑笑的喜û因放任而越来越强，以致他�s人
生�Ş的ăm和那似乎枯燥无味的家<完全失去兴趣。他�感ƂȒ些事太平淡无味了，便坐立不
安，脾气乖�，易受刺激。Ȓ些青年人�自Ƃǔ有Ǘ任使家庭生活愉快而幸福。…… {MYP 340.1}

ËÇ改¸那使人极度疲?的体力工作乃是必需的，俾使他�以后再ȓ行操作Ç能有更大的成效。
但完全的休息却未必需要，况且完全的休息s于他�的体力也未必有最大的帮助。 {MYP 340.2}

他�即使在一ɚ工作上感Ƃ疲?，也不需要停止工作而ÈǦ宝Ǥ的光阴。他�可以ƞ着找一些Ȃ

Ȁ省而又有助于母�和姐妹�的工作。如能替母�和姐妹�作些原�作的粗笨工作，藉以减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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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ǔ担，他�便得到一种合乎原6的i�，使他�享有真m的幸福，如是他�的ÇɅ就不至消耗
在无聊或放Į私欲的事上了。《教会Ɩ言》卷三原文 {MYP 340.3}

341

家庭礼拜

欲求激起并增强人û好研究圣ĺ，端ǰ乎Ȑ用家庭礼拜的ÇɅ。早晚礼拜的ÇɅ，�当
一日之
中最佳美而且最有助益的ÇɅ。ɜ知在Ȓ些ÇɅ内，不宜被÷�与不和善的思想所½§；父母与儿
女是在ȒÇ一同聚集ǇŽ耶ė，并邀Ƴ圣天使ȓ入他�的家庭中。聚会的ÇɅɜğ短而有生气，宜
适�Ç地，并多有L化。�使全家的人一ʕ参加ƶĺ，学�并Ç常背Ʋ上帝的律法。有Ç也可ƈ儿
童�自șĺɪ，藉以增加他�的兴趣。可根据所�的ĺ文向他�Kɂ，也可以ƈ他�提出ɂɪ。可
以提到凡能解ȠȒĺɪ意的事物。Ɠ若聚会的ÇɅ不致因此ȏȿ，6可令儿童�参加祷告，并ƈ
他�一同唱Ɵ，即或他�只唱一Ū也无大碍。 {MYP 341.1}

要使ȒÕ的聚会合乎理想，那就必ɜ在准a的Ç候加以思想。父母也当每日用些ÇɅ与子女一同
研究圣ĺ。无疑地，Ȓ是需要Ǧ力ƃ划，并需要一些ý牲来完成的；但Ȓ种努力ķ必得到充分的«
,。《教育Ƒ》 {MYP 341.2}

342

虔敬的款待

如果我�的家庭生活和交ɑ来往都以基督的柔和与ī朴
准6，我�就必更加快�，更加有

了。我�不�
炫耀而?碌，以求博取r客的ǳM与妒羡，却�努力藉着自身的�ž，同情与û
心，增ȓ我�四W之人的幸福。要ƈr客看出我�是在力求符合基督的旨意。ƈ他�在我�身上看
出虽然我�命分卑微，但仍保有安ǝ�道与凡事Ǎ恩的精神。一个真正基督化家庭的气氛，乃是和
睦而安舒的。ȒÕ的模范不会不K生影响。…… {MYP 342.1}

我�致力于使客人感到愉快舒适之Ç，切不可疏忽自己s上帝的Ǘ任。不可因任何ŏ故而忽略祈
祷的Ç辰。不可只ɞǀ笑×i，直到大家太疲倦了，以致不能享有家庭礼拜。ȒÕ作，就等于将残
缺的祭物献Ŀ上帝。�当在傍晚，就是大家能不慌不忙而敏悟地祷告的Ç候，献上我�的祈祷，并
¦声×�的感恩ǳ美。 {MYP 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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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ƈ凡Ɣɂ基督徒的人看出祈祷的Ç辰，乃是一日之中最宝Ǥ、最神圣、最快�的Ç辰。Ȓ些崇
拜的ÇɅs于所有参与之人，都能K¶出一种使之文雅而得蒙提°的感化力；�Ŀ心灵上以和平与
欣然感恩之情。《ƗƑ与通Ƌ》 {MYP 342.3}

343

344

第十二篇衣冠与fɸ

一个人的品格可以从他服装的式Õ上看出来。高雅的ȡǭ力和有教养的思想，一定会从所șğC
合适的服装上Éă出来。一个年Ȁ的女子如果在服装上雅洁朴素，在�止上Ǐ恭有礼，再加上一种
端庄Ǔj的气Ǜ，6s于她足
抵御种种危ɓ的盾牌。教育Ƒ, 240 {MYP 344.1}

345

建立品格的要素

儿童和青少年�受Ɖĳǐ言慎行，Ȓ是相当重要的；因
他�的行
所召致的不是阳光便是阴
翳，非但在自己家中，就是在与他�所接触的�人当中亦必如此。但在青少年能做到ő密、慎思、
Ȕ避各Õ罪嫌之前，他�必ɜ具有那从上b来的智慧，以及惟有耶ė所能Ǯ与的能力。… {MYP 345.1}

真正的妆饰

Ɛ多人欺ʉ自己，以
漂亮的容貌和A�的服装足以博得世人的重Ɓ。其mCC考究服装的A
美，乃是肤浅而L化无定的；毫不足恃。基督嘱咐祂的信徒所�有的fɸ乃是永不衰Ǎ的。祂
Ʊ：“你�不要以外面的ȋbK、戴金ɸ、穿美衣
fɸ；只要以里面存着ȿ久温柔安静的心
f
ɸ，Ȓ在上帝面前是极宝Ǥ的。” {MYP 345.2}

青少年若以修ɸ自己外表使之引人注意的一半ÇɅ，用作属灵的修养和内心的fɸ，6其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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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将要呈ă何等Õ的差异。

346

凡Ơ心t求跟随基督的人，s于自己的衣着必服从良心的ɞ忌；他�致力符合主所明白吩咐的要
求。ă今浪Ǧ在服ɸ方面的金ȩ必用来推ȓ上帝的圣工，并
自己Ǡa有用的知ƙ，藉以使自己足
堪承担重任。他�必力求毋ǔ于耶ė所有的期望，因
祂曾以无限的代价Ǭ�了他�。 {MYP 345.3}

�û的儿童和青少年，耶ė已竭尽祂所能的，要使你�在祂
那些在今世û祂并事奉祂的人所ɢ
a的住`安家。祂曾离开祂的天家，降生在Ȓ被罪�所Ø·的世界来到一班不尊重祂的人当中；他
�既不喜û祂的ī正与圣洁，又ȀƁ祂的教Ɖ，ķ于最残酷的将祂置ƴ死地。“上帝û世人，甚至将
祂的独生子ǮĿ他�，叫一切信祂的不至ð亡，反得永生。” {MYP 346.1}

外 观

上帝要因祂
你�所付的�大ý牲而要求«答。祂要你�不但在名上，也要在衣着和行
上作
基督徒。祂要你�以朴素的服装
ì足，而不可添Ŋ摺Ȍ、羽毛和不必要的装ɸ。他要你�的��
=人，得以
上天所能嘉ĭ。�û的青年哪！ɕ道你�要使祂失望N？ {MYP 346.2}

347

人的外表往往就是心意的指Ò，所以我��当慎重所É示ƈ世人藉以Ɨ判我�信仰的，是何等Õ
的表徵。我�但愿你�跟从耶ė作祂可û的儿女，凡事ɛ从祂明晰的旨意。惟愿你�都殷切地追求
那“里面”的装ɸ，好Ƈ你�救Ǭ主的喜悦。如此你�就可日日靠ǰ耶ė的帮助克š自我。ʇ傲和炫耀
的癖好就必从内心和生活中¦弃。也必激起柔和与喜ûğ朴的心理。ȒÕ，青少年就必成
基督一
大Ɏ忠勇的 士。 {MYP 347.1}

我�正`在一个危ɓ的Ç代中，ȒÇ一般自承敬û并ɛ从上帝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却否ƅ祂。“人
要�ɞ自己，ǜûȩǖ、自夸、狂傲、ǎƶ、ȕ背父母、忘恩ǔ、心不圣洁、无�情、不解怨、
好ƱǊ言、不能自Ħ、性情凶暴、不û良善、D主D友、任意忘
、自高自大、û宴�不û上帝；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m意。”�û的青少年，上帝不愿你�列于Ȓ等人当中。你�可以在祂
的圣言中学�如何Ȕ避Ȓ些罪�，而ķ于得š。…… {MYP 347.2}

”弟兄šȏ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ŽƖ的道。”“那Ç敬畏耶和A的彼此ǀƑ，耶和A&耳而
听，且有ƌ念册在祂面前，ƌ�那敬畏耶和A思念祂名的人。” {MYP 347.3}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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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见 证

你���Ȕ避罪嫌ȑ是不够；必ɜ更ȓ一步；要“学�行善”。你�必ɜ向世人表¦基督。你�必
ɜ天天研究如何作上帝所作的工。凡跟从祂的人必ɜ作活的�信，“被�人所知道所念Ʋ。” {MYP

348.1}

你�决不能�凭愿望而Ű致善良的品格，惟有?力才能Ű致。你�在Ȓ一方面的愿望，必ɜ表ă
于�切，Ơm的ȓ取和恒忍的操?上。你�藉着每日攀登ȓ步的ɐ梯，而ķ必Ȏ到ɘ点而成
一个
得š者，并靠着那û你�的主得š有余。1896年11月5日,青年u« {MYP 348.2}

因衣着而评断宗教

�û的青少年，你�Ȓ种在衣着上+向Ç髦的作ɯ，就是穿戴�
炫耀的一切花Ȍ、金ɸ和虚
ɸ，决不能向别人推荐你�的宗教或你�所自称相信的真理。有Žƙ的人必ƅ
，你�Ȓ种使外表
A�的企X，乃是暴露薄弱的心智和矜ʇ胸�的Ɩ据。ğC朴素的衣着必
我青年姐妹�作最好的
推荐。要使你�的光照在人前，最好的方法无ȏ于藉着你�Ǜ朴的服装和操守。你�可以向�人É
明你�在与永恒的事物相Ȃ之下，已s今生事物有了正确的估ƃ。《教会Ɩ言》卷三原文 {MYP 348.3}

349

服装与品格

基督将跟从祂的人比作世上的Č和光。Ȓ世界若没有基督徒的保全感化力，就必因本身的腐Ǚ而
ð亡了。且看那一等有名无m的基督徒，他�在自己的服装和�容上疏忽大意；在�<往ȑ上散漫
无Ņ，一如其服装所É示的；在�度上粗ʍ，无礼而且蛮横；言Ƭ鄙劣；同Ç他ȑ以Ȓ些卑陋的缺
点
真Ǐ卑和基督徒生活的特征呢。如我�的救主今日仍在世上，你想祂会指ƅ他�
世上的Č和
光N？不，决不！ {MYP 349.1}

基督徒的言ǀ方面乃是高雅的；他�虽以无ǈ的ƽ媚
罪行，但他�却是彬彬有礼、和善而仁
慈。他�的言Ƭ乃是Ơ²真m的。他�s于弟兄和世人都是以忠Ơ相待。在服装方面，他�避免虚
荣与炫耀；但是他�的衣着�是整洁，而不俗�，端庄而适合其身份与ȡǭ力的。他�必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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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所穿的衣服，藉以表示他�是如何敬重圣安息日和崇拜上帝的事。 {MYP 349.2}

Ȓ等人与一般世人之Ʌ的分界Ĳ，是判然有别而不易混淆的。

350

如果接受真理的男女，ȏ去在��方面疏忽散漫，竟因真理的感化而成
高尚圣洁的，而致在服
装方面遵循清洁、整ʕ有良好ȡ别力的��，6信徒的感化力就必会增加十倍了。我�的上帝乃是
有秩序的上帝，所以祂一点也不喜悦混乱，ÛĖ和罪�。 {MYP 349.3}

与时髦的关系

基督徒不�故意在服装上与�不同，以致成
被嘲笑的s象。但是他�若因根据自己的信仰与本
分在衣着方面以ī朴和健康
原6，而Kă自己不合Ç尚，他�就不�
追求与世人相同而改L自
己的服装。然而他�当表ă一种高尚的独立性和®ª正的毅力，Į然全世界都和他�不同，也当
如此。如果世人提倡一种ğ朴、便利和有益健康并与圣ĺ教Ɖ相符的服装，我�也不至因采用ȒÕ
一种服装而改L我�与上帝或与世界的关系。基督徒�跟随基督，并使自己的服装符合圣ĺ的教
Ɖ。他��避免Ƕ于极端，他��虚心地遵循光明正大的途径，而不ɞ世人的ǳ誉或Ǘɕ，且当

正自身的�美而\持正。1900年1月30日,ƗƑ与通Ƌ {MYP 350.1}

351

适宜的服装

圣ĺ教人服装要正派。“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
fɸ。” 提摩太前�2:9 Ȓĺ文禁止在
衣着方面的炫耀，俗Ũ的ɫ色和ȏ分的fɸ。凡故意要吸引人注意穿戴者或惹人ǳ羡的精巧�西，
都当予以Á斥，Ɓ
不合上帝圣言所嘱咐的正派衣裳。 {MYP 351.1}

服装的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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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服装�Ƨ是不耗Ǧ的，“不以黄金、珍珠或Ǥ价的衣裳
装ɸ。”金ȩ乃是上帝所委托的，
那不是我�可用来ì足自己ʇ傲与奢望的。它在上帝儿女的手中便是ɳɾ者的食物和赤身露体者的
衣服。它乃是受欺I者的保障，是使病者康复或将福音 Ŀę苦之人的ĺá媒介。你�若能ŝ明地
使用ă在耗于炫耀上的ȩǖ，便可使Ɛ多人的心得到幸福。要想念基督的生活。要研究祂的圣德，
并与祂同在祂的克己上有分。 {MYP 351.2}

在自承信奉基督教的世界中，那
ǟ置珠宝和不必需的Ǥ重衣服所作的花Ǧ，足够供养一切ɳɾ
者并供�衣服与赤身露体者了。Ç髦和炫耀的事物吞没了那原可¨慰ę苦受ɕ之人的ȩǖ。那原�
 播于世界的救主的慈û的福音，也被剥c了。 {MYP 351.3}

品质与审美观念

我�的服装虽然要ğ朴正派，但也�当采用上好的Ǜ料，适当的ɫ色，并且合用耐穿。

352

我�宁可ș±衣服ĺ久耐穿，而不
夸示炫耀。它�适于御寒ª体的条件。箴言�所形容智慧的
g人“不因下雪
家里的人担心，因
全家都穿着朱Ĥ衣服。” 箴言31:21；英文圣ĺƝ“朱Ĥ”
“双
x”。 {MYP 351.4}

健康与清洁

我�的衣服�当清洁。衣服不清洁不�有碍健康，亦足以ÛĖ身体和心灵。“你�是上帝的殿。
……若有人Ø坏上帝的殿，上帝必要Ø坏那人。” 哥林多前�3:16, 17 {MYP 352.1}

从各方面看来，服装�适合健康。上帝愿我�“凡事兴盛，身体健壮。”Ħ翰三�2:1 身体与心灵的
健壮。我�也ɜ
求身心的健康而与祂同工。二者的增ȓ皆有ǰ于有益健康的服装。 {MYP 352.2}

优雅与自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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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当�雅、美ž、适合自然的ī朴。 {MYP 352.3}

基督曾警告我�要避免今生的ʇ傲，但Ȓ并不是指人生的�雅及自然之美而言的。祂曾指着田野
里的花朵，并Ƒ及ʎ�洁白的百合花，Ʊ:“就是所ŕ門极荣A的Ç候，他所穿戴的ȑ不如Ȓ花一朵
呢。” ʁ太福音6:29 基督如此藉着自然界的事物来Ʊ明天国所重Ɓ的美，就是那足以使我�的衣着
得蒙祂喜悦的正派�雅、ğ仆、整洁适宜之美。《基督教育原理》原文 {MYP 352.4}

353

服装的影响

我�并不反s整洁的服装。正确的o美ž念也是不可ȀƁ或反s的。如果要m践我�的信仰，它
就必u使我�在服装方面十分ğ朴，并且ù心行善，以致我�被目
特殊的人。但我�如果在服装
整洁方面�失ȡ别力，我�就mɑ上等于偏离了真理；因
真理决不会使人卑Ǣ，反要使人高雅。
何Ç信徒忽Ɓ自己的服装，而在�度上粗慢无礼，他�的影响就必危及真理。受灵感的使徒Ʊ：“我
�成了一台�，Ŀ世人和天使ž看。”全天庭都在注Ɓ着凡自称跟随基督的人每日在世人身上所K¶
的影响。…… {MYP 353.1}

服装ğ朴足以使一个有Žƙ的女性É得最占�@。我�往往Ɓ其衣着的Õ式而品Ɨ一个人的人
格，一个端庄敬虔的g女，其衣着必是正派的。高雅的ȡǭ力，有教养的心智，必要表露在所ș±
的ğ朴而适宜的服ɸ上。凡能¿脱Ç髦之奴役的青年女子，必作社会增添光彩的人。一个在服装和
��上表ă出ğ朴而不ʇ矜的女子，就É明她了解真Ơ的女子是以道德的价*
特征的。服装朴素
是多么的美ž=人，其秀美足可以和田野的花卉相比。1904年11月17日,ƗƑ与通Ƌ {MYP 353.2}

354

服装简朴

”你�不要以外面的ȋbK，戴金ɸ，穿美衣
fɸ，只要以里面存着ȿ久温柔安静的心
fɸ，
Ȓ在上帝面前是极宝Ǥ的。” 彼得前�3:3, 4 {MYP 354.1}

世人的推Ƒ向来是企Xſ避或�弃上帝圣言中ğ明而坦直的教Ɖ，在各Ç代中，大多数自称跟随
基督的人都漠Ɓ了那些吩咐人虚心克己，并在言行及衣冠方面表ă正派ğ朴作ɯ的Ɖư。其ļ果�
是一Õ的偏离福音的教Ɖ，u致采ĭ世俗的Ç髦、ɯ�和主。于是活Ý的敬虔就被死板的形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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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代。上帝的	格与权能既然离开了那班ǜ恋世俗之徒的集V，就Éă于一班�意ɛ从圣ĺ教
Ɖ而Ȃ
卑微的敬拜者身上。H代以来，Ȓ种ă象曾重演于每一个世代中。不同的宗派接踵兴起，
逐è舍弃了ğ朴的作ɯ，�失了大部分原先的能力。 {MYP 354.2}

上帝子民的网罗

我�看到在那些自称相信ă代真理的人当中竟有喜ûÇ髦和炫耀的心理，便不禁�戚地相ɂ:上帝
的子民ɕ道从ȏ去的H史中学不到什么N？

355

很少有人能了解自己的内心。û好Ç髦的虚夸Ȁ浮之ȅ，或Ɛ自承是跟随基督的；可是他�的衣
ɸ和言行，却Ɩ明那充斥心意与占去感情的究竟是什么？他�的生活É示他�是与世俗
友，而世
界也声称他�是属于它的人。 {MYP 354.3}

曾ĺwȏ基督之û的滋味的人，怎能再ì足于Ç髦的虚荣呢？我看到那些自称是跟随那位“心里柔
和Ǐ卑”之救主的人，竟如此ù切地力求符合世俗的服装Ò准，我就非常痛心。他�虽然自命敬虔，
但他�与不信的人相比却很ɕƙ别，他�并未享有宗教的生活。他�的ÇɅ和金ȩ都已用在�以炫
耀
念的穿戴的事上了。 {MYP 355.1}

穿着方面的虚ʇ和奢侈乃是g女所特别易犯的罪。因此使徒保ŕ的指示是直接与g女有关的：“愿
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
装ɸ，不以ȋK，黄金，珍珠和Ǥ价的衣裳
装ɸ；只要有善行，
Ȓ才与自称是敬上帝的女人相宜。” {MYP 355.2}

改革的必需

我�看到一种
上帝圣言所ǒǗ的�行正逐è在教会中得@。那些在Ȓ方面ǔǗ当局的本分是什
么呢？教会的Ɛ多份子既都随从Ç髦的指¶而不ɛ从上帝明示的旨意，教会ȑ可能K¶它所�有的
感化力N？

356

我�既容忍ȒÕ的事在我�中Ʌ流行，我�又怎能希望有圣灵的	格与帮助呢？那些自称跟随基
督的人既�弃了祂的教Ɖ，我�ȑ能保持ŋ默N？Ȓ些事确使那些č督上帝教会的人担�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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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基督里的姐妹�，ɕ道她�ȑ不肯坦白虔Ơ地来思考Ȓ个ɂɪN？ɕ道她�不肯t求上帝圣言
的指引N？那耗Ǧ在制aǶ尚世俗流行Ç装上的ɬ外ÇɅ，m在�用来省察己心和研究圣ĺ。她�
在不必的fɸ上所糟蹋的ÇɅ，如果是用来追求正的原6和充m的造就，z不比黄金更有价*？
我一看到Ɛ多自称是跟随基督的青年女子，在mɑ上s祂的圣德与旨意却一无所知，我就感到痛
心。Ȓ一班青年竟ì足于糠秕与糟粕。在她�看来，世上俗�的虚ɸȂ比永恒的ǖ富更
Ǥ重，那
原可藉思想与研究而加以培养的智能，竟听任其潜藏，而感情也未加管束，因
外表的服ɸ竟被ƅ

