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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主�一八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美国ȱ因州的歌尔罕ŭ。我的父4姓郝名ĉ伯特，母
4名友尼基；他�多年居住ȱ因州。他�早年加入Ï理公会，而且是,心虔Ĉ的教友。他�曾在教
会中担任重要ß�，四十年来致力于Ƕ化罪人，并从事建w上帝的圣工。在�些年�，他���喜
喜地看�自己的八个儿女都已悔改Ă入基督的羊圈。 {CET 13.1}

不幸的遭遇

当我�作孩子的�候，我的父母从歌尔罕搬到了ȱ因州的波德ú城。在�里，当我九[的那年，
一件不幸的事故č到了我，以致影响到我整个的一生。有一天我和我的ɥ生姊姊并一个同学一同走
�波德ú城里的市府公地，当�有一个年§十三[的女孩�了一点小事生气，Ƥ了一�石�打在我
的鼻子上。我被石�cB，随即失去知�，ś倒在地。 {CET 13.2}

当我醒来的�候，	自己是在一家商店里。有一位和善的陌生人自愿用他的z�送我回家，但
我当��不知道自己是多么è弱，便告«他�我宁愿自己走回家去。当�在"的人也没有想到我所
受的B是那么的ô重，竟�我走回去；可是我只走了几步，就�得�ś目眩；于是我的ɥ生姊姊和
同学便把我抬回了家里。 {CET 13.3}

在遭遇�次不幸以后的一段�期，我什么事都不5得了。母4�，那�我什么也不理会，只是昏
昏迷迷地睡了三个星期。当�没有人相信我会复原的，只有母4，她-是感�到我会活下去。 {CET

14.1}

及至我神智恢复之后，仿佛�得是从梦中醒来。我完全忘5了�件意外的事，也不Ɔ得病的原
因。有人�我作了一:很大的Ë床，我在里面Ę了好几个星期。我竟!得骨瘦如柴了。 {CET 14.2}

��我开始祈求主在我未死以前Ày我的心灵。当一些信主的朋友到家里来拜Ŕ�，他�就(我
的母4有没有和我½�死的(2。我听到了��便大�警�。我渴望作一个基督徒，所以Ȫ切祈求
上帝ǳ恕我的罪。6果我的内心得到了平安，我便�得我很�每一个人，同�也盼望人人的罪都能
得到赦免，并且像我一�地�耶Ⱦ。 {CET 14.3}

我的体力恢复得很慢。当我能够和小朋友�在一起游\的�候，便被迫学到一个痛苦的教Î，那
就是同伴往往按着人的外貌来看待我�的。 {CET 14.4}

所受的教育

我的健康似乎是无可挽救的。两年之久，我不能用鼻子呼吸，更不能常到学校里去。我好像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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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念R，也5不住自己所学的.西。那使我遭到不幸的女孩子已被教@派作J�，她的ò任之一就
是帮助我学f写字并Ày其他的功�。她似乎常�cB我的事而表示Ĉ心的懊悔， 而我却-是避免
向她提及此事。她一直是温柔忍耐地看待我，既�我在极不利的条件下求学，就常¤出ĩB和ȟ念
之意。 {CET 14.5}

我的神�衰弱了，我的两手震ȗ，以致在ùf写字�没有多少&步，而只能粗笨地写出几个�?
的字。当我勉强看R�，只�R上的字都聚成一堆，同�我的Ŭ上迸出大点的汗珠，我便感��昏
qǱ。我咳嗽得厉害，而且我的全身似乎非常虚弱。 {CET 15.1}

我的老D都Ƕ我Ű�停学，等我的健康有了&步之后再来�R。我因身体è弱而决定停止学<，
并放弃受教育的希望，��在是我少年�期最 以忍受的事。 {CET 15.2}

第二章感化信主

在一八四0年三月�，米勒耳威廉来到ȱ因州的波得ú城，主持了好几天的演b会，V到基督第
二次的降č。�些演b极��人，所以在他演b的客斯可街的基督教堂里，不分昼夜地都żM了
人。在�些聚会中，并没有什么狂,的激�，但听Ø心中却弥漫着一种极ôǭ的意念。不但城里的
人极表兴趣，就We多Ł下的人也都每天*了干粮潮涌而来，从早晨起，直留到晚上散会�止。
{CET 16.1}

那�我和我的几个朋友也去参赴�些聚会，米勒耳先生明确地ɊĤǁÀ言，打�了听Ø的心使他
�信服。他ï�bVÀ言中的各段�期，并引用了e多�据来巩固他的|点。于是他向那些未作准
y的人	出ô正而有力的%求和Ƕ勉，使Ø人似均�之心Ƶ神移。 {CET 16.2}