Ȃ比灵性的�美或心智的活力更
重要了。 {MYP 355.3}

里面的妆饰

凡跟从基督的人，是愿意追求里面的装ɸ，就是上帝所宣称极宝Ǥ的温柔安静的心呢？ȑ是愿意

炫耀而在不必需的?碌上浪ǦȒ短Ë的q容Ç期呢？

357

主愿g女�ĺ常善用心智，增强智力与道德力，俾使人生有
而幸福
世人造福，
8造主增
光。 {MYP 356.1}

我要Ƴɂ今日自称相信ă代真理的青年，他�究竟在何`曾
真理克己ý牲了呢？他�在真正喜
û某一件衣服或某种fɸ品或利便的事物Ç，他�是否先在祈祷中将Ȓ事向主Ʊ明求ɂ祂的灵是否
允ƐȒ一ɚ花Ǧ呢？他�在
自己制a衣服Ç，是否ǐ慎自守，以免·辱自己的信仰表白呢？他�
如此虚耗的ÇɅ能求主Ǯ福N？加入教会是一件事，与基督Ŝ合却是另一件事。未曾献身而ǜû世
俗自称信仰宗教的人，乃是基督教会ǿ弱无力的最�重原因之一。 {MYP 357.1}

在ă今的世代中，人�空前地ù衷于宴�。放Ŭ与不ɞ一切的奢侈``盛行。�人都渴求i�，
思想成
Ą屑而Ȁ浮的，皆因不�于默想，也没有受ȏƉĳ从事学�研究。愚昧的情感主甚
流
行。上帝要每一个人都受培养，受Ȼò，而成
文雅、高Ǥ的人。但可惜一切有价*的造Ʀ竟被疏
忽，反去追求迎合Ç髦的炫耀和虚浮的享受。g女�竟ƈ自己的心灵因Ƕ尚Ç髦而枯槁萎Ŕ，以致
非但不能
社会造福，反而成了社会的ē患。1881年12月6日,ƗƑ与通Ƌ {MYP 357.2}

358

服装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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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的崇拜乃是一种道德的病症，切不可接收到新生活中来。在大多数情形中，ɛ从福音的要
求，就必ɜ在服装上有É著的改L。 {MYP 358.1}

不可在服装方面粗心大意。我�既是基督的ŽƖ人，就�当
祂的ŏ故尽力整Ş�表。在圣幕的
崇事中，上帝s于凡在祂面前供ś的人所�穿戴的礼服曾ƨ加指示。如此我�就受教得知祂s那些
事奉祂的人的服装是有所ș±的。关于�"的礼袍指示尤
ƨ尽，因
他的服装是有象征性的。照
Õ，跟从基督之人的服装也当具有象征性。我�ɜ在凡事上作祂的代表。我�在�表的各方面�以
整ʕ、ğ朴与清洁
特征。但上帝的圣言并不容Ɛ�
Ƕ向Ç髦而在服装上作何改L以便我�看来
似和世人一Õ。基督徒不可用重价的衣裳或Ǥ重的装ɸ品来fɸ自己。 {MYP 358.2}

�当ĵ心思考圣ĺ中Ƒ到服装的ơ。我�<ɜ明白天上的主宰s于虽�蔽体的衣着，也予以重
Ɓ。凡切心t求基督恩典的人，就必听从上帝所默示的宝ǤƉ言。甚至衣服的式Õ，也足以K¶福
音的真理。《教会Ɩ言》卷六原文 {MYP 358.3}

359

真正的妆饰

Ǚ德的奢侈之ɯ流行各地，以致生灵因喜û服ɸ与炫耀而Ƕ于Ǚ亡。崇尚Ç髦之人的生活，十之
八九乃是活的ǃ言。他�每日��自欺欺人；因
他�Đɸ，要表ă自己是与本身真相不符的人。
{MYP 359.1}

心灵的高Ǥ、温柔、q宏，竟
ì足ǜû�事的欲望所¸取了。千万的人竟出D自己的Ǔ操，以
便取得ǖ利而追逐世俗的Ç髦。Ȓ种迷于世俗多L之Ç髦的狂愚，�Q起一大群改革家出来，采取
他�\定的立Z，提倡ğ朴的服装。撒但常常K明一些Ç新花Õ，使人�非ý牲金ȩ、ÇɅ与健
康，就无法附从。 {MYP 359.2}

追随世俗

我�既有世人在Ĝ尚Ç髦Ȓ一点上!ɯǙ德的情形¿在前面，凡自命
基督徒的人怎敢奔走世俗
之人的道路呢？ɕ道我�也要竟尚Ȓ些Ǚ德的Ç髦而同流合ÛN？Ɛ多人Ĝ尚世俗Ç髦，皆因基督
ȑ没有在他�里面形成有荣耀的盼望。奢侈的生活，ȏ度浪Ǧ的服ɸ，已ĺȎ到非常的程度，甚至
Ï成末日的ɢ兆之一。 {MYP 3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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ʇ傲和虚荣到`可Ž；

360

但凡喜û照Ƚ子来欣ǭ自己的人，却并无意愿s着那�大的道德Ƚ子就是上帝的律法ž看。Ȓ种
s于服装的崇拜适足以Ǚ坏品格中一切Ǐ卑，温柔与可û的成分。它消耗了那原�用于默想、反省
和虔Ơ研究圣ĺ的宝ǤÇɅ。上帝的灵已ĺ在他的圣言中留下Ɛ多教Ɖ，特作我�的指u。……
{MYP 359.4}

沉迷于服装消耗了所托付用作慈善之工的金ȩ，而此种ȏ度的浪Ǧ就是c取上帝之物。我�的ȩ
并不是Ŀ我�ì足虚荣和喜û炫耀之心的。我�必ɜ作ŝ明的管家，使赤身的人有衣穿，使ɳɾ的
人有ɶ吃，并捐献我�的金ȩ推ȓ上帝的圣工。我�若需要fɸ，6温柔、Ǐ卑、端壮和明智等美
德，乃是适于各人在各ɐx生活情况中的。 {MYP 360.1}

我�z不�作忠m的守望者，藉着教Ɖ和榜Õ表示不ìȒ腐化Ç代的放Į浪Ǧ奢侈之ɯN？我�
z不�
我�的青少年Ô立正确的榜Õ，或吃或喝、无Ƒ作什么，都要
荣耀上帝而行N？1912年
12月12日,ƗƑ与通Ƌ {MYP 360.2}

361

362

第十三篇康�活=与i�

康�活=与i�消遣有别；名副其m的康�活=乃是增ȓ健康快�的。康�活=使我�ËÇ放下
平素的思Ŷ与ś<，得以振d身心，使我�因而得着新的活力，返回从事生活上的mɑ工作。反
之，i�消遣却是t×作�，而且往往行之ȏ度，以致消耗Ɛ多有用的精力，因此妨碍了人生的真
成功。教育Ƒ, 203 {MYP 362.1}

363

康乐活动的价值

基督徒�是世上最�ž最幸福的人。他�可以感知上帝乃是他�的天父与永久的朋友。 {MYP 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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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Ɛ多自承是基督徒的人，却没有正确地代表基督教的信仰。他�Ç常愁眉不展，好象是被�云
所Ğ罩一般。他�常ǀ到因作基督徒已付上了极大的ý牲。他�:u那些ȑ没有接受基督的人，并
藉自己的言行，表明人必ɜ放弃一切足以使人生愉快而喜�的事物。他�将�黑的墓罩掩盖了基督
徒有福的指望。Ŀ人的印象是：上帝的要求即使s于那甘心ɛ从的人，也是一个重担，甚至Ȗ一切
能Ŀ人快�的事，或可口的美味，都必ɜ舍弃。 {MYP 363.2}

我�毫不ȗ疑地Ʊ，Ȓ一等自命
基督徒的人乃是有名无m的。上帝就是û。任何人住在上帝里
面，也就是住在û中。凡真正藉mɑĺʈ体会到我�天父之慈û与温柔怜�的人，到`散K光明与
喜�。他�的
人与感化力s于�友一如ʎ花之芬芳，因他�与上帝和天国已有Ŝ系，于是天国ī
洁而高尚的�美，便可藉着他� 与其影响范W所及的人了。

364

ȒÕ就使他�成
世上的光，世上的Č。他�真是活的香气叫人活，而非死的香气叫人死了。
{MYP 363.3}

基督化的康乐活动

基督徒有权利和<藉无害的康�活=来振d精神，加强体力，并决心Ȑ用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荣
耀上帝。我�的康�活=，不�成
胡Ɉ的嬉�，取愚妄的方式。我�所可能ȓ行康�活=的方
式，�足以造就并提高与我�交往的人，并足以使我�和他�都能有效地履行那落在基督徒身上的
一切本份。 {MYP 364.1}

如果我�参加的i�，使我�不能忠m地ȓ行日常<，并s思念上帝和天国的事减少兴趣，那
么我�在上帝看来便是无可推Ƹ的。基督的宗教具有一种�ž，高尚的影响。它Ȕ超于一切类似愚
妄的笑ǆ和虚浮的Ʉǀ。在我�的康�活=ÇɅ之中，我�可以从神圣能力之源bɣ受新勇气与能
力，俾能更成功地使自己的生活Ȏ到ī洁，真正良善和神圣的地步。 {MYP 364.2}

爱美的心理

就Ȗ至大的上帝也是û美的。s于Ȓ一点，祂已在祂�手所作的8造之工上Ŀ予我�明确的凭
据。祂
我�的始祖在伊甸Ɠ置了一个美�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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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各式各Õ雄�的Ô木从地里ȿ出来，或供使用，或作点Ŋ。美�的花卉万紫千Ĥ，ʎŨc目，芬
芳扑鼻。羽毛斑Å的快�ʑ禽，用×欣的歌声ǳ美它�的8造主。按照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人看管祂
所8造的万物，而自其中得到他的幸福，并�以园中Ô上的果子充ɳ。 {MYP 364.3}

那使我�始祖的伊甸家园�越可û的上帝，也曾
我�的幸福，将巍然矗立的大Ô，Ũ�芬芳的
花卉，以及自然界的一切美物ǮĿ我�。祂已将Ȓ些象征祂慈û的恩物Ǯ与我�，使我�可以s祂
的圣德有正确的ž念。 {MYP 365.1}

上帝已将�美之念栽培于他儿女的心中。但Ȓ种û好已ĺ被Ɛ多人Ǚ坏了。他�竟崇拜上帝所Ǯ
的恩物与美物，而忘ƌ了那荣耀的Ǯ物主。Ȓ是何其愚蠢的忘恩之�。我��当在上帝的一切造化
之工上ƅƙ他的û，因而由衷地感�他û的凭据，向他呈献心中至上至圣的û情。 {MYP 365.2}

崇高的艺术大师

上帝已ĺ在我�周W展示出自然界的美景，以引人注意并感到兴趣。祂的旨意乃是要我�从自然
界的荣美Ŝ想到祂的圣德。

366

我�若忠心地研究大自然Ʒ本，就必Kă它有丰富的ǩ料足供我�思考上帝无ę的慈û与能力。
{MYP 365.3}

Ɛ多人都ǳǭ那在画布上ľ出美�X画的ũÌ。Ɛ多人所用在美Ì上的一切能力，若与天然之美
相比仍有霄壤之别。ũÌ永不能企及自然的完美。Ɛ多自命
基督徒的人看Ž一幅落日余Ȇ的彩
画，便Mǭ不已。他�崇拜ũÌ家的技巧；却漠然地ȸȏžǭ每一次自然晴朗的晚霞。 {MYP 366.1}

ũÌ家是从何`取得他的XÕ呢？从自然界。可是那位崇高的ũÌ大~，已ĺ将夕阳余Ȇ的景色
展示于高天L幻莫à的画布上。祂已ĺ将金色、Ȯ色与深Ĥ的美�色彩傅�于天，宛如高天之門已
ĺ敞开，使我�可以瞻仰它的光彩，而在想象中体会到其中的荣美。Ɛ多人竟疏忽地Ǽ眼不看Ȓ天
上ľ出的X画。他�未能在Ȓ天上所É的美景中看出上帝无限的慈û和权能，但他�在看到并推崇
那摹仿ũÌ大~的作品而画出的不完美X画Ç，他�却几乎心À神c了。1871年7月25日,ƗƑ与通
Ƌ {MYP 366.2}

无力抵拒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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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以
你既能与ǜû嬉�，放Ŭ而�求享�的人Ŝ合，而同Ç仍可抵拒ƞ探。1900年6月20日,Ç
兆 {MYP 366.3}

367

贪爱世俗的逸乐

大部分青年的心思
ǜ恋世俗的意念所霸占，Ȓ是一椿令人警惕的事m。Ɛ多人行事
人，似以

Ȓ恩典犹逗留未去的宝Ǥq容Ç期乃是一个最大的假日，而他�之所以生存于世，也�
了取悦
自身而不住地t×作�。他�在世界和其上的事物中找t×�，s于天父和他圣灵的恩Ǯ，却陌然
无知。Ɛ多人在言Ƭ上疏忽大意。他�故意忘却将凭着他�的ơ称他�
，或定他�有罪。我�
Ɛ多青年的Ȁ佻作ɯ，和无ǈ的虚ǀ与嬉笑，已使上帝蒙羞。…… {MYP 367.1}

撒但格外的努力引Ư他�在属世的×i中t找快�，而他�也ƞX
自己Ȋª，力XƖ明Ȓ些消
遣是无害无罪，甚至s于健康是很重要的。他把圣洁的道路É
ŧɕ；却把世俗享�之途Ʊ成是ʎ
花ì径。 {MYP 367.2}

撒但用虚#Ư人的色彩将世界和其中的享�Ţ列于青年之前。然而地上的享�很快就要ȏ去，所
撒的种自有其收Ű。ɕ道个人的�点、才干和天ǩ的价*太高，不适于献Ŀ那位Ç刻看ɞ我�的8
造主上帝N？ɕ道我�的ǩ才太Ǥ重，就不�献Ŀ上帝N？ {MYP 367.3}

368

智慧的道路

青少年Ç常强ƼƱ他�需要一些活Ý及L¸心意的活=。基督徒的盼望正是他�所需要的。宗教
信仰必Ɩ明能作
信徒的安慰及真幸福泉源的可靠向u。青年��研究上帝的圣言，自行默想，祈
祷。他�必KăȒ是他�最妥善利用空余ÇɅ的方法。智慧的道“是安�，它的路全是平安。” {MYP

368.1}

保ŕ在写Ŀ提多的�信中，:勉青年端庄自守：“:少年人要ǐ守；你自己凡事要É出善行的榜
Õ，在教Ɖ上要正直、端庄、言Ƭī全，无可指Ǘ；叫那反s的人，既无`可Ʊ我�的不是，便自
Ƃ羞愧。” 提多�2:6-8 {MYP 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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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奉:青少年
自己灵性的ŏ故，而要听从使徒的Ȓ段:ƫ。Ȓ一切�切的指教、警告和Ǘa，
若不成
活的香气使人活，便要成
死的香气叫人死。 {MYP 368.3}

青年�自然+向于感到不要期望他�ǔ多少Ǘ任，操什么心，或担什么重担。然而人人都ǔ有Ȏ
到圣ĺÒ准的<。权利与机会以及圣ĺ中的功用，其:勉、警告与Ǘa所放射的光亮，若不有助
品格的完整，便要定疏忽之人的罪。Ȓ亮光乃是年ȿ和年Ȁ人都�当珍重的。ƺ愿意ă在就站在上
帝Ȓ一Ȍ，决心以祂的服<
Ù生至上的任<呢？ƺ愿意来背ǔ重担呢？ {MYP 368.4}

369

”你趁着年幼…当ƌ念造你的主。”耶ė愿意那些ȑ有青春甘露在身上的人来
祂服<。祂要他�
成
永生的承受者。Į使道德的腐Ǚ遍地流行，以致Ɛ多青少年在幼年Ç就已受了玷Û，但他�仍
可成
高Ǥ的男女。他�尽可在基督里面得以自由；作光明之子，而不作黑暗之子。 {MYP 369.1}

上帝呼召每一个青年男女弃Ł各ɚ的��，;事殷勤，心里火ù，常常服事主。他�必不�惰苟
安，不作任何努力来šȏ自己的不良��，或改善自己的行
。他�祈祷的Ơ意，将要在他�努力
遵从上帝命令的程度上得到Ɩm。他�尽可逐步弃Ł��与·友，相信主藉着祂圣灵的大能，必定
ǮĿ他�得š的力量。 {MYP 369.2}

在小事上忠心

个别的，恒切的，ʕ心合一的努力，必定Ű致成功
«ǭ。凡想在世上成就�大事功的人，必ɜ
�愿遵循上帝的方法，从小事入手，那企X藉丰功��以便登峰造极的，ļ果必一无所成。 {MYP

369.3}

就上帝看来，在一ɚ善工上Ę步前ȓ，在一ɚ忠心的服<上反覆从事，�比致力一ɚ��更有价
*，也可
青年ǵ得良好声誉，并使他�的努力ɼ有意。…… {MYP 369.4}

370

青少年可能在救灵工作上有良好的成ń。上帝要他�
祂所交托他�的才干ǔǗ。但愿凡自命

上帝儿女的人朝向高尚的Ò准努力。但愿他�善用上帝所ǮĿ他�的一切天Ǫ。1907年1月1日,青年
u« {MYP 370.1}

不能满足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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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追求ǭ心悦目的i�，É明心灵的深切渴望。但凡就ɷ于世俗i�泉源的人，必Kă自己心
灵的渴望�不能得到ì足。原来他�受了欺ʉ；他�Ʈ以×愉
幸福；及至兴d消逝，Ɛ多人便陷
入灰心失望的深渊中了。舍弃“活水的泉源”而想在世俗享�的“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里解渴，Ȓ是何
等愚妄的事啊！《基督教育原理》原文 {MYP 370.2}

作见证的机会

如果你真正地属乎基督，你就必有机会
祂作ŽƖ。你必邀�到i�Z所去，那Ç你便有机会

主作ŽƖ了。那Ç你若忠于基督，就不致
你的不到Z提出种种推Ƹ的藉口，却要坦白而Ȟ重地声
明你是上帝的儿女，而且你所持守的原6不容Ɛ你置身于你所不能邀主同去的地方，即使偶尔去一
次也不可以。1893年5月4日,青年u« {MYP 370.3}

371

劝导之言

在上帝所定的ſ6中，体力和智力都一Õ要受Ɖĳ；但体力活=的性Ǜ，�当完全与基督Ŀ祂門
徒的教Ɖ相符。那些教Ɖ�在基督徒的生活中ʈƖ出来，以致天使s于教~和学生�所授受的，一
切教育和自修所留下的ƌ�，不至于将他�列
“û宴�”的人。今日Ɛ多人的生活ƌ�正是“û宴�
不û上帝”的。提摩太后�3:4 {MYP 371.1}

撒但和他的使者正在
人的灵命撒下ŕ网。他�尽力Ư使教~和学生�参加那些非常c人心意的
Ȑ=或游�，其性Ǜ足以增强低劣的情欲，并生K出食欲和肉欲来，足以抵消上帝的圣灵在人心中
所有的Ȑ行。 {MYP 371.2}

学校里的教~都需要Ȑ=，藉以ƼŪ�<。上帝已ĺ指明ƼŪ的方式有用的，mɑ的工作。可惜
Ɛ多人竟偏离上帝的ƃ划而去依从世人的8作，·害灵性的生活。i�所作的Ȃ比任何其他事物更
加抵消圣灵的Ȑ行，所以主
此而担�。 {MYP 371.3}

”<要ǐ守，儆醒；因
你�的仇Ã魔鬼，如同吼叫的ÿ子，遍地游行，t找可吞吃的人。” 彼得
前�5:8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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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在游�Z中，ě伺你�的游�，要捕捉每一疏于戒a的人，在人心中播撒他的种籽，争取s
人心的控制。他出席参与Ʒ室中每一种活=。凡ƈ自己心志耽溺于各种游�比ǲ的学生，就不是最
适于ɣ受他�所决不可少的指u，:勉和Ǘa的。 {MYP 371.4}

身体的Ȑ=乃是全智的上帝所指示的。每日��用数小Ç学�有用的mũ教育，俾帮助学生学�
mɑ生活的<，Ȓ乃是我�一切青少年所必需的。 {MYP 372.1}

每一个学校和其它机Ï中所有的人都�当效法但以理，与一切智慧之源保持十分密切的Ŝ系，以
便在各方面都能Ȏ到最高的Ò准。但以理具有敬û上帝的心；他既ƅ定自己必ɜ向上帝ǔǗ，便Ɖ
ĳ他所有的才能，俾尽可能地«答那位�大教~慈û的眷ɞ。那四个希伯来青年不ƈ自私的=机和
si�的û好占据人生黄金般的寸阴。他�存着�意的心和敏捷的智力从事工作。Ȓ乃是每一个基
督化青年所能Ȏ到的最高尚Ò准。《教育勉言》原文 {MYP 372.2}

373

有害于青年的娱乐

渴求刺激和令人喜û的i�，s于上帝子民，尤其s于年Ȁ的上帝子民，m在是一种ƞ探和网
ŕ。撒但ĺ常准a着一些引Ư物来Ǽ移人的注意力，使之不
那未来重大事件而作慎重的准a。他
利用世俗之人
爪牙，不住地加以刺激，引Ư无戒a的人去参与属世的i�。有种种的表演、演ƍ
和x出不ę的i�Ū目，是用以引Ư人ǜû世俗的；由于ȒÕ的与世俗Ŝ合，信心便ǿ弱了。 {MYP

373.1}

撒但是一个恒切不倦的工作者，一个狡猾而残毒的仇Ã。何Ç有不慎之言出口，不拘是出以阿ƹ
或挑唆青年s某ɚ罪�减少憎�之心;他就要因利趁便培养Ȓ一粒�种，使之扎根而Ű致丰ì的成
果。�而言之他是一个ʉ子，一个灵巧的迷人精。他a有Ɛ多精密Ķ成的ŕ网，看上去是无害的，
mɑ上却是精巧准a用来Řĸ年Ȁ而不ǐ慎之人的。人心的本性原是+向享�和自我ì足的。撒但
的阴ǂ就是要使人心充斥着属世i�的欲求，以致再没有ÇɅ考Ŷ到“我的灵命如何？”Ȓ个ɂɪ。
{MYP 373.2}

不幸的时代

我�今日正`在s于青年人不幸的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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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社会上流行的ɯ气，ǳ同任由青年随从自己本性的+向。如果自己的孩子是非常放肆的，父母便
自欺自慰地ƅ
：等他�ȿ大能自行Ȑ用理智Ç，他�就必放弃不良��，而成
有用的人了。Ȓ
是何等的ȸƮ啊！多少年来他�竟容Ɛ仇Ã在儿女心田里撒种，并ƈȸƮ的原6增ȿ而加强，好象
辨ƙ不出那似乎u向幸福道路上的潜在危机和可怕ķ局。在多数情形下，那以后在Ȓ些青年身上所
下的功夫都必徒?无功。 {MYP 373.3}

在一般自称
基督徒的人中，敬虔的Ò准大都低下，故此青年人很ɕ抗拒那
Ɛ多教友所ǳ助的
世俗影响。多数有名无m的基督徒，他�虽自称是
基督而生活，而事m上却是
世界而生活。他
�不能辨ƙ天上事物的�美，因而不能mm在在的û慕Ȓ些事物。Ɛ多人自称信奉基督教，因
基
督教的信仰被ƅ
是光荣的。他�没有辨ƙ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意味着背ǔ十字架，所以他�的宗教
信仰并没有什么影响力¯阻他�去参加世俗的i�。 {MYP 374.1}

有的人竟能到舞G去，参与其中一切的i�。其他人虽不能走到Ȓ个地步，但他�也能参加×�
的宴会、野餐、表演和其他属世的游�Z所；甚至那最ȶ利的眼光也ɕÑ出他�与不信的人有何分
别。 {MYP 374.2}

375

在ăɐ段社会中，父母�想管束儿女，按照圣ĺ的正确ſ6教u他�，m在是不容易的事。孩子
�Ç常不耐Ħ束，一定要遂行自己的心意并自由出入往来。特别是从十y到十八y之Ʌ，他��Ƃ
得参加年Ȁ朋友的属世集会并没有什么害`。但有ĺʈ的基督化父母却能看出危ɓ。他�熟悉自己
儿女的特殊癖性，也知道Ȓ些事情在他�心中所生的影响;所以他��当依据儿女得救的愿望，阻止
他�不去参加Ȓ些有刺激性的i�。 {MYP 375.1}

儿女�自行决定要离弃世俗的享�来作基督的門徒Ç，o慎而忠心的父母就此从心上卸下多大的
重担啊！但即使如此，父母的工作仍不可中止，Ȓ些青少年77开始s罪及本性的邪�作ù切的争
 ，所以他�特别需要父母的:u和照ɞ。 {MYP 375.2}

青年面临考验的时期

曾屈从世俗影响的守安息日的青年，必受到ƞò与ʈƖ。末日的危ɓ正	到我�，青年正面	Ɛ
多人所意想不到的考ʈ。他�必陷入极ɕ堪的困惑之中，他�信仰的真#也必Ű得Ɩ明。他�虽自
称是在仰望人子；然而他�当中却有人s不信的人留下了可悲的榜Õ。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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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愿意放弃世界，却与世俗之徒Ŝ合去参加野宴和其他�求享�的集会，自欺自慰地ƅ
他
�是在参加无害的i�。其m那使他�Ȕ离上帝而L成世界之子的，正是Ȓ些Į欲的事。 {MYP 375.3}

有些人ĺ常一面倒向世界。他�的Ž解和感Ƃ，与世俗的ɯ气Ȃ比与基督克己ý牲之門徒的精神
更
融洽。所以他�也就很自然地û与那些与自己性情相投的人
伍了。Ȓ等人在上帝子民中的影
响太大了。他�是与上帝的子民有分，在其中也有声望；其m他�却成了不信者和教会中ǿ弱而未
献身的ơ柄。ɑ此熬òÇ期，Ȓ些有名无m的信徒若不完全悔改并藉着ɛ从真理而成圣，他�就必
被撇弃，与世俗之徒同受«�了。 {MYP 376.1}

上帝决不承ƅ追求享�的人
祂的門徒。惟有那些克己ý牲，并且度着�Ş，Ǐ卑，圣洁生活的
人才是耶ė真正的門徒。Ȓ一等人不能ǳ同迷恋世俗者Ȁ浮空虚的Ʉǀ。 {MYP 376.2}

远离世俗

基督真正的門徒必定有所ý牲。他�要Ȕ避世俗的i�Z所，因
在那里找不到耶ė也找不到任
何足以使他�的思想向天，并促使他�在恩典上有ȿȓ的影响。

377

ɛ从上帝圣言的心必使他�Ȕ离Ȓ一切的事，而分别
圣。 {MYP 376.3}

救主Ʊ：“凭着他�的果子，就可以ƅ出他�来。” ʁ太福音7:20 凡真正跟随基督的人要ļ出果子
来荣耀祂。他�的生活Ɩ明上帝的圣灵在他�心里所成全的善工，以致ļ出成圣的果子来。他�的
生活是高尚而ī洁的。正确的行=是真敬虔的无Ʈ果m，所以凡不能ļ出ȒÕ果子的人，就Ɩ明他
�在属上帝的事物上毫无ĺʈ。他�并不在那真葡萄Ô里面。耶ėƱ：“你�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
在你�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Ô上，自己就不能ļ果子；你�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ȒÕ。我是
葡萄Ô，你�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Ȓ人就多ļ果子；因
离了我，你�就不
能作什么。” Ħ翰福音15:4, 5 {MYP 377.1}

凡要作敬拜真神上帝的人必ɜý牲每一个偶像。耶ės那律法~Ʊ：“你要尽心、尽性、尽意，û
主你的上帝。Ȓ是ƫ命中的第一……。” ʁ太福音22:37, 38 十ƫ的b四条不Ɛ在感情上偏离上帝。
切莫ƈ任何事物分占我�s他的无上敬û。我�惟有在抛弃一切使我�与上帝隔离的事物之后，方
能在基督徒的ĺʈ上有ȓ步。 {MYP 377.2}

�大的教会元首既已将祂的子民从世界ș出来，就吩咐他�要与世界分离。祂定意藉着吸引祂
的門徒来�向祂，而以祂ƫ命的精神使他�与一切世俗的因素隔离。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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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û上帝并遵守祂的ƫ命，和迷恋世俗的i�并与世界
友，二者相去甚Ȕ。基督与彼列之Ʌ无
可相和。 {MYP 377.3}

给青年的应许

凡跟从基督的青少年都要面	着一Z 争；他�在¿脱世俗和效法基督生活的事上，有每天必ɜ
背ǔ的十字架。但有Ɛ多宝Ǥ的�Ɛ，留Ŀ凡及早t求救主的人。智慧召Q世人道：“û我的，我也
û他；�切t求我的，必t得Ž。” 箴言8:17 {MYP 378.1}

”所以要Ħ束你�的心，ǐ慎自守，�心盼望耶ė基督Éă的Ç候所�来Ŀ你�的恩。你�既作ɛ
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Ç候，那放Į私欲的Õ子。那召你�的既是圣洁，你�在一
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彼得前�1:13-15 “因
上帝救�人的恩典，已ĺÉ明出来，教Ɖ我�除去
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上帝，和
我�救主耶ė基督的荣耀Éă。他
我�舍了自己，要Ǭ我�脱离一切罪�，又洁2我�，特作自
己的子民，ù心
善。” 提多�2:11-14《教育勉言》原文 {MYP 378.2}

379

为青年建立正确的原则

青年�受\定原6的Ħ束，使他�能正确地Ȑ用上帝所ǮĿ他�的能力。可惜青年却盲目地受情
感的支配，而不考Ŷ到原6，以至他�Ç常陷入危ɓ之中。他�既不能常受父母或čª人的指u与
保ª，就需要受Ɖĳ自立自制。他�必ɜ受教根据正直的原6而思想行事。 {MYP 379.1}

养息与娱乐

凡从事研究的人都�有养息的Ç候。心思决不可ĺ常局限于�密的思考，如此6ĥĵ的心智机械
必逐è·耗了。身体和心智都需要Ȑ=。但在i�方面也象在任何其他活=一Õ，必ɜ力予Ū制。
而且s于Ȓ些i�的性Ǜ，也�加以慎重而�底的考Ŷ。每一个青少年�当自ɂ，Ȓ一类的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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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身体、心智与道德的健康将有何影响？我的心意会不会入迷以致忘ƌ上帝呢？我是否不再以祂的
荣耀
念呢？ {MYP 379.2}

İ牌游��予禁止。参与及+向此事都是危ɓ的。……Ȓ类游�s身心毫无裨益。

380

既不能加强智力，更不能灌Ȉ足供将来�用的有价*的思想。所作的交ǀ往往都是Ȁ薄而鄙Ǣ的
ơɪ。…… {MYP 379.3}

精于牌�往往u致想利用此种知ƙ与技巧以Xǂ私利。先以区区小数ǫ博，而后更以大数，直到
好ǫ成癖，ķ至陷于Ǚ亡。Ȓ种有害的i�不知引Ư了多少人去犯各Õ的罪，以致+家Ŭ�，ȷȬ
入Ā，或Í人行凶，被`极刑！虽然如此，Ɛ多父母竟看不Ž那大�其口行将吞吃我�青少年的可
怕深渊。 {MYP 380.1}

�院乃是最危ɓ的i�Z所之一。它并不象人所Ç常称道的是提倡道与德行的学校，反而正是
不道德行
的温床。Ȓ些i�适足以加强并巩固��与罪行。低下的歌曲、猥�的姿�，表情和�
止，都足以腐化想象并Ǚ坏道德。凡ĺ常ž看此类演出的青少年，本Ǜ上就必腐化。在我�的国土
上m在再没有什么有力的影响Ȃ比�院的i�更足以毒害人的想象，摧Ø宗教的印象，并削弱人s
于宁静之�和正常之生活ăm的享受。 {MYP 380.2}

s于Ȓ一类�9的喜好，每ĺ一次放Į，正如ɷ酒的嗜好一Õ，其欲求愈益增强。唯一安全之道
乃是Ȕ避�院，ʁ�班，以及其他一切有ɂɪ的i�Z所。 {MYP 380.3}

有Ɛ多方式的康�活=是s身心大有裨益的。

381

一个开明而善于察辨是非的人，必能从不但无害而且具有教育意的来源，t致Ɛ多足供游�的
方法。¡外的康�活=，默想上帝在自然界的作
，Ȓ都是大有裨益的。《教会Ɩ言》卷四原文
{MYP 380.4}

供应无害的娱乐

青少年不可能使之象老年人一Õ安祥而恬静，儿童也不可能象家ȿ一Õ庄重ȼ定。一切罪�的i
�固然理当禁止，但父母、教~及青少年的čª人，ɜ供�不致玷Û或Ǚ坏德性的i�来作
替
代。不可用�厉的ſ6和限制来束Ő青年，致使他�感Ƃ自己受到I迫，以致不耐Ħ束，挺而走
ɓ，而陷于愚昧及Ǚ亡之中。要以\定、和ų、ɞ念人的手法，而又十分温柔，机智，而仁慈地掌
握治权，引u并控制他�的思想与意志。使他�仍然看出你�乃是以他�最高利益
念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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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言》原文 {MYP 381.1}

以助人为乐的康乐活动

那ĺ常耗于既无益于身体又无助于灵性的i�ÇɅ，�用以Ɣɂę困、患病和受苦的人，或用以
致力于B助某一需要救助的人。《教会Ɩ言》卷六原文 {MYP 381.2}

382

不圣洁的影响发生作用

我奉:我�学校中的学生<要ǐ慎自守。青年人的Ȁ浮之ɯ不
上帝所喜悦。他�的游�与Ĝǲ
Ŀƞ探的洪流敞开了ɇ門。他�既®有上帝所Ǯ的天Ǫ智能，就不�ƈ自己的思想Ƕ于卑劣低Ǣ。
一个遵照上帝的圣言法6而形成的品格，必能表ă\定的原6，ī洁高尚的意志。圣灵要与人的心
智合作，而崇高圣洁的=机乃其必然的ļ果。…… {MYP 382.1}

一般低劣而庸俗的宴会，就是人�在一起吃吃喝喝，唱歌奏�的Z合，乃是受那来自下面的邪灵
所鼓=的。Ȓ无非是献Ŀ撒但的祭礼而已。…… {MYP 382.2}

凡ɣuȒ一类Ȁ浮i�的人，已
本会事工染上了不易抹ð的Û点。他�·!了自己的心灵，并
将ķ身�着Ȓ些痕迹。作�的人可能看出自己的罪而悔改，上帝也可能ɼ恕犯ȏ的人，可是那原�
妥
保守而使之灵敏精ȶ，俾善于分辨是非的ȡ别力，却已ĺ大受·Ø了。《教育勉言》原文 {MYP

382.3}

383

宗教中的喜乐

人将来的家�，以及他�永久的ǭǮ，乃是供Ŀ青年思考的崇�高尚的ɪ旨。要默念那不可思
Ɗ的救恩ƃ划，就是荣耀之君所付出的�大ý牲，
要使你因祂宝血的功?而得蒙拔擢，并藉ɛ从
而ķ于升Ȏ基督的宝座。Ȓɪ旨�令人思想作最高Ǥ的探索。得蒙上帝的恩nƧ是何等的特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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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P 383.1}

青年朋友�，我看出你�在ȒÕ的活=与L¸之中大可得着快�。而你�之所以浮燥不安的原
因，乃是因
你�没有向那唯一真正福�之源t求。你��想在基督以外t找那惟有在基督里方能
t到的享�。在祂里面没有失望的事，祈祷啊，Ȓ何其宝Ǥ的特权竟然被忽Ɓ了！ɋƶ圣ĺ能
心
思作祈祷的准a。你�无意藉祈祷接近上帝的最大原因之一，乃是你�因ɋƶ那刺激幻想，而生K
不圣洁情感的Ÿ惑小Ʊ，以致不适于Ȓ神圣的工作。上帝的圣言因而É
乏味，祈祷的Ç辰也被忘
却了。祈祷乃是基督徒的力量。在他孤独的Ç候，他并非孤独的；因
他深感那位曾Ʊ“我常与你�
同在”之主的	格。 {MYP 383.2}

青年所需要的正是他�所缺少的，那就是宗教。

384

任何其他事物都不足以代替。CC自称有信仰算不得什么。Ɛ多登ȁ着在地上教友名册中的名
字，却是在天上的生命册里没有的。我看出在二十个青年之中，竟没有一个明白什么是mʈ的宗
教。他��ɞ自己，却仍自命
基督的仆人；他�若不µ脱那束Ő他�的魔力，不久就必体会到�
人的分也是他�的。关于
真理而克己ý牲，他�已找到一条比Ȓ更易走的路。至于那大声哀哭�
切祈求上帝，求祂的赦罪之恩和从祂而来的抵´撒但ƞ探的能力，他�倒感Ƃ不需要那么ƅ真而殷
切；他�虽不ȒÕ作仍能ȏ得去。荣耀之君基督常常C独到山Ʌ和È野去，将祂心灵的需求呈ƛ于
祂父之前；然而有罪的人，自己虽没有一点能力，却以
无需多作祷告而仍能存活。《教会Ɩ言》
卷一原文 {MYP 383.3}

耶稣的榜样

各种Į欲的事，耶ė一概斥Ǘ，然而祂的天性是�群的。祂受各ɐx之人的款待，无Ƒǝ富智
愚，祂都去Ɣɂ，要从普通生活的ɂɪ上，将他�的思想提到属灵的和永恒的事物上。祂并不ǳ同
荒唐的生活，也没有一点属世的Ȁ浮，玷Û祂的嘉行；然而祂在天真无邪的快�Z合中，找得�
趣，并以�自参加社交的集合，来表示祂的ǳƐ。《H代愿望》 {MYP 384.1}

385

基督徒的康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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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力X恢复精神，增ȓ体力的Ç候，上帝仍嘱咐我�要随Ç尽量K¶我�的一切能力。我�
可以而且也�当，使我�所从事的康�活=，足以帮助我�更堪š任我�所担ǔ的任<，并使我�
的感化力更有益于我�所交往的人。我�能从Ȓ种Z合回到自己的家中，而在身心方面都已得到改
善与振d，并准a妥当以更良好的希望和勇气重新从事工作。… {MYP 385.1}

我�生存在世乃是
要帮助世人，造福社会；但如果我�ƈ自己的思想与那Ɛ多只知追求虚荣和
愚妄的人同流合Û，我�焉能帮助我�同族同代的人？焉能造福我�周遭的社会呢？ {MYP 385.2}

相反的原则

在基督門徒的基督化康�活=，与世俗之人i�消遣的集会二者之Ʌ，必然存在着明É的s照。
非�没有祈祷和提述基督及神圣的事物，反而听到世俗之人口中的傻笑和Ąǀ，意思就是要有一段
狂×享�的ÇɅ。他�的i�开始是愚妄，ķļ是空虚。

386

我�集会的程序和个人的操行都�加以持守，以致在我�返回自己家中Ç，s主s人都无愧于良
心；确知我�并没有得罪或·害我�所接触的人，也没有在他�身上生出有害的影响。 {MYP 385.3}

人的本性是+向享�和自我ì足的。撒但的ƃ策就是要多多制造Ȓ一类的事。他竭力使人心充ì
ǜû世俗i�的欲望，以致他�没有ÇɅ¤心自ɂ：Ȓs于我的灵命如何？ǜû宴�是富有感染性
的。人的思想既+注此事，便浮燥不安，�想t找i�。ɛ服上帝的律法便抵消此种+向，并Ô立
了抵御不敬虔的屏障。《基督教育原理》原文 {MYP 386.1}

青年男子��Ƨǐƌ，他�必ɜ
所享受的一切特权，
善用自己的ÇɅ，以及
正当使用自己
的才能ǔǗ。他�或Ɛ要ɂ，我�ɕ道就没有一点i�或消遣N？ɕ道我�要作工，作工，作工，
而没有一点L¸N？ {MYP 386.2}

任何i�的方式，只要你能凭着信心求上帝Ǯ福，就必没有危害了。但任何i�若使你不适于作
私下的祈祷，或不能参与家庭礼拜或祈祷会，那就并非安全而是有危ɓ的了。《教育勉言》原文
{MYP 386.3}

387

社交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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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的人既有上帝的û在心中óù；而聚会又是
了交¸s上帝圣言的心得，或研Ƈ如何推ȓ圣
工并造福同胞的方法，ȒÕ的社交集会乃是大有裨益而且富有教育性的。圣灵若被待
上r，而所
Ʊ所行的也都不致使圣灵因担�而离去；6在ȒÕ的集会中上帝必得着荣耀，凡参加集会的人也必
得到振d及加强力量。 {MYP 387.1}

但另有一些性Ǜ与此不同的社交集会，往往太偏重于矜夸与炫耀，狂×和Ȁ浮的行
。凡参加的
人既以追求i�
目的，就有忘ƌ上帝的危ɓ，而且所K生的事足以使ž察的天使
之泪下。那i
�的Z合一ÇL成了他�的�园。人人都陶醉于嬉�×笑之中。他�双目ɀô，两ɦKĤ；而良心
却沉睡了。 {MYP 387.2}

缺少灵力的表现

此种d兴和ù情并非K源于天；而是完全属乎v世的。天上的�使者!心地注Ɓ着基督曾
之作
了�多之事的人�的健忘。及至疾病和死亡	到那些C
取悦于自己而活的人，他�KƂ自己灯中
无油，s于自己一生H史的ķļ竟全无准a，可惜
Ç太晚了。 {MYP 387.3}

388

多数社交集会中所作ǀơ的要旨，表露出人�的心意所在。那只
了引人K笑的Ȁ浮的Ʉǀ，愚
妄的�ǆ，并不能正确地代表基督。凡ƍȒ一类ơ的人一定不愿看到Ȓ些ơ的ƌ�。听的人既接受
了ȸƮ的印象，基督也蒙受了羞辱。惟愿青年ǐ慎言Ƭ！因
要凭着他�的言Ƭ称他�
，或定
他�有罪。<要ǐƌ你�无Ƒ何往，都有耶ė在你�身旁，注意你�的行
，听取你�的言Ƭ。ƞ
ɂ你�若听Ž祂的声音向你�Ʊơ，或知道祂在旁Ȍ听你�ǀơ，会不会自Ƃ羞愧呢？…… {MYP