灵性的9兴

后来又安排了一些特别的聚会，好使罪人有机会õ求救主，并�那即将面č的可怕大事早作准
y。全城的人±着恐惧与知罪的心情。各EÄ行祷告会，各宗派的教会都呈着一番ö兴的气象；
因�他�都或多或少地受了基督即将复č之信息的影响。 {CET 16.3}

当罪人被邀往b台前面U罪悔改�，随即有成百的人9声前去；��我也夹在人中�，ż到前面
去与那些õ求救主的人在一起。但是我心里-感�不配称�上帝的子女。 �去我�常õ求那在基督
里的平安，但我好像-不能得着我所盼望的自由。有一种可怕的ĩB³在我的心�，我想不出自己
做�什么事，以致使我感到如此ĩø；但在我看来，我是不配&天国的，并以��事�直是�于我
所能企望的。 {CET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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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缺乏自信的心，又感�自己无法使别人了解我的心情，因此我就没有去向信主的朋友�õ求
指 和帮助。��我便在黑暗与�望的迷途中徘徊，�原是不必要的，但他�因�看不透我的ĳ
衷，所以一点也不Ɔ得我的�情。 {CET 17.1}

因信称.

就在那一年的夏天，我的父母往ȱ因州巴克司ÿ城去赴Ï理公会的Č幕年会，他�也*了我同
去。我M心决定要在那里Ȫ切õ求主，并极盼可能藉此叫我的罪得蒙赦免。我心里渴望能得着基督
徒因信所能得的平安和希望。 {CET 17.2}

当我听到某一次b道�，就得着很大的鼓励。那次bV的�2是：“我ƭ例&去�王；我若死就死
Ɗ。” 以斯帖54:16 主b人提到那些在希望和惧怕中徘徊犹疑不定的人�，�他�既然盼望在罪中
�得解救，又想得着基督慈�的赦免，但他�仍然因胆怯和惟恐失Ñ而陷于疑惑与束ȝ之中。他Ƕ
勉�等人完全献身与上帝，不要ő延只管大胆地来求主的慈怜。他�必能�到慈�的救主�意向他
�伸出恩惠的金杖，正如从前Í哈随Ʀ向以斯帖表示恩Ų一�。凡是在主面前P兢恐惧的罪人， 只
要伸出信心的手去摸他那恩惠的金杖，那�的摸触就可保�必得赦免和平安。 {CET 17.3}

凡自以�必æ先Ày自己配蒙神圣的恩Ų，然后才敢3受上帝9e的人，乃是犯了ô重的�ć。
惟有耶Ⱦ能洁´人的罪愆；惟有他可以ǳ赦我�的罪�。他保�必4自垂听一切因信而来到他面前
之人的呼吁，并9允他�的祷告。但e多人有一种模糊的|念，他�以�自己必æ先作一番非常的
努力，才能~得上帝的恩Ų。但是信靠自己乃是虚妄的。惟有藉着信心与基督�合，罪人才能成�
有指望有信心的上帝的儿女。 {CET 18.1}

�些�很ǫ慰我的心，并�我以新的|念，使我知道9当怎�行才可以得救。 {CET 18.2}

从此我更能看明自己所走的路，以前的黑暗也ĨĨ消散了。我Ȫ求我的罪得蒙赦免，并竭力完全
献身Ă主。然而我的心灵�常感到困ě，因�我�没有体�到我所U�是蒙上帝悦ť之凭据的那种
属灵感ö，所以在我没有得到�种感ö之前，我-不敢相信自己是已�重生了。可�我是何等地急
需受到有关?Å信心的指 啊! {CET 18.3}

重担除去

当我同其他õ求主的人一起俯伏在台前的�候，我心里只是祷告�：“耶Ⱦ啊！求称扶助我，拯救
我，不然，我必沉Ȍ！我必不住地Ȫ求，直到我的祷告得蒙垂听，我的罪孽得蒙赦免。”当�我所感
到è弱无能的情形，乃是我从来所没有�的。 {CET 18.4}

正当我跪着祈求的�候，我的重担忽然离我而去，我心里T松了。起先我非常¦恐， 我就想重新
ì起原来的苦担。我似乎无权享受��的快�。但耶Ⱦ又似乎离我很近；我�得我尽可以将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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ĩB、困苦与危 *到他面前来，正如他在世�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到他面前来求助一般。我心里确
信他是明白我的特殊苦 并同情我的。我永不能忘5耶Ⱦ是如何向我�一个极不�得他注意的人表
示怜恤的宝Ô确�。当我跪在祈祷的人群中��，在那短短的��里
于基督的圣德所有的U�，
竟>超�我以往所有的。 {CET 18.5}