388.1}

一度ù心的基督徒又参加世俗的i�，就是蹈入ɓ境。他已ĺ离开了那弥漫着天国Ǯ生命之气氛
的境界，而投入世俗的蒙ɖ之中；因
在宴�的集会和游�的Z合中，往往使基督的宗教蒙羞。
{MYP 388.2}

凡与上帝保持Ŝŀ的人，决不可以存心去参加Ȓ一类的集会。他所听到的ơ是和他格格不入的；
因
那是迦南的ơƬ。K言的人无从É明他�是口唱心和地ǳ美上帝。 {MYP 388.3}

阴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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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品格和宗教ĺʈ上Đ揉造作的人，太喜û随Ç参加t×取�的集会，而他�的影响也引Ư别
人。

389

有Ç一些力X遵照圣ĺ教Ɖ作基督徒的青年男女，也受了:Ư参加集会。他�既不甘被人Ɓ
孤
僻，自易于随从别人的榜Õ，置身于一班心意可能从未受ȏ圣灵感化之人的影响下。他�若曾虔心
的求ɂ于神圣的Ò准，得知基督所Ʊ有关那在基督徒的Ô上所�ļ的果子，他�就必辨察出Ȓ些i
�mɑ上就是a妥的ɷ宴，�
¯阻生灵接受参赴羔羊婚筵的邀Ƴ。 {MYP 388.4}

有Ç曾ĺ在主的道理上受ȏ悉心指u的青年，也会因Ç常涉足i�Z所，而受了世人影响的Ÿ
惑，以致s一般受ȏ世俗教育和Ɖĳ的人生出了感情。他�既与Ȓ些没有以基督精神
fɸ的人Ŝ
合，就等于将自己ķ身出D
奴了。凡Ơ心敬û并事奉上帝的人，决不敢因ș一些没有基督在心
中作王的人
友，而Ǟ降到世界的水准。他�Į使ķ身必ɜ奔走克己ý牲的道路，也必
基督毅然
而\立。 {MYP 389.1}

轻浮的解毒剂

基督
我�度ȏ了?苦和ý牲的生活，ɕ道我�就不能
祂而舍己N？祂
我�所成就的救Ǭ和
等待着要ǮĿ我�的，ɕ道ȑ不*得作我�思考的ɪ旨N？

390

如果青少年肯从圣ĺ的宝�中取得其珍藏，如果他�默想表彰克己之人生的赦罪，平安与永Ȕ的
，他�就不会再有渴求有ɂɪ之兴d或i�的欲望了。 {MYP 389.2}

青年的思想若�一思念救恩�大而高尚的ɪ旨，基督就必会×喜。祂ȓ入一切ȒÕ的心中作久住
的Ǥr，使之充ì喜�平安。基督的û也要在心灵中成
“泉源，直涌到永生。”……凡®有Ȓû的人
必×喜ǀƑ上帝
û祂的人所ɢa的事物。 {MYP 390.1}

永生的上帝已ĺ在圣徒与罪人，悔改与未悔改的人中Ʌ划清了界限。Ȓ两等人并不象彩虹的ɫ色
那Õ无可辨析地互相融和，却如正午与子夜一ÕÉ然有别。上帝的子民不能和那些明白真理却不m
行的人K生密切的关系，而毫无危ɓ。先祖雅各在提到他�子的某些行
Ç，他J憎而�恐地感M
道：“我的灵啊，不要与他�同ǂ，我的心哪，不要与他Ŝŀ。”他感Ƃ到如果他在罪人的罪行上与他
�Ŝ合，他自己的荣誉也要受Ȗ累了。他�起了危ɓ的信号，警告我�要避免与罪人
伍，免得我
�受到邪�的感染。圣灵也曾藉着使徒保ŕK出同Õ的警告：“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
要Ǘa行Ȓ事的人” 1897年2月4日,青年u« {MYP 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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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值得认可的社交集会

每种感化力的才能都要加以珍Ɓ，要用以收聚生灵�于基督。青年男女不�以
他�所ĺ常�行
的游�，晚会和音�Ū目，都是基督所ƅ可的。 {MYP 391.1}

有明光一再ǮĿ我，要我�一切的集会都�以确定的宗教感化力
特征。如果我�的青年愿意聚
集ɋƶ并明白圣ĺ，而求ɂ“我Ƨ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然后Vļ一致地置身于真理Ȓ一Ȍ，主耶
ė就要以祂的福惠充ì他�的心。 {MYP 391.2}

唉，但愿每一位教友，每一位本会机Ï中的同工，都能感悟到今生乃是一所学校，要我�准a�
付天上上帝s于我�思想的ī洁和行
的无私之考ʈ！我�的一言一行和每一个意念，都已ƌ�在
天上的ƌ�册里了。…… {MYP 391.3}

我�必ɜ因真理的能力和效率而成圣，并得以提高到圣ĺ所立崇高Ò准之真正尊�的地步。惟有
慎重地ɛ从主的ơ，方能明白祂的道。<要Ñ考圣ĺ。1906年8月14日,青年u« __!bʏ纐黰_ {MYP

391.4}

392

度假的方法

凡从事体力?=的人都需要康�活=，而那般大多以?心
主的人却更需要。心力不休止地ȏ度
操?Į使是有关乎宗教ɪ旨的，Ȓ于我�的得救或上帝的荣耀，都不是必需的。有些i�，例如跳
舞，玩牌，下棋等等，我�都不能ǳ同，因
Ȓ是上天所ǒǗ的。Ȓ些i�
大�敝开了門¡。其
+向不是有益的，却是有刺激性的影响，在一些人心中造成癖好，因而u致ǫ博邪Ŭ。Ȓ一类的游
�都是基督徒所�Ɓ
有罪的，�代之以完全无害的i�。 {MYP 392.1}

我看到我�不�效学世人度假的方法，但也不可不注意假期，否6，孩子�就要不ì意了。在Ȓ
些日子里，孩子�既有受�影响的危ɓ，又可能被世俗的i�和兴d所Ǚ坏，作父母的人就当研究
准a某些事物来代替那更有危ɓ性的i�。要ƈ儿女�明白，你�是以他�的利益和幸福
重的。
{MYP 392.2}

住在城ȼ里的几个家庭，可以Ħ同一起离开那令他�?心?力的事�，而到�Ʌ，到幽静的湖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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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û的�林，就是山青水秀的地方去。

393

他��
自己ɢağC而有益健康的食物，最好就是水果和谷类的食物，在Ô林或露天下一同会
食。¡外旅行，Ȑ=，和欣ǭ美景，必定增ȓ胃口，他�也能享受一次Ȗ君王都可能要羡慕的盛
餐。 {MYP 392.3}

在Ȓ种Z合，父母和儿女都�¿脱一切的挂Ŷ，操?，和÷�的事。父母�Ƨ与自己的孩子�同
作孩子，尽量使他�一切都感到快�。要将Ȓ一整天都用作康�活=。 {MYP 393.1}

¡外Ȑ=s于那ĺ常在室内久坐?心的人，必是最有益于健康的。凡能做到的人，都�Ƃ得自己
有Ǘ任去ȒÕ行。决无·失，必Ű大益。他�能以新的活力和新的勇气，返回到原来|位上Kd工
作，并有更好的准a抵抗疾病。《教会Ɩ言》卷一原文 {MYP 393.2}

基督徒快乐的来源

上帝已ĺ
各人安排了�趣，无Ƒǝ富都能享受，就是从培养ī洁的思想和无私行
而得的快
�，那是从ƍƱ同情的ơ，并从事仁慈行
而来的快�。基督的光必从如此服<的人身上反照出
来，使因Ɛ多愁苦而致生活黯淡的人幸福愉快。《教会Ɩ言》卷九原文 {MYP 393.3}

394

学术研究团体

Ç常有人ɂ：学Ì研究V体s我�的青年有益`N？要正确地答复Ȓ个ɂɪ，我�不�要考Ŷ到
Ȓ些V体所公布的宗旨，更ɜ从ɋH中Ñʈ其mɑ的影响力。我�s于自身，s于社会，和s于上
帝都ǔ有在思想上求ȓ步的Ǘ任。然而我�断不可企X以道德和灵性
代价，¸取智力上的造就。
要在心智和道德上Ȏ到最高完美的造Ʀ，惟有使两者和ǅ而均衡地K展方可。就;理Ȓ类学Ì研究
V体的一般情形而Ƒ，是否可有上述的收Ű呢？ {MYP 394.1}

多数学Ì研究V体所K¶的影响，几乎全是名m相背的。照一般;理的情形而Ƒ，它�s于青少
年乃是有害的；因
有撒但潜入在活=上盖了他的印ƌ。一切使男子有大丈夫气概，使女子有女性
的g德，都是从基督的圣德反映出来的。在Ȓ类社V中我�越少有基督的存在，6我�所有�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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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Ȼò，使人高雅的要素也越少。世人既主持Ȓ些集会来迎合他�的心愿，基督的精神就
被排除了。人心已Ǽ离真Ơ的反省，Ǽ离上帝，Ǽ离真正切m的而Ƕ向于虚妄与无价*的事了。学
Ì研究V体，但愿它名副其m地表露出它的真品Ǜ来！然而糠秕怎能与麦子相Ȃ呢？ {MYP 394.2}

395

8Ɠ学Ì研究V体的宗旨与目的也Ɛ是好的；但是若非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管理Ȓ些ĴĶ，它�
就必成
有害无益的。无宗教信仰和未曾奉献心灵生命的人通常被�用了，而且往往ȑ被安置在ǔ
最重要Ǘ任的地位。Į使Ƅ定了Ɛ多ſ章，ƅ
足以防止一切有毒害的影响，然而那狡猾的b目撒
但，却在下功夫塑造Ȓ个V体以配合他的ƃ划，而且它往往如期成功了。Ȓ大Ã很快又接近那些ȏ
去被他管ȉ的人，藉着他�去成全他的意X。各种i�Ū目被介Ĺ到集会之中，吸引那些ǜû世俗
的人而使之感到兴味盎然，以致Ȓ些所ǈ学Ì研究V体的活=，往往堕落到Ǚ德的�9化表演与卑
鄙而毫无意的�=了。Ȓ一切都在于ì足淫欲的心意，是与上帝
Ã的；却不能增益智能或强固
德性。 {MYP 395.1}

敬畏上帝的人在Ȓ类ĴĶ中和非信徒交往，决不至使罪人L成圣徒。上帝的子民一旦自=地和世
俗未献身的人Ŝ合，而Ŀ予他��越的地位，就必因自置于不圣洁的影响之下而被ƯȔ离上帝了。
在短Ç期中也Ɛ没有什么�重的可憎之事，但人的思想既没有在上帝圣灵的管理之下，6s于那含
有真理和公之香气的事便不易接受。

396

他�若一向û慕属灵的事，就必早已自行加入耶ė基督的行伍中了。Ȓ两等人是被不同的主人控
制着，而他�在宗旨、希望、志趣、和心愿上都是相反的。跟从耶ė的人，喜û那端庄，明智而能
使人高Ǥ的ɪ旨，至于那些不喜û圣洁之事的人，除非Ȓ些活=的主要特色乃是虚幻浅薄的i�，
否6他�就会感Ƃ到毫无�趣。那属灵的要素会逐è一点一点地被没有宗教ž念的人排除，而那使
在本Ǜ上互不相容的原理融混起来的努力，ļ果也必然是失Ǚ的。 {MYP 395.2}

曾ĺ有人致力ƃ划要ĴĶ一个能够
参加之人造福的学Ì研究会使全体会P都有一种道的Ǘ任
感，而将它造成一个名副其m的社V，并防止那促使此种ļ合危及信仰原6的各种邪�。所需要的
乃是慎思明辨，良好的判断力，与上天保持活Ý的Ŝŀ，能洞ö罪�的+向，并且不
撒但所欺
ʉ，而在正道上勇往直前，Ńņ高�基督旗�的人来管理Ȓ些社V。ȒÕ的感化力必受人敬仰，也
必使Ȓ些集会成
福惠而不致L作ē患。 {MYP 396.1}

成年男女若与青年Ŝ合起来ĴĶ并ɣuȒ种学Ì研究会，就可使之成
有裨益也有�趣的。但是
Ȓ种集会若是堕落到成
嬉�与狂×之所，6它�就Ł不是学Ì性或高尚的了。它�乃是Ǚ坏心志
和道德的。 {MYP 396.2}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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ƶĺ，精o地Ñ考圣ĺ中的各ɚɪ目，撰写一些能Ȼò心志和 播知ƙ的Ƒ文，研究ɢ言或基督
宝Ǥ的教Ɖ，凡此种种都能加强人的智能，£展人的灵性。熟悉圣ĺ使人辨ƙ力敏ȶ，也加强心灵
抵´撒但攻4的力量 {MYP 397.1}

很少有人Ƃ察到有控制思想和想像的Ǘ任。要保持未ĺƉĳ的意志，使之集中于有益的ɪ旨上，
m在困ɕ。然而若非正确地Ȑ用思想，宗教信仰就无法在心灵中K旺。必ɜ先以神圣和永生的事物
占据心思，否6它就必会�存浅薄而无足Ȁ重的意念。智力和道德力都必ɜ予以Ȼò，它�必因Ȑ
用而强固增ȓ。…… {MYP 397.2}

才智和心灵必ɜ一同献于上帝的事工。祂有权要求我�所有的一切。跟从基督的人在蒙光照之后
的良心告ƛ他，不可放Į任何ì足情欲之事，也不�参与任何足以减·他ù忱或降低他灵性的事
�，无Ƒ外表看来它是多么ī洁无害或多么*得称誉，都不�参与。每一个基督徒都当竭力遏阻罪
�的潮流，拯救我�的青少年脱离那将他�卷入ð亡的影响力。惟愿上帝帮助我�逆流而上。《教
育勉言》原文 {MYP 397.3}

398

跳 舞

真基督徒决不愿意涉足任何游�埸所，或从事任何i�消遣,是他不能求上帝Ǯ福的。他决不至被
Kă在�院，�子房,或滚球埸之中。他决不与淫佚的舞客在一起，或放Į任何其它足以拒基督于心
門之外的Ÿ惑人的逸�。 {MYP 398.1}

s于一般
Ȓ些i�作Ȋª的人，我�的答复是: 我�不能奉拿撒勒人耶ė的名迁就Ȓ些活=。
消耗于�院或舞G里的ÇɅ，决不能求上帝Ǯ福。基督徒不愿�生于Ȓ种埸合。在基督复	的Ç
候，也没有人愿意被Kă置身于ȒÕ的埸所。 {MYP 398.2}

我�在	到最后一刹那Ç，面s自己Ù生的ƌ�，会不会懊悔我�没有参赴更多的i�集会，未
曾在更多无聊的t×埸合有分呢？我�ɕ道不因曾在放Į私欲的事上浪Ǧ宝Ǥ的光阴而痛悔，痛悔
ȏ去所疏忽如果善加利用就必Ŀ我�Ű致不朽ǖ富的Ɛ多好机会N？ {MYP 398.3}

自称信仰宗教的人�于原ƾ任何心中ǜ恋的有害放Į。他�既与罪�相狎，就盲然不ƙ其�性。

399

Ɛ多自命
上帝儿女的人，竟将他�邪�的宴�狂×与教会某些慈善事工的宗旨Ȗ在一起，藉以
Đɸ圣ĺ所ǒǗ的罪行。如此，他�竟借用天国的服ɸ披着去事奉魔鬼。Ɛ多生灵已因Ȓ些流行的
放Ŭ、宴�所迷惑，而致Ʈ入歧途，�失了德行与\Ǔ。 {MYP 3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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狎邪之途

在Ɛ多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中，跳舞和打牌竟成了平日的消遣。有人力ɒȒ些都是文静的家庭i
�，尽可在父母čª之下安全地享受。殊不知ȒÕ就�染了sȒ些有刺激性i�的喜好，ļ果那被
Ɓ作在家中是安全无虞的，不久也不ƅ
在外面是危ɓ的了。至于Ȓ些游�究竟有何裨益，6尚有
待Ɩm。Ȓ些游�既不能使身体增ȓ精力，又不能使心灵Ű得休息。它�不会在人心灵中灌Ȉ一点
善良或圣洁的情趣。反之，却磨ð了一切s庄重思想和宗教聚会的û好。固然，在那Ȃ佳ĺȏș±
的舞会和下流舞G中混乱Ǚ德的í交之Ʌ，确有很大的差别。但Ȓ一切却仍都是走向狎邪之途的ɐ
梯。 {MYP 399.1}

跳舞的i�，就今日的�;�例而言，乃是Ǚ德的学校，s社会乃是可怕的ē患。如果各大城市
中每年因Ȓ一种媒介而致Ǚ坏的人都能聚在一`的ơ，将有何等Õ惨Ǚ的生命史要暴露出来啊。不
知有多少ă在准a随Ç
此种ɯ�Ȋª的人，将要因其ļ果而充ì�Ə与悲痛啊。自称信基督的父
母怎敢同儿女�参加Ȓ种耍�的玩意，而充Ɛ将他�置于ƞ探之下呢？

400

青年男女怎能
Ȓ一Ÿ惑人的i�而出D自己的灵命呢？1882年2月28日,ƗƑ与通Ƌ {MYP 399.2}

娱乐的危险性

û好宴�乃是最具危ɓ性的，因
它是在大都市中攻4儿童与青年的Ɛ多ƞ探当中最狡猾的一
种。假期�多，各种比ǲ及ǲʁ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一Ȗ串的兴d与i�引Ư他�偏离�ǐ的人
生<。那本�Ū省作更佳用途的金ȩ往往是ę人微薄的工ǩ竟浪Ǧ在i�的事上去了。《基督教
育原理》原文 {MYP 400.1}

依循原则

Ɛ多人惟恐引起人�不友善的批Ɨ或�意的Ʉơ，所以不敢依从原6行事。他�不敢同那些全然
跟从基督的人站在一起。他�宁愿依从世界上的ɯ俗��并博得世俗之徒的ǳ誉。基督
我�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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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乃是要“Ǭ我�脱离一切罪�，又洁2我�，特作自己的子民，ù心
善。” 1887年11月29日,Ɨ
Ƒ与通Ƌ {MYP 400.2}

401

402

第十四篇Ƒ社交

基督教与世界接触，乃是以社交
媒介。每一蒙神圣O迪的男女，ɜ照亮那些不ƅƙ善道而仍行
走黑暗之途的人。必ɜ利用那因基督之灵而成圣的社交感化力去引ɣ人�向救主。《服<真ƣ》原
文 {MYP 402.1}

403

社交救人

基督与人类休戚相关的榜Õ，是 ¦主道，以及一切ɣ受主恩典福音之人所�Ƨ效法的。我�不
要放弃社交的活=。我�不当杜門Ǎ客，与世隔离。
要使福音Ȏ到各ɐx的人，我�必ɜ在他�
的生活Ă境中与他�接触。他�是ɕ得自=找我�的。上帝的真理感=人心，不是C靠ƍ台上的宣
 。另有一个工作园地，或ƐȂ
平凡，然其效能却ì有希望；Ȓ个园地，就是在卑微人的家庭
中，大人物的宅第里；友好的×宴中，以及ī洁无邪的社交埸合里。 {MYP 403.1}

我�作基督的門徒，不当
û好宴�而与世人º合，与他�一同放Ƣ不Ř。ȒÕ的交ɑ，是有害
无益的。一切犯罪的事，我�永不可在言Ƭ，行
上予以ǳ同；既不可默ƅ，更不可参加。我�无
Ƒ往那里，�是要随着基督同去，并向人É明，我�救主的尊Ǥ可û。但是有人想要保持自己的信
仰，竟将信仰藏在石_之内，他�便失去了行善的良好机会。基督的宗教，是藉着社交的关系而与
世人接触，每一个接受了上帝光照的人，就当Ǽ而照耀那些未曾ƅƙ生命之光者的道路。 {MYP 403.2}

我�都当作耶ė的ŽƖ人。

404

要利用那因基督恩典而成圣的社交力量，去引人�向救主。ƈ世人看出我�并不是自私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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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利益，而是渴望他人分享我�的福分和权利。ƈ他�看出我�的宗教并没有使我�L成刻薄
无情的人。凡自称已ĺ找着基督的，�Ƨ象祂一Õ，
造福他人而服<。 {MYP 403.3}

我�万不可Ŀ世人一个ȸƮ的印象，ƅ
基督徒是一般�郁寡×之人。如果我�的眼睛注Ɓ耶
ė，我�就要看Ž一位慈û的救Ǭ主，并要从祂的面容上接受亮光。那里有祂的灵，那里就有平
安，而且那里就有喜�；因
那里有在上帝里面的安静，和圣洁的信ǰ。 {MYP 404.1}

基督的門徒虽然都是血肉之体，但当他�É出与上帝的性情有份Ç，基督就喜悦他�。他�不是
个雕像，乃是个活Ý的人。他�的心既
神恩的露所滋æ，便要向“公的日b”开放K展。那照耀在
他�身上的光，就必藉着行
，将基督之û所K的光，反射到别人身上。《H代愿望》 {MYP 404.2}

社交影响命运

上帝的圣言中非常注重社交的影响，甚至s于成年男女也是如此。s于儿童和青少年正在成ȿ中
的心智和品格，它的影响更是多么地重大！他�所ļ交的朋友，所遵循的原6，和所养成的��，
行将决定他�今生s社会的Ǖ献以及他�永久的命Ȑ。《教育勉言》原文 {MYP 404.3}

405

基督徒的社交与礼貌

上帝的子民m在太少培养基督化的社交了。我�的学校不�疏忽或忘ƌȒ一方面的教育。 {MYP

405.1}

�Ƨ教u学生知道他�不是独立的原子；每一个人乃是一ōĲ，要和其他的Ĳ交Ķ起来，ļ合成

ŎĶ品。学校的宿舍乃是各部門中比Ȃ有利于授予Ȓ种教Ɖ的地方。学生在此每日四周都有很多
机会，如果加以善用，就必在K展他�品格中的社交特Ǜ上大有裨益。他�ɜ凭自己的能力善用Ç
Ʌ与机会，K展足以使他�幸福而有
的品格。那些离群索居，而不愿藉友ǁ的交往加惠于人的，
也必�失Ɛ多的福惠；因
人的心智由于互相接触切磋而Ƕ于高雅；由于社交而得以ļƙƄ交，ļ
果乃造成心灵的Ŝ系，以及得蒙上天悦ĭ的�û气氛。 {MYP 405.2}

凡是wȏ基督之û的滋味的人，尤�K展社交的能力，因
他�可以用此方法引ɣ人�向救主。
不�将基督深藏心内，作
独享的神圣而甘美的珍宝；也不�向那些只Ƈ自己喜×的人表ă基督的
û。



4/7/13 8:16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209 of 240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4&start_paragrap…003587615&finish_paragraph=1003589940&references=1&pagebreaks=1

406

�当教u学生效法基督，向那些最感缺乏的人表ă�切的关�和友善的`理，Į然Ȓ些人不是他
�自ș的友伴也当如此。耶ė随Ç随地都s人类大家庭表示仁慈的关�，并向祂四W的人K出愉悦
虔Ơ的光Ȇ。学生�受教追随祂的脚踪。他��受教s青年友伴表ă基督化的关�、同情、与�
û，并尽力吸引他��向耶ė；基督�Ƨ在他�心中成
活水的泉源直涌到永生，使凡与他�接触
的人得以复ū。 {MYP 405.3}

上帝所珍Ɓ的，乃是那出于�意而在有需要Ç
他人所作�切的服<。学生若忠于他�的信仰，
即使在求学Ç期也能如此
上帝作活Ý的布道士。Ȓ一切固需要ÇɅ；然而如此使用于Ȓ种工作上
的ÇɅ却是*得的，因
学生如此行，正是学�如何将基督教介ĹĿ世人。 {MYP 406.1}

基督并未拒Ł在友ǁ的社交上与人来往。在法利ǲ人或税吏邀Ƴ祂赴席Ç，祂都�邀前往了。在
Ȓ种埸合中，祂所ƍ的每一句ơ，s于听�都是活的香气叫人活；因
祂利用宴筵的ÇɅ，授予Ɛ
多适�他�需要的教Ɖ。基督藉此教Ɖ祂的門徒，知道如何同有宗教信仰和没有信仰的人相`。
《教会Ɩ言》卷六原文 {MYP 406.2}

407

指导的原则

心是属于耶ė的。祂已ĺ
灵命付上无限的代价；祂也在天父面前作我�的中保代
�求，但祂
并不以Ƴ愿人的身份�求，而是以š利者的身份求取祂自己�得的分。祂能拯救到底，因
祂ȿȔ
活着
我�代求。一ɩ稚嫩的心乃是珍Ǥ的祭物，是所能奉献Ŀ上帝最有价*的礼物。你的
人，
和你所有的才能，全是自上帝而来的神圣委托，�作
�意的，圣洁的祭物再�ȑĿ祂。你所献Ŀ
上帝的，无非都是祂所事先ǮĿ你的。因此你将心献Ŀ上帝，也不ȏ是将祂已ĺ�来�
己有的礼
物献Ŀ祂。 {MYP 407.1}

要青少年献出光阴，û情，和精力的Ƴ求者何其�多。撒但声称青少年
他的所有物，而大多数
人也将他�一切所有的能力，才干都献Ŀ他。世界要争取人心；但Ȓɩ心原属于那位已将它Ǭ回来
的主。如果将心献Ŀ世界，就@必充ì�Ŷ，悲!，与失望；它也必L
Ûß而腐化。你若将衷心
的û情与服<献Ŀ世界，那就是最可憎方式的窃c，因
Ȓ些都是属于上帝的。你不可能�心t�
而仍Ű福益。 {MYP 407.2}

公之Ã已a妥各种的享�供Ŀ在ƴ般生活情境中的青少年；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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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Ȓ些享�不�出ă于大都市中，更充斥于人类所居住的每一个角落。撒但最û争取青少年加
入他的行伍作士兵。�魔的魁首s于他所玩弄的s象有清楚的ƅƙ；他已展露其可憎�的智ǂ
青
少年K明Ɛ多�俗和i�，使他�的û情Ǽ离开耶ė基督。…… {MYP 407.3}

浪子的经验

浪子的教Ɖ乃是�
教u青年而Ǯ予的。浪子在追求享�和罪�的放Į生活中，耗尽了他所承受
的ǖ�。他流落异�，�目无�；衣衫żŻ，食不果腹，甚至想拿ɺ猪的糟粕充ɳ。他最后的一Ĳ
希望乃是�悔而自卑地Ǽ回父家，在那里他a受×迎，得蒙ɼ恕，重回慈父的�抱。ă今有Ɛ多青
少年正象他一Õ，度着一种放肆，玩�，与浪Ǧ的生活，离弃了活水的泉源，就是那真正喜�的源
b，而
自己5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MYP 408.1}

上帝恩慈的邀请

上帝向每一个青少年K出邀ƳƱ：“我儿，要将你的心�我，我必保存它ī洁，我要以真正的福�
来ì足它的渴望。”上帝喜û使青年愉快，故此祂要他�将自己的心交Ŀ祂保守，俾使上帝所Ǯ与的
一切天Ǫ得以保持于活Ý健全的状�中。他�已ĺ承受了上帝所Ǯ生命的恩物。祂使心ţ跳=，祂
加予力量Ŀ每一ɚ天Ǫ才能。

409

ī正的�趣决不致Ǟ抑上帝的任何恩Ǯ。我�在追求那使我�的û情Ǽ离上帝的i�Ç，便是干
犯己身，并且得罪上帝了。青少年要考Ŷ到他�生存于世ĺ受考ʈ，乃是要看他�是否已具有配与
天使一同生活的品格。 {MYP 408.2}

当你的朋友:Ư你走上罪�愚妄的道途，而你周W的人都在ƞ探你，叫你忘ƌ上帝，Ǚ坏上帝所
交托Ŀ你的才能，并Ǟ低你天性中一切高Ǥ的成分Ç，<要抗拒他�。�要ƌ得你是主的��，是
用重价，就是上帝儿子的患ɕ与痛苦所�来的。 {MYP 409.1}

主耶ė要求你的服<。祂û你。你若�疑祂的û，且瞻望髑ʋ地。那从十字架上所反射出来的光
Ȇ，向你彰É那莫可言T之慈û的浩大。“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Ȓ人就是û我的。”我�先要藉殷
勤研究而熟悉上帝的ƫ命；然后再É明自己乃是他ɛ命的儿女。 {MYP 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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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帝的恩慈所环绕

上帝ƴ般的恩慈Ç刻ĂĽ着你；所以你常默念每日所享受福惠的来源以及是如何Ǯ与你的，Ȓ于
你乃是ɤ有裨益的。要ƈ上帝所Ǯ宝Ǥ的福惠在你心中Q起感恩之念。你无法数算上帝的恩惠，就
是祂向你表ă的恒久不断地慈û，因
Ȓ一切有如复ū的雨点那Õ多不š数。

410

慈云Ç常	近你，准a随Ç降落在你身上。你若能感佩救恩的宝ǤǭǮ，就必体会出你每日的振
兴和耶ė的保佑与慈û；你必得蒙引ɣ行在平安的道路上。 {MYP 409.3}

要ž察自然界中上帝的荣美事物，而容你的心因感恩而响慕那位Ǯ与者。有大自然的Ʒ本供Ŀ心
志以有益的研究。不可忘恩ǔ而不ɞ一切。要Ď开你悟性的眼目；看出在自然界中上帝律例的美
妙和ǅ，因而敬畏尊崇你的8造者，天地的大主宰。要以信心的眼目瞻望祂正慈û地垂ɞ你，以悲
�之声Ʊ：“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啊，当将你的心�我。”要�降耶ė，ȒÕ你便能以感恩之心Ʊ:“我
知道我的救Ǭ主活着。”你s耶ė所�的信心必能加强你的意志，并使你的品格\定不移。 {MYP 410.1}

你今生一切的幸福，平安，喜�，与成功，全在乎你真Ơ地信ǰ上帝。Ȓ种信心必u致真正ɛ服
上帝的ƫ命。你s上帝所有的ƅƙ和信心，乃是遏止ƴ般�行的最大力量，也是一切善行的=机。
{MYP 410.2}

当信耶ė
赦免你一切罪�的主，也是希望你在祂
你所ɢa的住`享受福�的主。祂要你生存
在祂面前，承受永恒的生命和荣耀的冠冕。1887年1月5日,青年u« {MYP 410.3}

411

交友的影响

青少年ļ交朋友乃是不可避免的，也自ɕ免不受到他�的影响。有不可思Ɗ的ȳȱ促使人与人的
心灵相Ȗ，以致心心相印互有默契。一个人会感受另一个人的ž念、情Ņ、与精神。Ȓ种交往若非
福惠，便成ē患。青少年可能互助互勉，在品行，性情，和知ƙ上有所ȿȓ；也可能任由自己L成
粗心大意不忠ś守的人，ļ果�生Ǚ德的影响。 {MYP 411.1}

±友一事乃是学生所�学�加以慎重考Ŷ的。在我�学校的青年当中，常可Kă有两等人：有的
是力求得蒙上帝的喜悦并服从~ȿ；有的却是ì�ȕ法犯Ĩ之念。如果青少年随�行�，他�的影
响@必投向生灵之Ã那一Ȍ；他�也必引Ư那些没有�藏\Ǔ不移之原6的人。 {MYP 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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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其人，先ž其友。”ȒơƱ得一点不ȸ。青少年并未Ƃ察他�所ș的友伴是如何É著地影
响了他�的品格和名誉。同气相求固人之常情，人�喜×和嗜好、��相投的人交友。凡自±与愚
妄邪�之人相交，甚于和ŝ明善良之人共`的，就É明自己的品格是不健全的。

412

他的û好和��可能起初与他所欲交往的朋友完全不同；但他既与Ȓ等人厮混，他的思想与感情
就有所改L；于是他便ý牲正的原6，以致于是不知不Ƃ而却不可避免地Ü落到他朋友的水准下
去。河川是怎Õ吸取其流域之土壤的特Ǜ，照Õ，青少年生活的原6与��也必
其交往之朋ȅ的
品性所感染。 {MYP 411.3}

能力的衡量

品格的\强在于两大要素，意志的能力，和自制的能力。Ɛ多青年Ʈ以
强烈而不受遏制的情Ņ

品格的\强；其m一个不能控制自己情Ņ的人乃是弱者。人的真正�大和高尚，乃是根据他抑制
自己情Ņ的能力，而非由情Ņ制服他的能力来衡量。那深感受辱，而仍能抑制情Ņ并且ɼ恕他仇Ã
的人，Ȓ才配称
强者。 {MYP 412.1}

上帝已Ǯ予我�智力和道德力；然而就大体而言，各人都是自己品格的建筑~。Ȓ建筑物日就月
将地近于完成。上帝的圣言警告我�，<要注意建筑的方法，并要确定是建立在永固的磐石上。日
子将到，我�的工作必然原原本本地É露出来。

413

ă在正是各人培养上帝所Ǯ能力的机会，以便在此世塑造成有
的品格，ɢa将来度更高尚的生
活。 {MYP 412.2}

ĝ信基督
个人的救主，必能使品格\强而Ę固。凡真心信服基督的人必端庄自守，Ç常ƌ得上
帝的慧眼在垂察他�，那o判�人的主在衡量道德的价*，而天上的ƴ智者也都在ž看将有何等Õ
的品格将要培养成功。 {MYP 413.1}

青少年之所以犯下十分�重的ȸƮ，乃是因
他�不会从年ȿ的ĺʈ中学�。学生s于父母和~
ȿ的忠告与指u，不可付之一笑甚或加以藐Ɓ。他��Ƨ珍Ɓ每一ɚ教Ɖ，同Ç且ƅ明自己ȑ需要
那比任何人所能Ŀ予的更深入的指u。基督一旦因信住在心中，祂的灵就必成
洁2并振兴灵命的
能力。心中的真理就不能不在生活上K¶出改良的影响来。…… {MYP 413.2}

凡离家在外，不再受父母直接管教的学生，<要ƌ得，他�天父的神目Ç常垂ɞ他�。祂怜û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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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祂深知他�所有的需要，明了他�所遭逢的ƞ探。祂洞悉他�最大的可能性，ɢa随Ç帮助他
�Ȏ到最高的Ò准，只要他�Ƃ察出自己的需要并t求祂的帮助。 {MYP 413.3}

同学�，你�的父母
你�献上的祈祷昼夜不住地升Ȏ上帝台前；他�以一片慈心天天�ƌ着你
�。

414

<要听从他�的:勉和忠告，并要决心尽全力超越于那ĂĽ你�的邪�之上。你�无从辨ƙ仇Ã
将是如何阴ɓ地活=，以X腐化你�的思想和��，并在心中ȯ成不正当的原6。 {MYP 413.4}

你�在初步走向Ȁ佻和宴�的道路Ç，或Ɛ看不出有什么真m的危ɓ，并以
自己何Ç欲改L方
Ȣ，便很容易改邪�正犹如未屈从�行之前一Õ。但Ȓ就ȸ了。Ɛ多人由于í交�友便逐步偏离ī
正的道路，而陷于他�一度ƅ
自己不可能Ü入的ȕ法和放肆的深渊。 {MYP 414.1}

凡向ƞ探ƈ步的学生就因而减弱了自己向善的影响，而且那因ȸƮ行径而L成�生之Ã的工具的
人，必ɜ因他在
别人途程中放下ĸ脚石的事上有份而向上帝交�。同学�何必与那叛逆的魁首Ŝ
合呢？何必要作他的爪牙去ƞ探别人呢？他�
什么不宁愿学�如何帮助并勉励同学与教~呢？他
�的特权乃是帮助教~�ǔ起重任，�付撒但所意X加重而使他�灰心痛苦的种种÷�困惑。他�
大可造就一种具有助益而令人快�的气氛。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欣然自Ƃ是已站在基督Ȓ一Ȍ，表ă
尊重秩序、殷勤、ɛ从，而一点也不肯以他的才能或影响力去B助那一切善良卓越事物的大Ã。
{MYP 414.2}

415

那ǐ守真理并s自己本分有正确ž念的学生，在影响他的同学�向基督的事上大有可
。凡与救
主一同ǔǽ的青年决不任性自Į；他�决不ɞŶ自私的享受和ì足。因
他�既在精神上与基督一
致，就必在行=上也与基督Ŝ合。我�学校中年ĨȂȿ的同学�当ƌ得，他�有力量可以B助陶冶
年Ȁ同学的��与行
；而且也�当竭力利用每一次的机会。但愿Ȓ班学生决心不因他�的影响而
将同学出D于仇Ã的手中。 {MYP 415.1}

耶ė必定帮助一切信靠祂的人。凡与基督Ŝ合的人可以随Ç得着幸福。他�循行救主所引ɣ的道
路，而
祂的ŏ故将肉体，Ȗ肉体的邪情私欲，都ȣ在十字架上了。他�已将自己的指望建立在基
督身上，所以地上的ɯ暴无力将他�从Ȓ\固的根基上卷走。 {MYP 415.2}

忠实可靠

青年男女啊，你�是否要成
忠m可靠，准a在任何情况下作毅然\持正的人，全在乎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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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决定。你切望养成正当的��么? 那么，就当与那班道德ž念正确而宗旨Ƕ向善良的人
友。

416

q容的宝ǤÇ光已ĺǮ予你，使你得以从品格中除2一切瑕疵，所以你�尽力而
，非但
要承
受未来的生命，也要在今世度有
的人生。善良的品格乃是Ȃ比金Ȯ更
宝Ǥ的ǩ本。它不受ĺá
恐慌或破�的影响，而且在所有属世ǖ物都被¥Ŭ一空之日，它却必Ű致丰足的«ǭ。正直，\
定，和恒忍，乃是人人所当ƅ真培养的品Ǜ；因
Ȓ些品Ǜ可以使®有者披上无可抵抗的能力，就
是使人强于行善，强于抗拒罪�和�付逆境的能力。 {MYP 415.3}

û好真理，以及旨在荣耀上帝的Ǘ任感，乃是增ȓ智力的最强有力的=机。学生具有了Ȓ种=
机，就不会Ȁ浮ɄŬ了。他必是Ç常ƅ真的。他必犹如置身于上帝神目垂ɞ之下从事研ƶ，确知全
天庭都在参与他的教育工作。他必成
高尚，q大和ų，彬彬有礼，与基督相似，而效能宏大的
人。他的心灵和意志都必与上帝的旨意和ǅ一致。《教育勉言》原文 {MYP 416.1}

417

感 化 力

基督的生活乃是一种广大无Ȍ的感化力，Ȓ感化力将祂与上帝也与全人类Ŝļ在一起了。上帝已
ĺ藉着基督将感化力授予人，使人不可能�
自己而活。就个人而言，我�都与我�的同胞相Ŝ，
都是上帝整个大家庭的一部分，而且我�都ǔ有相互的<。无Ƒƺ也不能离开同胞而独自生存；
因
各人的幸福是影响别人的。上帝的旨意乃是要各人Ƃ得自己s于别人的福利乃是必需的，并且
要Ɠ法促ȓ他�的幸福。 {MYP 417.1}

每一个人的四周都被一种独特的气氛ĂĽ着Ȓ种气氛或是充ì着那具有信心，勇气，与希望的Ǯ
生命的能力，并且�有û之芬芳的甘美；或者是黯淡而冷酷的，�有自私与不知足的阴影，或因�
存的罪�而散K出致命的毒素。由于我�四周的气氛，以致凡与我�交接来往的人都在有意无意中
受了影响。 {MYP 417.2}

我们的责任

Ȓ是我�无法逃避的Ǘ任。我�的言Ƭ，我�的�=，我�的服装，我�的行
，甚至Ȗ我�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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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表情，莫不具有感化力。如此造成的印象，其ļ果或善或�是没有人能衡量的。

418

如此所 Ȏ的每一个刺激就是撒下去的种子，将来必有其收Ű的。它是人事L迁的ȿȱ中之一Ă
Ū，要伸向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如果我�能因自己的榜Õ而帮助别人在善良的原6上有所ȿȓ，
那么我�就因此加Ŀ了他�行善的能力。然后他�再以Ȓ同Õ的感化力 Ŀ别人，别人再 Ŀ别
人。ȒÕ藉着我�无意中的感化力，千万的人就得蒙福惠了。 {MYP 417.3}

把一[小石子抛ȓ湖心，就可激起ã漪，Ȓã漪接二Ȗ三地£散开来；Y圈越来越大，一直Ȏ到
四周的岸Ȍ。我�的感化力也是如此。它逸出我�的知ƙ与控制力之外，或
人造福，或
人肇
ē。 {MYP 418.1}

人格就是力量。一个真Ơ，无私，敬虔的人生所作的无声的ŽƖ，�有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感化
力。我�若在自己本身的生活上表ă基督的品格，那就是在救人的工作上与祂合作了。而且只有在
我�的生活上表ă祂的品格，我�才能与祂合作。 {MYP 418.2}

我�感化力的范W越大，我�所能成就的善事也就越多。当那自ƅ是事奉上帝的人效法基督的榜
Õ，在他�的日常生活上m行律法的原6Ç，当他�的每一行=都Ɩ明他�以û上帝
至上并ûȝ
舍如同自己Ç，教会就必具有力量可以震撼世界了。《基督mƉ》原文 {MYP 418.3}

419

社交的选择

我�理�ș±最有利于我�灵性ȿȓ的社交，并且充分利用我�所能得到的各种帮助；因
撒但
将要布下Ɛ多障碍，使我�走向天国的ȓ程ŧɕ重重。我�或Ɛ要陷入ɕ堪的境况，因
Ɛ多人的
`境都不能得逐所愿；但我�却不�自甘暴露在不利于建造基督化品格的影响之下。若因śǗ所在
而不得不如此，就当加倍地儆醒祷告，以便靠ǰ基督的恩典\立而不致腐化。 {MYP 419.1}

ŕ得ș了所多ā城安家落¡，因
他注重所想得到的属世利益，而没有ɞ及那ĂĽ他和他家庭
的道德气氛。至于属世的事物，他所得到的究竟是什么呢？他的ǖ�都被Øð了，有一部分儿女也
与那邪�城市同遭Øð了，他的妻子在路旁L成了Č柱，他自己虽然得救，“乃象从火里ĺȏ的一
Õ。”况且他那出于自私所作ș±的�果不�限于此；那地方的道德Ǚ坏已深深交Ķ于他儿女的品格
中，以致他�竟不能辨ƙ善与�或罪与了。1884年5月29日,Ç兆 {MYP 419.2}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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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玉律