一位“以色列的慈母”走来
我�：“4�的孩子，你找到了耶Ⱦ没有？”我正要回答“是”的�候，她
便¦ư�：“你�在已�找到了；你已享有他的平安，我在你的�上能看得出来。” {CET 19.1}

我�次反复地
自己�：“�就是信仰么？我会不会�了呢？”我-U��是>非我所能3受的，
是太崇高的特权。虽然我太胆小而不敢公开地承U，但我-�得救主已�Ǩ福�我并ǳ赦了我的
罪。 {CET 19.2}

“新生的	式”

在�次Č幕年会6束不久，我�便ķ程回家。我心里充M了�次所听�的bV、Ƕ告与祈祷。自
然界的万物似乎都起了!化。在开会的��，天气多半是阴雨，而我的心境也恰好和天气一�。但
在和煦明亮的阳光已普照大地，以致地上充M了光明和温暖。ă木花草¤得更�ÈÛ，天空¤得
更�蔚¾。全地似乎都在上帝所Ǩ的平安之下欣欣微笑着。照�，那“公·的日�”的光a已�射透了
我心内的ų云，ǲ散了其中的幽暗。 {CET 19.3}

在我看来， 人人似乎都已与上帝和好，并受着他圣灵的鼓舞。我眼所�的万物似乎都已��了一
番改!。ă木比先前更加美g了，雀Ĝ的歌声也是前所未有的甜蜜；我�似乎是在歌Ʌł美�造天
地的主宰。我甚至不愿开口��，惟恐��的快�就要�去，而我也将要失去耶Ⱦ�我的宝Ô�
据。 {CET 19.4}

从此我
于人生有了不同的看法。那使我童年黯淡ĩ郁的苦 ，我也看�是出于恩慈，是�了我
的好E，叫我心志8离世俗及其不能令人M足的享�，而ŝ向天国永恒的r美。 {CET 20.1}

加入4理公会的
�

我�从Č幕年会回家之后不久，我同别的几个人就一Į被接ť�准加入教会。
于受洗的事，我
曾多番考Ļ。因我虽然年T，但-U�只有一种洗礼方式是圣�所U可的，那就是全身入水的浸
礼；有几位Ï理公会的姊妹Ƕ我相信圣�所�的洗礼就是洒水礼，但-属徒然。 {CET 20.2}

最后，那指定我�3受�ôǭ礼Q的日子到了。那一天有)，我�十二个人都下到海里去受浸。
海里的波浪很大，直冲到岸上来，但当我ì起�个沉重的十字架�，我心里的平安却如同河水一
般。及至我从水里起来，我的体力几乎完全没有了，却有主的能力降在我的身上。我�得从此以后
不再属于�个世界，因�我已�从水的坟墓里复活，而具有“新生的�式”了。 {CET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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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的下午，我就加入教会作正式的教友了。 {CET 20.4}

第三章开始工作

��我渴望复学，再度Ŋ#接受教育，于是我就&入了德ú的女子神学校。但是当我再开始�R
�，我的身体却很快地衰弱了，¤然我若�持�]�下去，就必付上我的生命�代价。于是我只好
Ĭ然返家。 {CET 21.1}

我	�我在女子学院很 享受宗教的�趣，因�那里�境的影响，常 使人心8离上帝。我有一
个�期
于自己和自己基督徒的造就Ǥ�不M，而且不能一直栩栩如生地感�上帝的恩典和慈�
了。有�感到灰心失望，而因此极�ĩĻ。 {CET 21.2}

波德:城宣�基督复>

在一八四二年六月�，米勒耳先生第二次来到波德ú城客西歌街教堂布道。��我正在沮ǝ失意
之中，并且�得自己�没有Ày好迎�我的救主；所以我U��次又能赴会听b，�在是个上好的
权利。合城的人
�第二次的布道会>比第一次来得兴ö。可是除了少数的例外，一般公会都ŀ門
拒�米勒耳先生。e多教会都在b台上w法揭	�位演b者所F的“异端邪道”；但-有成群至�ĩ急
的听Ø前来赴会，以致e多人无法ż&会堂。会Ø都是异常的安静并注意听b。 {CET 21.3}

米勒耳先生b道的方式既非文采横溢，也不激昂雄ǹ；他只是提出�明而�人的事�来，使他的
听Ø从冷淡不�意的景况中醒悟。 他在b道�，-是引用圣�来��他的�h和理V。他的�都*
有一种令人折服的能力，使人感�句句都是真�的。 {CET 21.4}

他是彬彬有礼而善表同情的。当堂内已�M座而b台的左右也好像�分nż的�候，我曾看�他
走下b台，到下面b席的通路中去扶一位体弱的老人或老Ķ，替他�õ找座位，然后再回去�]他
的bV。他确�是一位配称�“慈父米勒耳”的人，因�他
于凡来听他b道的人都±着M腔��的,
忱，他的禀性温和，�人忠厚，心地慈悲。 {CET 23.1}