你在与人交往之Ç，�要Ɠ身`地
他�着想。要了解他�的情感，困ɕ，失望，喜�和�!。
当ƅ自己与他�相同合一，于是s待他�，就像你和他�易地而`Ç你所希望他�s待你的一Õ。
Ȓ就是Ơm的真ſ6。Ȓ是“û人如己”之律法的另一种表ă。而且Ȓ也就是先知道理的�Ĭ。Ȓ是属
天的原6也是凡配参与其圣洁交ǁ之人所必ɜ培养的。 {MYP 420.1}

Ȓ种金科玉律乃是真礼貌的原6，而且它的最正确m例可Žƴ耶ė的生活与品德。哎，我�救主
日常生活中所照耀出来的Ƨ是何等柔和美妙的光Ȇ！祂的	格所洋溢的Ƨ是何等的芳香啊！Ȓ同Õ
的精神也必表ă在祂儿女的身上。凡有基督同在的人，必
神圣的气氛所ĂĽ。他�ī白的衣袍必
散K主园囿中所有的芳香。他�的容貌要反照祂圣ɫ的光Ȇ，
ǹ跚而疲乏的脚步照亮道途。 {MYP

420.2}

凡s于Ï成完全品格的素Ǜ具有真m概念的人，就决不致不会表ă基督的同情和温柔。恩典的感
化乃要ǿ化人心，修ò并洁2人的情感，Ǫ与天生的�美与礼�的ž念。《山Ȍ宝Ɖ》原文 {MYP

420.3}

421

真实的高雅

主耶ė要我�承ƅ每一个人的权利。人在社会上的权利，以及做基督徒的权利，都�当加以重
Ɓ。当以高雅殷勤s待�人，Ɓ之
上帝的儿女。 {MYP 421.1}

基督教必能使人成
君子。基督原是彬彬有礼的，甚至s待那班逼迫祂的人也是如此；凡真正跟
从祂的人也必表ă同Õ的精神。且看保ŕ被�到官ȿ面前的Ç候。他在�基帕王面前的演辞，乃是
真礼貌和Ʊ服人之Ȋ才的例Ɩ。福音并不助ȿ世俗ɯ行的客套，却鼓励那出自衷心真²的礼貌。
{MYP 421.2}

刻意修�生活外表的礼�，m不足以摒除一切急躁，苛Ɨ和不适当的言Ƭ。人只要仍存有惟我独
尊的�度，就决不会É出真正的文雅来。必ɜ有û存在心中。一个ī全基督徒的行
=机乃是从他
内心深`û祂主的意念而生的。从他那û基督的心，才生K出s他弟兄的无私之关�。ûǪ予其®
有者以文雅，礼�和�美的品行。它使人容光úK，声Ƽ柔和；它使整个的人文雅而高Ǥ。《服<
真ƣ》原文 {MYP 421.3}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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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礼貌的需要

有一个最大的需要，就是凡明白上帝旨意的男女，都�当学�如何在祂圣工上作有效的工人。他
��是彬彬有礼善体人意的人，全无世俗之ȅĐ揉造作的虚ɸ，和装腔作�的假笑；却表ă出那�
有天国气氛的修养和真礼貌，Ȓ是每一与上帝性情有份的基督徒所必具有的。守安息日之人的行列
中既缺乏真正高尚的品德和基督徒的修养，Ȓs于我�整个V体乃是不利的，并且使我�所自承信
仰的真理令人嫌憎。心意与��的教育很可以推ȓ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如果相信真理的人ă在不利
用自己的特权与机会得以ȿ大成人，ì有基督ȿ成的身量，他�就必不能将荣耀�于真理的事�，
也不能荣耀基督。《教会Ɩ言》卷四原文 {MYP 422.1}

友伴的选择

凡与基督和ǅ的青年就必ș±一些能帮助他�行事正直的友伴，也必Ȕ避那些不能B助他�培养
正原6和高尚宗旨的社交。到`都可以Kă一些思想Ƕ于下流的青少年。在与Ȓ一等人交往Ç，
凡已毫无保留置身于基督一Ȍ的人，就必\持他�的理智和良知所辨明
正的。《教育勉言》原文
{MYP 422.2}

423

拒绝世俗的社交

青少年�慎重地考Ŷ自己一生的目的与工作，并奠定人生的基Ē，<使自己的��不致遭受腐化
的感染。如果他�要站在能感化别人的地位上，他�就必ɜ独立自恃。湖上素ů的根穿ȏ水底的垃
圾和淤泥而深入地中，借着它多孔的花茎从其中吸取那足以助它成ȿ的养料，而得使它那ī洁无瑕
的花朵静息于湖水的�中。凡足以Ǚ坏或!·它无疵之美的，它都予以拒Ł。 {MYP 423.1}

我�可以从ů花学�一ɚ教Ɖ，Į然被Ɛ多足以Ǚ坏道德并腐ŷ心灵的�影响所包W，但我�仍
可拒Ł受到腐化，并置身于邪�社交不致腐化我�心灵之`。青少年�当个别地追求与那些以Ę健
步伐力争上游的人
伍。他��当Ȕ避那班吸收一切邪�影响，懈怠而无ùƠ追求Ȏ到高尚品格Ò
准，且不足以信ǰ
忠于原6的人。惟愿青少年要常与那些敬û上帝的人交往，那在湖水胸�Ʌ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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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其ī白花朵的素ů，正是代表Ȓ些高尚而\定的人物。

424

他�拒Ł凡足以Ǚ坏道德之影响的薰陶而只搜集那一切足以帮助他�培养ī洁而高Ǥ之品Ǜ的一
切。他�正致力于求与那神圣的模范相合一致。1893年1月5日,青年u« {MYP 423.2}

言语足以造就人

在基督徒之Ʌ，很少ǀƑ到自己生活中珍Ǥ的ĺʈ。Ƭ言才干的í用已ĺ·害了上帝的圣工，也
侮辱了上帝。人心中既�藏嫉妒，猜疑，和自私的意念，6所ƍ的ơ就É露出其内在的Ǚ坏。Ɛ多
称
基督名下的人�于放任�念与�言。Ȓ班人很少提到上帝将祂儿子ǮĿ世人所彰É的良善、怜
�、与慈û。祂既已
我�成就了Ȓ事，我�z不需要向祂表示敬û和感恩N？我�z不�竭力以
我�的言Ƭ，作
我�在基督徒ĺʈ上互相帮助，彼此勉励的ǩ料N？如果我�真û基督，我�就
必在言Ƭ上荣耀祂。不信的人往往会因听Žɡǳ和感Ǎ上帝的ī洁言Ƭ而受感信服。1898年1月25
日, ƗƑ与通Ƌ {MYP 424.1}

我们的感化力

基督徒的榜Õ和行
以及言Ƭ，�足以在罪人心中引起渴求来就生命之泉的愿望。1887年11月29
日,ƗƑ与通Ƌ {MYP 424.2}

425

高尚的言语

在学Ì上受ȏ最良好教育的人，未必都是上帝所能使用的最有效的器皿。Ɛ多人Kă自己被弃置
一旁，竟
一些在�本知ƙ上Ȕ不如他�的人所取而代之；因后者具有日常生活所需用的mɑ知
ƙ；而那些自以
有学ɂ的人，往往ķ止作学�者而自ì自ǔ，不肯受教，甚至Ȗ�世ɉ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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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耶ė，他�也不愿向祂ɣ教。 {MYP 425.1}

凡已成ȿ而£展，并藉深切Ñ考圣ĺ增ȓ自己理解力而得以Ȋƙ上帝旨意的人，必居于有
的地
位；因
上帝的圣言已ĺ深入他�生活和品格之中。Ȓ圣言必成就其特殊的工作，甚至魂与灵，骨
Ū与骨髓，都被刺入剖开，Ȗ心中的思想和主意也都一一辨明。上帝的圣言要成
基督徒所ǰ以在
灵性和智力方面增强的ű养，使他可以
真理和公而 。 {MYP 425.2}

标准低下的原因


什么我�的青年，甚至ȖȂ
年ȿ的人，都非常Ȁ易被Ư陷入ƞ探和罪�之中呢？那就是因

他�没有按�尽的分研究并思考上帝的圣言。

426

如果圣言受到重Ɓ，就必有内在的正直，灵性上的力量，足以抵拒撒但引Ư作�的ƞ探。生活和
品格之中并未采取\定Ę固的意志，因
未曾以上帝的神圣教Ɖ作
默想和研究的ɪ旨，也没有作
�尽的努力，以求使自己的思想得与ī正圣洁的意念相Ŝ，而Ȕ避不洁不确的。他�没有ș那上
好的福分，象ʁ利�一般坐在耶ė脚前，学�那位神圣教~最圣洁的教Ɖ，以便存ƌ在心，并在日
常生活中m践出来。默念圣洁的事物必能提高并ò2人的思想，培养出基督化的淑女与君子。 {MYP

425.3}

上帝必不悦ĭ我�当中凡因思想，言Ƭ，或行=在Į欲的属世，低下生活中作Ǣ自己才能的人。
天国乃是ī正圣洁的地方，任何人非ĺȏȻò、洗å、洁2、而成
属灵的，就不能ȓ去。我�有
一番ɜ
自己而作的工作，而且我�惟有从耶ėɣ受能力方能作成。我��当以圣ĺ
我�的研究
s象，超越任何其它的�本；我��当喜û它，并且承ƅ它
上帝的声音而ɛ从它。我�必ɜ察辨
并明了祂的禁例和ſ条，就是“你当”和“你不可”的ơ，并体会上帝圣言的真。 {MYP 426.1}

需要具有属天的心意

427

我�既以上帝的圣言
自己的ɞɂ，并在圣ĺ中t求真光，天上使者就	近来感=心意并O迪悟
性，以致于能够mm在在地Ʊ：“你的言Ƭ一解开,就K出亮光，使愚人通Ȏ。”既然很少注重上帝的
圣言，6在一般自承相信基督教的青少年中很少表ă属天的心意，也就不足
奇。神圣的指u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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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ſ:也不听从；不追求恩典和天上的智慧，以期避免重犯ȏ去的罪，并从品格中除去一切Ǚ
坏的Û染。大F的祈祷乃是：“求你使我明白你的ƉƜ，我就思想你的奇事。” {MYP 427.1}

如果我�的青少年和年ȿ的人相`在一起Ç能在思想上受到正确的指u，他�的ǀơ就必在高尚
的ɪ旨上。人的思想ī洁，心思
上帝的道理所提°，6其言Ƭ也必具有同Õ的特Ǜ，“就如金萍果
放在Ȯ网子里。”但是既有目前的理解，目前的行
，以及一般自称
基督徒之人也甚至ì意Ȏ成的
低下Ò准，其言ǀ就是卑Ǣ无益的，“是出于地，乃属土，”并未含有一点真理或属天的气味，甚至Ȃ
比一般修养有素的世人ȑ不如。 {MYP 427.2}

强有力的成圣程序

基督和天国一旦成
默念的ɪ旨，6言ǀ自必Ɩ明此事。

428

ơƬ中必有恩惠Ƽ和，而K言者也必Ɩ明他曾在神圣大教~的門下受教。Ɵ人Ʊ：“我ș了忠信
的道，将你的典章¿在我面前。”他非常珍Ɓ上帝的圣言。圣言已深入于他的悟性之中，他决未Ȁ
Ɓ，却付ƴm践于生活之中。…… {MYP 427.3}

每天每Ç，都必ɜ有强有力的克己与成圣的程序在心中ȓ行着；于是，外表的行
就必Ɩ明确有
耶ė因信居住在心。成圣的工作决不会堵塞心灵吸收知ƙ的通路，却要£展心智，激K它去探求真
理，象搜tɔ藏的ǖ宝一Õ；而且有关上帝旨意的知ƙ也必促ȓ成圣的工作。噫，天国乃是确有
的，我�Ƨ当如何ù切地努力去得着呀！ {MYP 428.1}

我奉:我�各ħ学校和大学的同学�，<要相信耶ė
你�的救主。要相信当你�本着Ơ心m意
来求祂的Ç候，祂要随ÇǮ恩帮助你�。你�<要
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你�<要
生命的冠冕而
Ȃ力争š。<要努力d斗，因
撒但的魔掌正放在你�身上；如果你�不µ脱他的权@，你�就必
致麻庳而ð亡。仇ÃĂ伺于你的左右前后；你必ɜ把他践踏于脚下。要努力d斗，因
有冠冕亟待
ǵ取。要努力d斗，因你若不ǵ得那冠冕，你就�失今世和来生的一切了；要努力d斗，但<ɜ依
靠你复活之主的能力。1888年8月21日,ƗƑ与通Ƌ {MYP 428.2}

429

年轻时的放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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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的青年朋友，你�虽只以片刻的ÇɅ播撒野麦，但ķ必有其收Ű而使你�ķ身苦�；一Ç的
疏忽一次屈从ƞ探可能使你�整个人生Ǽ入ȸƮ的方向。青春ɕ再；<要有所作
。当你�一度身
H此境，就永不能返回来Ģ正自己的ȸƮ了。凡不肯与上帝Ŝ合，而竟置身于撒但的ƞ探之下的
人，必然跌倒。 {MYP 429.1}

上帝正在考ʈ每一个青少年。Ɛ多人常以那ɋHȂ深的自命
信徒之人的ȸƮ榜Õ
藉口，原ƾ
自己的疏忽和不敬虔。然而Ȓ却不�阻碍任何人的正当行
。在最后交�的日子，你�再不会提出
ă在的托辞了。那Ç你�必被公正地定罪，因
你�明知Ȓ是正路，却故意不肯行在其Ʌ。 {MYP

429.2}

试 探

那欺ƚ者的魁首撒但。化装
光明的天使，来使青少年遭受他种种似是而非的ƞ探，并有效地引
Ư他�一步一步地偏离<之途。他被形容
控告弟兄的，欺ʉ人的，Ʊ慌ơ的，使人痛苦的，和
Í害人的。“犯罪的就是属魔鬼。”每一件犯法的行
都u致生灵被定
罪，并激起上帝的忿怒。

430

人心中的思想意念，都
上帝所洞悉。心中既已�藏�念，6无需Žƴ言行u致罪行的完成，使
人被定
有罪。心灵既遭Û·，那ƞ探者也就得š了。 {MYP 429.3}

各人被ƞ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ü引Ư惑的。他因ɛ从自己的心愿，而致偏离了道德和真m善良
的道路。如果青少年具有道的正直，即使是最强烈的ƞ探也可能�于徒然。ƞ探你固然是撒但的
行
；但屈从ƞ探却是你自己的行=。撒但全0所有的一切力量，都不足以迫使任何受ƞ探的人犯
罪。罪是无可推Ƹ的。 {MYP 430.1}

当某些青年正在荒唐和愚妄的事上浪Ǧ精力的Ç候，别的青年却在Ȼò自己的才智，-藏知ƙ，

人生的 斗而磨厉以ɜ，决心抵成。但他�若不使自己的û集中于上帝，6不ƑƞXǸ登何等的
高`，他�都不能成功。如果他�能全心全意地Ǽ向主，而拒Ł一切企X以极Ȁ微程度削弱他�行
决心之人所ƍƽ媚的ơ，他�就必在上帝里面得着能力和依仗。 {MYP 430.2}

荒唐的娱乐并非真幸福

凡喜好交游的人往往放ĮȒ种癖好，直到它控制了一切的欲求。ƍ究穿着，流Ȗ于游�Z所，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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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及ǀƑ一些比虚浮更Ȁ微的ơɪ，Ȓ就是他�生活的目的。他�不耐÷ƶĺ或思念属天的事。没
有够刺激的事物，他�就非常ɕȏ。

431

他�自身无力Ű享喜�；必ɜ依靠其他和他�一Õ放Ŭ愚妄的青年来助兴。那原可献于高尚宗旨
的能力，却耗于愚妄的事上去了。 {MYP 430.3}

凡在Ñ考上帝圣言和祈祷Ç辰中t求快�与幸福的青年，就ĺ常从生命的泉源取水而得以振d精
神。他必定Ȏ到的道德崇高Ò准和思想广大境地，乃是别人所ɕ以想象的。与上帝交通助ȿ善良的
思想，高尚的愿望，s真理的清楚ƅƙ，和行
上的崇高=机。凡如此使自己的心灵与上帝Ŝ合的
人，就必蒙祂承ƅ
祂的儿女。他�要不住地上ȓ，高而又高，s于上帝和永生Ű得更清晰的Ž
解，直到主使他�成
 送亮光与智慧Ŀ世人的通路。…… {MYP 431.1}

凡住在耶ė里面的人，必在上帝里面享受幸福，喜�，和愉快。声音必以温和
Ò志，行=上必
表ă尊敬属灵和永恒的事物，而且从口中常有妙音喜�之妙音的�和K出，因
那是从上帝宝座那
里ɰ送而来的。Ȓ就是敬虔的奥秘，是人所不易解Ƞ，却仍可体ʈ并享受到的。一ɩɝ梗悖逆的心
固然可以ġɁ其門，拒Ł上帝恩惠的一切甜美影响，和在圣灵里的一切喜�；但智慧的道乃是安
�，他的路全是平安。我�与基督的Ŝ合越密切，我�的言Ƭ和行
就必越表ă祂的恩典所有制服
及L化的能力。《教会Ɩ言》卷四原文 {MYP 431.2}

432

无信仰的宾客

基督徒ș一些与上帝既无Ŝŀ，而其行
又不蒙悦ĭ的人作他�的友伴，Ȓ是不安全的。然而
却仍有多少自命
基督徒的人冒ɓ踏入禁地。Ɛ多人邀Ƴ一些虚浮、Ȁ佻、和不虔敬的�友到自己
的家中；Ȓ些无宗教信仰之r客的榜Õ和影响，往往在儿童心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象。ȒÕ�生的影
响，正与古Ç希伯来人和不敬虔的迦南人来往Ç所�生的相同。…… {MYP 432.1}

Ɛ多人Ƃ得他�s于无宗教信仰的�友必ɜ稍稍迁就一些。往往迁就的界限既然不容易划清，一
次迁就便
再一次开路，直到那些曾ĺ一度作基督真門徒的人在生活和品格上完全与世俗同化了。
他�与上帝的Ŝ系中断了。他�只是徒有其名的基督徒而已。一旦考ʈ的Ç期来到，他�的指望便
É明是毫无基Ē。他�已ĺ将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出DĿ仇Ã了。他�已ĺ羞辱了上帝，所以在祂公
的o判É示Ç，他�必要收Ű所种的。基督必要像s古代以色列人一Õs他�Ʊ：“你�竟没有听
从我的ơ；
何ȒÕ行呢？” 1881年6月2日,Ç兆 {MYP 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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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434

第十五篇恋û与婚姻

家庭的关系乃是世上最�密、最温馨而且最神圣的。它原是
ǂ求人类的幸福而制定的。无Ƒ何
`，婚Ħ的Ōļ若基于理智，本着敬畏上帝的心，并s于婚Ħ的Ǘ任加以适当的考Ŷ，6家庭关系
确是福惠。《服<真ƣ》 {MYP 434.1}

435

真诚的爱

û是一种珍Ǥ的恩Ǯ，是我�从耶ė那里所ɣ受的。ī洁神圣的û并不是一种感Ƃ，乃是一ɚ原
6。凡
真Ơ的û所激励的人，既不是无理智的，也不是盲目的。他�既蒙圣灵的教u，就以û上
帝
至上，并且ûȝ舍如同自己。 {MYP 435.1}

但愿正在考Ŷļ婚的人权衡所要与之ķ身命Ȑ相Ȗ之人的一切情感，ž察其品格各方面的K展。
在Ŝ姻ȓ程的每一步ʊ中，都当表ă出ǐ慎，ī朴，真Ơ，并�²尊荣上帝求蒙祂喜悦的特性。婚
姻一事影响婚后今世和来世的生活。忠Ơ的基督徒决不作上帝不能ƅ可的任何ƃ划。 {MYP 435.2}

虚心求教

你若幸而有敬畏上帝的父母，就当求教于他�。将你的希望和ƃ划向他�ɒ明，学�他�人生ĺ
H中所Ŀ予的教Ɖ，ȒÕ你就可以免除Ɛ多痛心之事了。最要ġ的是：当以基督作你的ɞɂ。要凭
着祈祷去研究祂的圣言。 {MYP 435.3}

但愿青年女子在ȒÕ的指u之下，只接受一位具有īļ，7强，有大丈夫气概之品Ǜ的，勤(，
有抱ǔ，而且Ơm的，敬畏上帝的男子
她ķ身的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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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也愿青年男子t求一位适于分任他�ǔ的人生重担，其感化力必使他高Ǥ而文雅，并使他在她的
û中Ű致幸福的女子守在他的身旁。 {MYP 435.4}

”ǘ慧的妻，是耶和A所Ǯ的。”“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她开口，就
K智慧；她舌b上有仁慈的法6；她ž察家<，并不吃Ʉɶ。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
称ǳ她Ʊ：才德女子很多，惟独你超ȏ一切。”得到ȒÕ一位妻子的人，便是“得着好`，也是蒙了耶
和A的恩惠。”《服<真ƣ》原文 {MYP 436.1}

伴侣的选择

基督化青年在建立友ǁ和ș±伴$的事上，�当十分ǐ慎。<要提防,以免你ă在以
是ī金的,
竟然是劣Ǜ的金属。世俗化的友伴每易¯阻你事奉上帝，而且有Ɛ多人正因与那些Ł不能促使他�
高尚尊Ǥ的人，在事�或婚姻的关系上有了不幸的ļ合，以致Ǚ亡了。上帝的子民万不可冒ɓ擅入
禁地。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ļ婚，乃是上帝所禁止的。可惜往往那未曾更新的心仍要遂行所欲，
因而成立了上帝所不ƅ可的婚姻。《基督教育原理》原文 {MYP 436.2}

437

不适当的求爱方式

※Ŀ某君个人的Ɩ言 {MYP 437.1}

你品格中缺少\定和克己的成分，Ȓs于你Ű得一种并不象流沙般的真正宗教ĺʈ，乃是个�重
的障碍。�培养\定而正直的决心。Ȓ些品Ǜ乃是成功的基督徒人生所不可或缺的。如果你有正直
的心志，你就必不至于=À而偏离正了。任何=机都不足以使你偏离<的正道；你s于上帝必
忠Ǔ不二。情感与恋û的要求，友ǁ的渴望，都不致使你偏离真理与<；你必不因个人的û好而
ý牲本分。 {MYP 437.2}

我的弟兄，如果你因受Ư而将自己的ķ身利益与一个年Ȁ，没有ĺʈ，而s于人生普通mɑ的日
常<的确缺少教育的女子相ļ合，那么你ȸ了；何况她s于她向上帝所当尽之<的无知,Ȃ比Ȓ
种缺乏ȑ大呢。她并非缺乏亮光,她曾ĺ享有宗教方面的权利，然而却从未感Ƃ到自己离开基督的可
怜罪况。 {MYP 4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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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宗教经验的影响

你如果在你的迷恋期Ʌ，
了要去同一个不û上帝并看不到宗教生活的=人之`的女子厮混，竟
能屡次放弃参加那有上帝与祂子民相聚的祈祷会，你又怎能期望上帝会使Ȓ种ļ合成功呢？ {MYP

437.4}

438

不可操之ȏ急。不当摧促早婚。青年男女若有任何一方不尊重上帝的要求，他�若忽Ɓ宗教信仰
所加于他�的Ħ束，那么他�也很可能有s丈夫或妻子的合法要求不予以重Ɓ的危ɓ。你��同你
所ș的û人厮混在一起，而因此ý牲你宗教的特权和祈祷的Ç辰，那是危ɓ的；你所遭受的·失
乃是你所承担不起的。 {MYP 438.1}

深夜絮ǀ的�尚虽甚流行，却
上帝所不悦，即使你�二人都是基督徒也不当如此。ȒÕ不适宜
的ÇɅ有碍健康，使人的心意次日不适于尽ś，且有不良的表ă。我的弟兄，我希望你具有足够的
自尊心，Ȕ避Ȓ种求û的方式。如果你�以荣耀上帝
念，你就必ǐ慎小心而行。你决不会ƈ恋û
相思的情感主使你的心眼失明，以致你不能辨ƙ出上帝在你Ȓ基督徒身上所有崇高的要求。《教
会Ɩ言》卷三原文 {MYP 438.2}

早 婚

早婚是不可鼓励的。象婚姻Ȓ种关系重大而后果影响深Ȕ的事，Ł不�当在智力和体力未曾完全
K育之前，未作充分准a便ǥ然ȓ行。《服<真ƣ》原文 {MYP 438.3}

439

与不信的人订婚

�û的姊妹：我听Ʊ你考Ŷ和一个宗教信仰与你并不一致的人ļ婚，我深恐你未曾sȒ件重大的
事加以慎重的衡量。在你采取Ȓ足以影响你未来生活的步ʊ之前，我�:你sȒ个ɂɪ予以慎重而
虔Ơ的深思熟Ŷ。Ȓ新的关系是否会成
真幸福的来源呢？它是否会在基督徒的生活上Ŀ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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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能得蒙上帝喜悦么？你的榜Õ是否可令别人安全效法呢？ {MYP 439.1}

爱情的试探

每一个女子在�Ɛ一ɚ婚Ħ之前，�ƧÑɂ那个她行将与之命Ȑ相共的人是否相宜。他ȏ去
人
如何？他的生活是否ī洁呢？他所表ă的û情是不是高尚而卓越的，或�是情感的冲=的喜û而
已？他是否具有足以使她幸福的品Ǜ？她能在他的û情中享受真正的平安与喜�么？她能否容Ɛ保
留自己的个性，或是必ɜ将自己的意Ž及良心交由丈夫去控制？她既身
基督的門徒，就不是属于
自己的；而是用重价�来的。她能否尊重救主的要求
至上？能否保持身体与心灵，思想与意志的
ī正和圣洁？Ȓ些ɂɪs于每一ȓ行建立婚姻关系之女子的幸福，关系至
重大。 {MYP 439.2}

440

家庭中需要宗教。惟有宗教才能防止那往往使婚后生活痛苦的�重ȸƮ。惟有在基督作主的地方
才有深厚，真Ơ，无私的û，ȒÕ就必心心相印，而使双方的生活ǅ合无Ʌ。上帝的使者必
家中
的Ǥr，并因他�神圣的守ª而使新房成
圣地卑Ǣ的情欲必然ʄ除。思想意念必被引uǶ向上
帝；心的�Ơ亦必上Ȏ于祂。 {MYP 440.1}

悖逆的后果

人心渴求人类之û，但Ȓ种û用来代替耶ė的û，却不够\强，不够ī洁，也不够珍Ǥ。妻子惟
有在她的救主那里才能t得智慧，能力，和恩典去�付人生的操?，Ǘ任和�患。她�Ƨ以祂
自
己的力量及向u。但愿女子在将自己ƐĿ任何属世朋友之前，先将她自己奉献Ŀ基督，不与人K生
任何与此关系冲突的关系。凡t求真幸福的人，必ɜ有上天降福于他�一切所有的和一切所行的事
上。那使Ɛ多人的心和家庭充ì痛苦的，乃是因
ȕ背上帝。我的姊妹啊，除非你自愿有一个阴影
永不消散的家庭，万不可同一个与上帝
Ã的人ļ合。 {MYP 440.2}

我既然ɢ期在o判Ç要
此承ǔ言Ǘ，就奉:你<要考Ŷ你所打算要走的Ȓ一步路。要扣心自
ɂ：“不信主的丈夫z不会u使我的思想Ǽ离耶ėN？

441

他是个û宴�ȏ于û上帝的人，z不要引Ư我去享受他所�享的一切么？”那引到永生的路乃是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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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ɕ行的。不可再拿ɬ外的重ȁ来阻碍你的ȓ步。…… {MYP 440.3}

如今
Ç未晚，我愿警告你所面	的危ɓ。你听了几句甜言蜜Ƭ，就被Ư相信一切都必ɛ利，但
你并不洞悉那提示Ȓ些悦耳之言的=机。你也看不出那ɔ藏于心中之邪�的深度。你不能看Ž幕后
的情景，也无法辨ƙ撒但
你的心灵所布置的网ŕ。他要引Ư你如此行，以便他容易挨近，好用他
ƞ探的毒箭向你瞄准。决不可Ŀ他占取一点�@。当上帝在祂仆人心中Ȑ行之ɑ，撒但也在藉着悖
逆之子作工，基督与彼列之Ʌ没有任何BƼ，二者Ł不能和ǅ。与不信主的人ļ合就是置身于撒但
的境地。你使上帝的圣灵担�，并且�失祂的保ª。在你
永生而作的 争上，你能受得起Ȓ种可
怕的不利于你的事N？ {MYP 441.1}

解除婚约

你或Ɛ会Ʊ：“我已ĺ�Ɛ了，ɕ道ă在ȑ要收回N？”我的答复是：如果你的�Ɛ是与圣ĺ相
背，那你就�Ƨ毫不ȗ疑地收回ƐƵ，并在上帝面前
你在迷恋之中ǥ然如此允Ƶ而虚心�悔。你
存敬畏上帝的心收回ȒÕ的ƐƵ，�š于履行它而因此羞辱你的8造主。 {MYP 441.2}

442

�要ƌ得，你有天国正待争取，有一条公然引向ð亡之路必ɜȔ避。上帝言出必行，决不反悔。
祂既会禁止始祖取食分别善�之Ô的果子，他�的ȕ命便Ŀ全世界开O了灾ē的ɇ門。我�若是与
上帝背道而ʃ，祂必与我�相背而行。我�唯一安全之道乃是ɛ从祂的一切要求，不ƃ任何代价。
祂所有的要求尽都基于无ę的仁慈与智慧。《教会Ɩ言》原文卷五 {MYP 442.1}

审慎判断力的必要

基于社会幸福和学生本身最高利益的需要起Ž，他�在本身品格尚未型成，判断力尚未成熟，而
又不能享有父母的照管和指uÇ，他�不�作ș±ķ身配偶的wƞ。…… {MYP 442.2}

凡力求保ª青年脱离撒但的ƞ探，并ɢa他�度有
之人生的人，乃是在从事有益的工作。我�
×喜看到任何一个教育机Ïƅ清青年的合宜管理与Ɖ育之重要性。但愿Ȓ一班教~的努力ķ于Ű得
成功。《基督教育原理》原文 {MYP 442.3}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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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忠告与指导

青年在Ȓ危ɓ而Ǚ坏的Ç代中，易于遭遇Ɛ多的考ʈ与ƞ探。不少人正在危ɓ的港口航行，他�
需要一个ɣ港人；但他�却不屑接受自己所需要的帮助，自Ƃ足能
自己的船只操舵。殊不知他�
的船只行将触礁，有使信仰和幸福破ð的危ɓ。他�沉迷于恋û与婚姻的ɂɪ，而首要的抱ǔ就是
遂行己愿。他�在Ȓ一生最重要的Ç期ɤ需要ĳȎ无Ʈ的ɞɂ，和万无一失的向u。在上帝的圣言
中，Ȓ一切皆都可求取得到。他�若不殷勤研究圣言，就ɕ免要犯�重的ȸƮ，以致·害到自己和
别人今生及来生的幸福。 {MYP 443.1}

Ɛ多人具有ʍ莽而固¢的性情。他�没有听从上帝的圣言中明智的:u；他�没有与自我争 ，
Ű得宝Ǥ的š利；以致他�那ʇ傲倔强的意志竟促使他�偏离了<与ɛ命之途。青年朋友�啊，
要回ɞ你�ȏ去的生活，并依照圣ĺ的指示，老老mm地考Ŷ自己的行径。你有没有凭着良知，存
心珍Ɓ圣ĺ所命定有关你s于父母所�尽的本分？你有没有以�切敬û之情，s待那自幼照ɞ你的
慈母？

444

你有没有ɞ及她的期Ɛ，或是以遂行你自己的心意和ƃ划，而致使她!心悲痛？你所信奉的真理
有没有使你的心成圣，并使你的意志柔ɛʂ服？如果没有的ơ，你有一番深切慎密的工作要作，俾
Ģ正以往的ȸƮ。 {MYP 443.2}

完善的向导

圣ĺ提供了完美的品格Ò准。Ȓ部由上帝所默示而ĺƴ先ǘ所写作的圣�，乃是在人生一切境遇
之中的完善向u。它清清楚楚地宣示老幼当尽的<。若以之
人生的指南，6其教Ɖ就必引人向
上。它必提高思想，改善品格，并Ŀ予内心以平安和喜�。可惜Ɛ多青年竟然ș±自己作自己的ɞ
ɂ和响u，而自行解决他�的ɂɪ。ȒÕ的青年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圣ĺ中的教Ɖ。他�必能在其篇
章中Kăs于父母和同道弟兄�尽的<。第五条ƫ命Ʊ：“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A你上
帝所ǮĿ你的地上得以ȿ久。”ȑ有“你�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Ȓ是理所当然的。” {MYP 444.1}

É明我�ă今是`于末Ç的征兆之一，乃是儿女ȕ背父母，忘恩ǔ，心不圣洁。上帝的圣言中
ìȁ着命人孝敬父母的典章与Ɖǉ。它向青年强ƼȒ个神圣的<，就是要敬û并奉养那曾扶育他
�自k儿，孩童，青年，一直到ȿ大
成年男女，而ă今却亟ɜ依靠他�得享平安幸福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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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圣ĺs于Ȓ个ɂɪ有最明确的指示；可惜其教Ɖ竟大都被人忽Ɓ了。 {MYP 444.2}

青年有Ɛ多�当学�的Ʒ程，而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学会ƅƙ自己。他��s自己向父母所当尽的
本分及<有正确的ž念，并�常在基督的門下学�如何存心柔和Ǐ卑。他�一方面要敬û并孝ɛ
自己的父母�，同Ç也要尊重教会中有ĺʈ之ȿ者的Ž解。 {MYP 445.1}

光明正大的行为

一个青年男子同一个青年女子来往交友，而背着她的父母6其行
s于那女子和她的父母，并非
高尚基督徒所当行的。他可能借秘密的通信和Ħ会博得那女子的心，但他Ȓ种行
却不能表ă凡作
上帝儿女之人所具有的心灵的高Ǥ与正直。他�
求Ȏ到目的起Ž，所行的既不正大光明，又不符
合圣ĺ的Ò准，Ȓ就É明他�不忠于那疼û他�并竭力要作他�忠心čª者的人。在Ȓ种影响之下
所建立的婚姻关系，乃是与上帝的圣言不相符的。凡有意引Ư一个作女儿的偏离本分，又使她s于
当孝敬父母的上帝的明确ƫ命ž念混乱，ȒÕ的人是不会忠于婚姻<的。 {MYP 445.2}

446

或ɂ：“少年人用什么洁2他的行
呢？”回答是：“要遵行你的ơ。”一个以圣ĺ
向u的青年人，
�不至于Ʈƅ本分及安全之路。那部有福之�必教u他保守他品格的ī正，作Ơm的人，避免欺ƚ
的行
：“不可偷盗。”乃是上帝�手写在石版上的ơ，然而m行并且原宥阴ɓ盗窃û情的行
何其
多！ {MYP 446.1}

男女之Ʌ保持虚ɸ的求û行
，私下信函来往，以致那没有ĺʈ而不知道Ȓ些事将要K展到什么
地步的女孩子多少有几分与父母疏Ȕ，而委身与那在行
上É示是不*得她û的男子了。圣ĺǒǗ
一切不Ơm的行
，并且吩咐人在任何情形下<要行事正直。凡以圣ĺ
自己青年Ç期的向u，

脚前之灯的人，就必在各Õ的事上ɛ从其中的教Ɖ。他Į然必ɜ付出很大的ý牲，也决不至
了成
全某ɚ目的而ȕ犯律法的一点一划。他若相信圣ĺ，就必知道他若偏离�格的正道，上帝的福惠决
不降Ǯ与他。虽然他一Ç似乎ɛ利，ķ必自食其果。 {MYP 446.2}

ă代所造成的Ɛ多不适当和不合理的ļ合，乃是上帝所咒Ƙ的。

447

如果圣ĺs于Ȓ类ɂɪ的教Ɖ含糊不明，6今日Ɛ多青年在彼此情感的交流上所犯的ȸƮ或可原
ƾ。然而圣ĺ的要求决不是不�底的命令；其所要求的乃是思想，言Ƭ，和行
的全然ī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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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Ǎ上帝，因
祂的圣言乃是我�脚前的灯，使人不致迷失<之途。青年�以求教于其篇章并听
从其:ƫ
己<；因
偏离其中的Ɖư往往招致可悲的ȸƮ。 {MYP 446.3}

需要正确的判断力

若有什么ɂɪ是必需以ȼ定的理智及不
感情所=的判断去思考的，那便是婚姻的ɂɪ。若有什
么Ç候是需要以圣ĺ作ɞɂ的，那就是在采取ķ身ļ合之前。然而Ç下的意Ž，ƅ
s于此事�以
情感
向u。可惜有太多的事例就是因病�的唯情主掌舵，而u致于无可避免的Ü亡。青年在Ȓ
方面所表ă的智慧，Ȃ比在任何其它事上
少；他�在Ȓ方面拒Ł理T。婚姻ɂɪ似乎在他�身上
K生了Ÿ惑力。他�不肯将自己降服于上帝。他�的官能既被束Ő，只得暗中秘密ȓ行，惟恐有人
干涉他�的ƃ划。 {MYP 447.1}

在求û和婚姻的事上采取不正大光明的方式，乃是大多数不幸的根源，而其充分的深度惟有上帝
能洞悉。千万的灵命已触在Ȓ礁石上而致Øð。

448

凡生活É然端正，并在其他ɂɪ上似乎ɤ有Žƙ，而自称
基督徒的人，却在Ȓ件事上犯下可怖
的ȸƮ。他�表ă出一种不可理T的固¢，倔强的意志。他�受了人的感情与冲=的迷惑，以致无
心Ñ考圣ĺ而得与上帝K生密切的关系。 {MYP 447.2}

撒但明知他所玩弄的s象，而``É露其地Ā般的狡黠，Ɠ下种种网ŕ要陷害生灵于Ü亡。他ě
伺着所走的每一步，并提供Ɛ多的意Ž，而Ȓ些意Ž往往反被采ĭ遵行，ȏ于上帝圣言的:告。Ȓ
ĺȏ精密Ķ妥而又非常危ɓ的网ŕ�已巧妙地Ɠ置好了，要Ř困年Ȁ而毫不ǐ防的人。它往往或Ɛ
罩上一x光明的#装；但凡身受其害的人，都用Ɛ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而ļ果呢，我�到`都可
以看ŽƐ多悲惨的残骸。 {MYP 448.1}

当向父母求教

我�的青年何Ç才É
智慧呢？Ȓ种情形将要延ņ多久呢？ɕ道作儿女的只是考Ŷ到自己的意愿
与+向，而毫不ɞ父母的:告和Ž解N？有人好象一点都不ɞ及父母的希望和û好也不重Ɓ他�ĳ
Ȏ的判断力。自私自利的意念已杜Ł他�孝敬父母的心。青年的心智s此ɂɪ�有所警Ƃ。第五ƫ
乃是唯一�有�Ɛ的ƫ命；但ķ被ȀƁ了，甚至在恋û的要求下竟被全然Ɓ若无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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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ȀƁ母�的û，辜ǔ父�的照ɞ，Ȓ些罪已ĺƌ�在Ɛ多青年的名下了。 {MYP 448.2}

与Ȓ个ɂɪ有关的最大ȸƮ之一，乃是以
年Ȁ而没有ɋH之人的û情断不可加以打½，他�的
恋ûĺʈ也不可稍加干§。若有需要从每一个角度来ž察的ɪ旨那就是恋ûɂɪ了。借重别人的ĺ
ʈ，以及双方平心静气地仔ĵ衡量Ȓ事，乃是必需的。可惜Ȓ个ɂɪ竟被Ł大多数人ȏ于ȀƁ了。
{MYP 449.1}

青年朋友�，<要以上帝和你敬畏上帝的父母
你的ɞɂ。要
Ȓ事祈祷。要衡量每一分感情，
ž察你所考Ŷ要与之命Ȑ相共的s方每一品格的K展。你所行将采取的Ȓ一步，乃是你一生中最重
要的一步，因此决不可以操之ȏ急。你固然可以恋û，但不可盲目地û。 {MYP 449.2}

要慎重地考ʈ，看看你婚后生活会是幸福的呢，ȑ是不和ǅ而可怜的。当想到以下的ɂɪ：Ȓ个
ļ合能帮助我更Ƕ向天国么？它能增ȓ我s上帝的û么？它能£大我今生效用的范W么？如果ĺȏ
Ȓ些考Ŷ都没有Kă什么妨碍，那你就尽可存着敬畏上帝之心去ȓ行了。 {MYP 449.3}

但是你若在没有完全ƅ清你所ƃ划与之ļ合的s方的品格之前，就已ĺ与他Ƅ立了婚Ħ，你也毋
ɜƅ
既已Ƅ婚，自己就非履行婚Ħ，而ķ身和一个你所不能敬û的人ļ合不可。

450

与人ŌƄ有条件的婚Ħ固然也要非常慎重；但在ļ婚之前解除婚Ħ，Ȃ比婚后仳离，象Ɛ多人所
作的那Õ，要好得多了。 {MYP 449.4}

以对待父母亲为品格的索引

真正的û乃是一株需要加以培养的Ô木。但愿那希望享有平安幸福的ļ合，逃避未来痛苦与悲!
的g女，在奉献她的û情之前要Ñ明：我的û人有没有母�？她品德的表征如何？他是否承ƅ他s
于母�的Ǘ任？他是否关心她的期Ɛ和幸福？如果他不孝敬母�，他是否能向妻子表ă尊敬与û
情，善意与关�呢？及至婚姻的新奇ȏ去，他ȑ会û我么？他会不会q恕我的ȸƮ，或是Ç常吹毛
求疵，蛮横无理，一味�权呢？真正的û情是能q恕很多ȸƮ的；û是决不ƃȂȸƮ的。 {MYP 450.1}

感情的冲动不可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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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太ȏ信ǰ情感了。他�不�太Ȁ易Ɛ身于人，或太容易
求û迷人的外表所迷恋。ăÇ代所
ȓ行的求û，不ȏ是一种欺ʉ和假冒的手法，Ȓɤ与生灵之Ã有所关Ȗ，却与主无涉。若有何`需
要�用良好的常ƙ，那就是在Ȓ件事上了；但mɑƱ来，在Ȓ件事上常ƙ的作用甚少。 {MYP 450.2}

451

如果儿女肯更加�近父母，如果他�肯信ǰ父母，向他�+ƛ自己的喜�和悲哀，就必免去自己
Ɛ多未来痛心疾首之事。在他�踌躇不决而不知何去何从之Ç，就当把自己s当前m情的Ž解向父
母ɒ明，向他�求教。ƺ能Ȃ比敬虔的父母更适宜指点出他�的危ɓ呢？ƺ能象他�那Õ了解儿女
特殊的ǩǛ呢？ {MYP 451.1}

身
基督的儿女�，必Ɓ他�敬畏上帝之父母的nû与嘉Ɛ，š于一切属世的福分。父母能够同
情儿女，和他�一ʕ
他�祷告，求上帝ª庇并引u他�。最重要的，父母要向他�指出那位永Ȕ
可靠，且能体恤他�ǿ弱的良友和ɞɂ。那位曾ĺ凡事受ȏƞ探与我�一Õ，只是没有犯罪的主，
祂知道如何去搭救那受ƞ探的人。1886年1月26日, ƗƑ与通Ƌ {MYP 451.2}

神圣之爱

在你�的ķ身ļ合之中，你�的û情�s彼此的幸福有所Ǖ献。�各自
s方的幸福而服<。Ȓ
乃是上帝s于你�所有的旨意。你�虽�融合
一，然而ƺ也不可ƈ自己的个性�失于s方个性之
中。ɜ知你�的个性乃是属上帝的。…… {MYP 451.3}

人既
上帝而活，就自必向他奉献其至高无上的û。Ƴɂ你�û情最大的洪流，是否Ƕ向于那位
曾
你�舍生的主？若然，6你�彼此Ʌ的û，就必与上天之û相同了。《教育Ɩ言》原文卷七
{MYP 451.4}

452

论早婚

û情犹未成熟，判断力ȑ相当幼稚而缺乏高尚，正当之情感的少男少女，被他�青春的ù情所激
=竟尔ǥ然成婚。 {MYP 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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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梅竹马

童年Ç的恋û，往往u致可悲的ļ合，甚或可耻的仳离。ȏ早的交游若未ĺ父母同意，很少有幸
福的ļ果。青年人的情感�加以Ħ束，直到他�的年ʖ与ĺʈ相当之Ç，解除限制，才能安全而无
·于令誉。那不肯受遏制的，ɕ免要陷于ķ身痛苦的危境中。不ì二十y的青年mɕ以衡度一个年
Ĩ相若的异性是否适宜作ķ身的配偶。及至他�的判断力èǶ成熟，才Kă彼此已ĺķ身ŘŐ，ɕ
以互相增ȓ幸福。于是非但不自ē中求福，反而勃溪Ç起，裂痕日深，直到他�陷于冷漠而不相ɉ
ɂ的境况中。就他�而言，家庭一Ɯm无神圣的意味。家中的气氛，已被嫉言�Ƭ和苛厉ǒǗ所毒
化了。《�Ş的忠告》 {MYP 452.2}

453

明智的和不智的婚姻

早婚乃是今日Ɛ多ē患的u因之一。ȏ早ļ婚s于身体的健康和心智的精力都非所宜。在Ȓ件事
上太缺乏理智的Ȑ用了。Ɛ多青年受情感的ʄ策而行事。Ȓ足以�重地影响他�的ē福，成
ķ身
福惠或咒Ƙ的事，往往在情感的冲=之下操之ȏ急。Ɛ多人不肯听从理智的:解，或由基督徒的ž
点而K的教Ɖ。…… {MYP 453.1}

世上因不适合的婚姻而充ì了痛苦与罪�。有Ɛ多例子，在婚后数月之内，夫妻之Ʌ就Kă彼此
的性情无法融洽；ļ果那只�有天国的仁û和ǅ存乎其Ʌ的家庭，竟充ì了不和的气氛。 {MYP 453.2}

由于Ą事上的争¢，而养成了苦毒的意气。公然的争Ƒ和口角，使家庭充ì了无可言宣的ē患，
以致那�Ƨ在û中合一的竟彼此疏Ȕ了。如此，成千上万的人因不明智的婚姻而ý牲了自己的身体
和灵魂，u入ð亡之途。 {MYP 453.3}

与不信的人同负一轭

与世俗ļ合是危ɓ的事。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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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熟知当Ɛ多青年男女ļ婚之日，就是他�宗教的ĺH和有
的生活ķ止之Ç。他�或Ɛȑ能
在基督徒的生活上Ë作努力，但他�一切的努力都必遭受到那不L的逆流的ɘ撞。他�曾一度以ǀ
Ƒ自己的喜�和希望
荣，但是不久他�再不愿以此
ơɪ，因
明知命Ȑ相共的配偶sȒ些已毫
无兴趣了。于是撒但阴ɓ地在他�四W布下了�疑网ŕ，以致sȒ宝Ǥ真理的信心自心中èè消
泯。 {MYP 453.4}

撒但`心ĔŶ要使青年人陷入罪中，到他成人之后，便可控制无Ŷ了。�灵之Ãì心�恨一切帮
助青年走向正道的意X。他仇Ɓ一切足以使人s上帝和基督Ű得正确ž念的事物。他的努力特别Ȣ
s着那些易于接受天Ǯ亮光之地位的人；因他深知一切追求与上帝Ŝŀ的努力，都必Ŀ他�增加的
能力以抵拒他的ƞ探。他装作光明的天使，以他那似是而非的各种Ƥƃ来Ư惑青年，且往往很有效
地引他�逐步偏离了<之路。 {MYP 454.1}

正当的友谊

青年在朋友交往的事上，可能使友ǁL
福�。或成
咒Ƙ。

455

他�可以互相造就，增力，加惠在品行性格和知ƙ上日日ȿȓ；然而也可能Į任自己疏忽，失
信，6其唯一的影响就是Ǚ德。1899年8月10日,青年u« {MYP 454.2}

仓促成婚

撒但不住地在摧促缺乏ĺʈ的青年ļ婚。我�s今日所常Ōļ的婚姻越少夸耀越好。若能明了婚
姻的神圣性Ǜ及其要求，今日的婚姻仍能蒙上天的悦ĭ，其ļ果便是双方的蒙福，上帝得荣。……
{MYP 455.1}

真m的宗教信仰足以提高思想，Ȼò旨趣，圣化判断力，而使其®有者得以有分于天国的ī洁和
感化力；使�天使	近，并得以逐èȔ离世俗的ɯ气和影响。《教会Ɩ言》卷二 {MYP 455.2}

撒但所促成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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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正忙于促使那些完全不相配的人ļ合。他�以从事Ȓ种工作
至�，因
他藉此所能加予人
类的痛苦和无望的ē害，Ȃ比他在任何方面施展其伎'所成的更多。《教会Ɩ言》卷二原言 {MYP

455.3}

456

又嫁又娶

上帝将人类安置在世界上，他�有权吃喝，�D，嫁娶；但惟有存心敬畏上帝而行才是安全的。
我�虽生存此世，却�以永恒的世界
前提。挪�的日子人�在婚姻方面所犯下的大罪，就是上帝
的儿子�同人的女子�ļ婚。自称ƅƙ并敬畏上帝的人竟与那些心地Ǚ坏的人交往；他�不加辨ƙ
而任意嫁娶。今日有Ɛ多缺少深刻宗教ĺʈ的人将步挪�Ç代之人的后v。他�将不慎加思考，也
不祷告，而ǥ然ļ婚。Ɛ多人Ȁ率地允承了神圣婚姻的Ħ言，犹如一次普通的交易一Õ；他�Ō婚
的=机决非出于真Ơ的û。 {MYP 456.1}

不圣洁的迷恋

关于婚姻的思想在Ɛ多青年心中似乎K出了Ÿ惑之力。两人相ƙ了；就互相迷恋了，ļ果他�将
全副心神都灌注于Ȓ件事上。理智被蒙蔽了，判断力被推翻了。他�不听从任何:告不接受任何Ħ
束，却一意孤行，不ɞ后果。 {MYP 456.2}

457

那占有他�的迷恋正象流行的瘟疫一般，必ɜ听其K展，好象无法能以制止。或者旁ž者虽已K
ă，他�的婚事如果是成功，ļ果必u致ķ身的痛苦，但一切的:勉和忠告都属徒?。ȒÕ的ļ合
可能使原能在上帝的圣工上蒙祂Ǯ福的人，其工作效能竟受·折以至泯ð；但Ʊ理与:u却一概被
置若罔ɉ。 {MYP 457.1}

ɋH丰富的男女一切的ɒǄ，全然无效；也无力改L他�欲念所作的决定。他�s于祷告会和一
切有关宗教的事全无兴趣。他�彼此迷恋ɕ舍，甚至忽略了人生的<，好象它�都是无足Ȁ重
的。Ȓ些青年夜以Ń夜、深宵交ǀ，ǀ的是关系至大的�重的事么？不，全是毫不重要的Ą事。
{MYP 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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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健康与廉耻的定律

撒但的使者正在ě探那些�夜ǀû的人。如果他�能Ď开心眼，就必看Ž一位天使正在ƌ�他�
的言行。健康和廉耻的定律全被ȕ背。如果耗Ǧ在恋û上的光阴留待婚后享受，6更
适宜。一般
Ʊ来，ļ了婚6一切求婚Ç所表ă的ùû也就此ķļ！ {MYP 457.3}

458

延ȿ到深夜的放Ŭ行
，在Ȓ堕落的世代中往往造成双方的Ü亡。当一般男女如此取辱己身Ç，
撒但必洋洋得意，而上帝的圣名却因而蒙羞。在Ȓ惑溺之下名誉竟被ý牲，ȒÕ的婚姻不能蒙上帝
的嘉ĭ而使之成圣。他�ļ婚乃是由于情欲的冲=，及至新奇消失之后，方恍然憬悟。在他�Ōļ
婚Ħ六月之后，彼此之Ʌ的感情就都改L了。各人在婚后生活中s自己所ș±的配偶的性格，有了
更清楚的ƅƙ。各人在配偶身上Kă了一些缺点，是他�在先前盲目和朦昧之中所没有看到的。在
ļ婚的圣]之前所Ɛ的愿也不能使他�ļ合在一起。由于�促成婚的ŏ故造成了很多分居，离婚的
事，Ŀ教会造成�重的混乱，即使在自称
上帝的子民中亦是如此。 {MYP 458.1}

不顾劝告

Ȓ种又嫁又娶的事，乃是撒但特别的Ƥǂ之一，而且几乎每次都是成功的。当有人将此事求ɂ于
我之Ç，我�Ƃ非常痛心，无能
力。我虽然向他�ƍƱ上帝所指示我的ơ；但他�多方提出疑
ɂ，力ɒ遂己意乃是智�；他�ķ于如此去行。 {MYP 458.2}

他�似乎毫无能力来遏制自己的心愿和+向，不ɞ任何危ɓ竟行ļ婚。

459

他�不以o慎和祈祷的精神思考Ȓ个ɂɪ，不把自己交在上帝手里，听候祂圣灵的指引和管理。
他�似乎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他�以
自己完全明白Ȓ个ɂɪ，不需要上帝所Ǯ的智慧或别人所提
供的:u。 {MYP 458.3}

等到他�后悔莫及之Ç，才KƂ自己ȸ了，并且已危害到今生的幸福和灵命的得救。他�若肯听
:，就能够
自己免去多年的痛苦和�!，但当Ç他�不肯承ƅ，除了自己之外别人s此事有何Ž
ƙ。其ms于一切\决要遂行自己心愿的人一切:u都是白�的，情感的冲=足以将人推越理智与
Žƙ所能提供的一切屏障。 {MYP 4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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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的特质

真ûK源于天国。它不是无理性的；也不是盲目的。它乃是ī正而圣洁的。但内心的情欲6完全
的不同。ī洁的û必在其所作的一切ƃ划中念及上帝，并要与上帝的灵完全和ǅ。但情欲6是倔
强，急躁，无理，不受Ħ束的，并要将其所ș的s象当作偶像崇拜。 {MYP 459.2}

一个®有真û的人，必在他一切言行上表彰上帝的恩典。在ɢaļ婚的每一步ʊ都必以Ǔ洁，朴
Ǜ，Ơm，道德和宗教
特征。

460

凡能如此受Ħ束的人就不致耽溺于彼此的交往而s祷告会和崇拜的聚会失去了兴趣。…… {MYP

459.3}

寻求神圣的指导

在未曾考Ŷļ婚之前的男女若每日有两次祈祷的��，那么在ɢa要ļ婚的Ç候每日就当祈祷四
次。婚姻一事足以影响你今生和来世的全部生活。真Ơ的基督徒，若非Ƃ知已蒙上帝ƅ可，决不向
Ȓ方面ȓ行一步。他不愿自作ș±，却ƅ
上帝必
他ș±。我�不可以C求自己的喜悦，因
基
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我的意思并非要任何人与他所不û的人ļ婚。ȒÕ作就是罪了。但万不可容
幻想和情Ņ的本性u致ð亡。上帝所求的乃是全心的奉献，至上的û。 {MYP 460.1}

我�Ȓ个世代的大多数婚姻，以及�;婚事的方式，乃是末日的一个ɢ兆。男男女女都是那么\
决，那么ɝ固，以致将上帝置之度外。宗教也被撇弃一旁，好象它sȒ�Ş而重大的ɂɪ毫无关系
似的。但那般自称信奉上帝真理的人若不因真理成圣，使思想与品格高超，那么他�在上帝面前的
地位ȑ不如一个从来没有明白真理一切要求的罪人呢。1888年9月25日,ƗƑ与通Ƌ {MYP 460.2}

461

婚姻所附带的责任

Ɛ多人在他�ȑ未能Ű致ǖ�或承受Ȝ�之前就ļ婚了。他�原无置�的体力或智力。往往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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ļ婚的正是Ȓ一等人，ļ果他�必需肩ǔ起未完全明白的Ǘ任。他�尚无高尚，ī正的感情，s于

夫
父的本分，以及ň持一个家庭的生ƃ，犹一无所知。他�在生儿养女的事上并不比他�在事
�的ĺű上更
合宜。…… {MYP 461.1}

上天Ɠ立婚姻制度，旨在
人ǂ福；可惜就一般而Ƒ，Ȓ个制度已被í用，甚至成
可怕的咒
Ƙ。大多数的男女在Ōļ婚ĦÇ所有的表ă，似乎等待解决的ɂɪ只是他�彼此相û与否。但他�
�Ƨ明白，婚姻的关系所加Ŀ他�的Ǘ任Ȕ甚于此。他��Ƨ考Ŷ到所生养的子女，会不会有健康
的身体和\强的智力与道德力。可惜很少人基于高尚的=机和不能Ȁ易忽Ɓ的崇高的思考就是考Ŷ
社会s于他�的要求；考Ŷ他�家庭的影响力将要向上抑或向下。《�Ş的:告》原文 {MYP 461.2}

462

婚姻的明辨与自制

自称
基督徒的人，在未曾自崇高的ž点以慎重和祈祷之心思考其ļ合是否能增荣于上帝之前，
就不Ƨǥ然成婚。然后他��Ƨ再考Ŷ到Ű得婚后种种权利的ļ果，圣洁的原6�
每一行=的基
Ē。 {MYP 462.1}

展望将来

在他�生养儿女之前，�Ƨ考Ŷ到上帝因他�所生的子女将受尊荣或蒙羞辱。他��Ƨ一开始就
求上帝的荣耀，并且婚后尤当年年如此。他��Ƨ平心静气地考Ŷ能否供养自己的孩子。他�没有
权利生养儿女Ŀ别人去ǔ担。他�有没有一个可以供养家庭生ƃ的ś�，不会使家人成
别人的ǔ
荷呢？如果没有，而仍生儿养女，听其无人照料无衣无食，a受痛苦，便是犯下了大罪。 {MYP 462.2}

受情欲的支配

当此Ǚ坏与�促行事的世代，Ȓ些ɂɪ不
人所Ŷ及。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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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衰弱，痛苦和死亡乃其后果，但肉体的情欲仍占了上ɯ，拒受控制，Ɛ多g女被迫忍受ķ身
的辛?和痛苦，全因那名
丈夫的男子莫若称
畜类的情欲无度。一般母��度着可怜不幸的生
涯，手里ĺ常抱着孩子，ȑ要想尽;法始能供�孩子�的衣食。人世之Ʌ正充ì着如此累Ĕ的痛
苦。 {MYP 462.3}

世上真mī洁之û甚少，Ȓ种珍Ǥ的物品m在稀罕之至。情欲Ç常被Ʈ称
û情。Ɛ多g女因婚
姻关系
她称作丈夫的人，在她身上施予/性的虐待，而不š羞�。她Kă丈夫û情的品Ǜ竟是如
此卑Ǣ，因而生J。 {MYP 463.1}

自制的必要

Ɛ多家庭`于非常不幸的状况之中，皆因
夫
父的人任其/性制š了理智和道德感。ļ果便是
常感Ƃ精神上的衰弱和郁Ɇ，但很少察Ƃ其原因乃是因
他�自己不正当行
的后果。我�向上帝
ǔ有�Ş的Ǘ任，要保守自己的心灵ī洁，身体健康，以便造福人群，并
上帝作完美的服<。
《教会Ɩ言》原文卷二 {MYP 463.2}

464

以撒的榜样

敬畏上帝的人与不敬畏上帝的人ļ合，是不会没有危ɓ的。“二人若不同心，z能同行呢？” 阿摩
司�3:3 婚姻的幸福和成功，有ǰ乎双方的同心Ŝ合；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人之Ʌ，在嗜好，心情和志
向上都是根本不同的。他�是在事奉两个彼此不能和ǅ的主。无Ƒ一个人的Ū操是多么ī洁正确，
但他那个不信主之配偶的影响，�有引Ư他离弃上帝的Ƕ@。 {MYP 464.1}

那在悔改之前已ĺļ了婚的人，于悔改之后，夫妻在宗教信仰上虽然有很大的距离，但信主的人
s忠于他的配偶有更大的Ǘ任；可是他�把上帝的吩咐放在任何地上�族关系之上，即使他遭受ƞ
ò和逼迫，也�Ƨ如此。信主的丈夫或妻子的Ȓ种忠Ǔ，再加上仁û和温柔的�度，可能有感化力
来争取那不信主的配偶。但是基督徒与不信主的人ļ婚乃是圣ĺ所禁止的。主的指示是：“你�和不
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ǔ一ǽ。” 哥林多后�6:14 {MYP 464.2}

以撒很蒙上帝的重Ɓ，成了使世人得福之�Ɛ的Ń承者；然而当他父�安排老ĳ而敬畏上帝的仆
人去
他ș一个妻子Ç，他虽然已ĺ四十多y，ȑ是ɛ从他父�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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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圣ĺ描述他婚姻的ļ果，乃是家庭幸福的一幅相û美ì的景象：“以撒便ɣ利百加ȓ了他母�撒拉
的�棚，娶了她
妻；并且û她，以撒从他母�不在了，Ȓ才得了安慰。” {MYP 464.3}

今日的青年，以及自称
基督徒的，所采取的方Ȣ与以撒的作ɯ是何等地�殊啊！青年人往往Ƃ
得恋û完全是个人所要决定的事，Ȓ件事无Ƒ是上帝或父母，都不�干ɢ。他�ȑ未成人之先，早
就ƅ
自己有ș±的能力，而不需要父母的帮助。可是他�只要ȏ几年的婚后生活，就足以É明他
�自己的ȸƮ来，那Ç再想防止那悲惨ļ果往往是太ȗ了。他�在匆匆ș±配偶Ç所表ă的愚妄和
任性，在婚后的生活中@必L本加厉，以致婚姻成了苦�的重ǽ。Ɛ多人就ȒÕ断送了今生的幸福
和来生的指望。 {MYP 465.1}

所以婚姻的ɂɪ最需要加以慎重的考Ŷ，并Ƴ教年ȿ富有ĺʈ之人的指u。而且在决定ķ身大事
之前，�当以圣ĺ
ɞɂ，并在祷告中求上帝的引ɣ。 {MYP 465.2}


父母的，决不可在有关儿女将来幸福的事上忽略了自己的Ǘ任。

466

以撒之所以ɛ服他父�的意旨，乃是因
素常受了父�的Ɖĳ，教他喜û度ɛ命的生活。当�伯
拉罕要他儿女尊重父母的权威Ç，他自己日常的生活Ɩ明了Ȓ种权威并不是自私或独断的管束，乃
是以û心
基Ē，并以儿女的利益和幸福
前提的。 {MYP 465.3}

父母�当Ƃ得自己ǔ有Ǘ任引u青年人，把û情寄托在那能作他�合适配偶者的身上。父母�当
用自己的教Ɖ和榜Õ，藉着上帝恩典的帮助，从儿女幼年的Ç候就下手陶冶他�的品格，使他�成

ī洁高尚的青年，并能与其他良善真Ơ的青年心心相印。因
人�是同声相�，同气相求的。<
要在青年人心中及早培养喜û真理、ī洁和良善的美德，以后他�就自然会与那具有Ȓ种特性的人
ļ交了。…… {MYP 466.1}

真û是一种高尚圣洁的原6，其性Ǜ与那由于感情冲=，一遇�格考ʈ就会忽然消ð的û是完全
不同的。青年人在父母的家中要忠于śǗ，
他�自己成立家室准a。他�<要在父母家中操ĳ克
己，表ă仁û，有礼和基督徒的同情。ȒÕ，就会在他�心中保持温暖与�切的û。凡从Ȓ种家庭
出来的青年，到自己成家立�的Ç候，就知道如何增ȓ他所ș
ķ身配偶之人的幸福。于是婚姻就
不会是恋û的坟墓，但成
恋û的开始了。《先祖与先知》 {MYP 46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