他是一个能引人入Õ的演�家，他的Ƕ勉
于自称�基督徒以及冥ȓ不化的人，都很适当而且*
有能力。有�会"中呈一种非常ôǭ的空气。几乎令人痛苦扎心。听Ø都感�到人类�急的危机
已�č到。e多人依服了上帝圣灵的感�。白	ƈƈ的老翁与年迈的Ķ女�，都PP兢兢地来到台
前祷告；那些身强力壮的中年人，青年与儿童，也都深深地受到感�。痛哭流泪的声音与Ʌł上帝
的歌声，已交ĕ在祷告的Ƣ上。 {CET 23.2}

上帝仆人所bôǭ的�h我都相信，所以当人�加以反
或嘲笑的�候，我就非常痛心。我常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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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聚会，并且相信耶Ⱦ不久就要ŕ天云降č；我最大的焦Ļ就是要如何Ày好迎�他。我�常默
念的2旨乃是心地的圣洁。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得到�莫大的福惠，并感�到上帝已�完全悦ť了
我。 {CET 23.3}

心灵上的痛苦

以前我从未在公Ø面前作�祷告，而且在祷告会里也只怯怯地��几句。在我受了感�，�得
我9当在人数不多的��聚会中，藉着祈祷õ求上帝。我不敢��作，惟恐č�慌乱，无法表i自
己的心意。但�种ò任是那么强烈地³在我的心上，甚至我何�Ŋ#作私自祷告，就�得好象是在
Ɏ慢上帝一�，因�我没有°从他的旨意。从此我被�望悲|所³倒，以致三个星期之久没有一a
光明穿透那¥Ƴ我的幽暗。 {CET 24.1}

我心志上的痛苦非常¹烈。有�我整夜不敢合眼，直等我ɥ生姊妹已�睡熟，我就悄悄地下床来
跪在地板上，默默祈求，心里有无可言Ȟ的痛苦。地ǐ里永火焚Ó的惨景常在我的眼前出。我知
道�此下去，我是不能再活了；可是我又不敢死，惟恐遭遇那罪人可怕的劫G。��我
于那些承
U自己已蒙上帝悦ť的人，真是何等的羡慕！在我痛苦的心灵看来，基督徒的希望C是何等的宝Ô
啊！ {CET 24.2}

我屡次几乎整夜地跪祷，ư息而且ȗ抖，有 以言宣的痛苦，也有无法形容的�望。我祈祷
�：“主啊，开恩可怜我！”正如那可怜的税吏一般，WÄ目望天也不敢，只是把�俯伏在地上。我的
身体消瘦，气力衰弱，然而我却没有
人提�自己的痛苦与�望。 {CET 24.3}

梦�殿与羔羊

当我��沮ǝ的�候，得了一个梦，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梦中看�一个殿，�有e
多人n&殿去。�日N6，惟有在殿里避 的人才能得救；而在外面的人，却将永>ƃ亡了。e多
在外面的人都各行己道，嘲笑那些&殿去的人，并
他��，�种求得安全的方法，乃是欺Ģ人的
巧O，因��»上并没有什么必æƇ避的危¼。他�甚至于将一些人Ư住，Ȇ阻他�不要急忙&到
里面去。 {CET 24.4}

那�我恐怕受到嘲笑，心想最好等Ø人都散开了，或是在他�看不�的�候，我才&殿去。但是
人数不但未�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我恐怕��机会，便速速离家，ż�人群之中。我因切望走&
殿内，故此
于四面nż我的人，一点也没有注意到。 {CET 25.1}

走&去之后，我看��座宏Ż的殿只有一根巨大的柱子支持着，柱子上ȝ着一个遍体受B流血的
羔羊。我�在"的人好像都知道�羔羊是�我�的�故而被撕裂³B的。凡&入殿内的人都必æ到
羔羊面前来承U自己的罪。在羔羊的面前有一排高的座位，上面坐着一群面喜容的人。仿佛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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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光照在他�的�上，他�ł美上帝，并唱着快�感I的ā歌，仿佛天使所奏的音�一般。�些
人都已在羔羊面前承U自己的罪，并已得蒙赦免，在他�M心�喜地期待着一件快�的大事来
到。 {CET 25.2}

就在我&入殿内之后，我也不由得惧怕起来，并感�得羞愧， 因�我必æ在会Ø面前自卑；但我
似乎是被迫向前，慢慢地Ƴ着柱子而行，以便面向那羔羊；��忽然有号角吹响，全殿震�，聚集
在那里的圣徒都	出Õ利的ž喊，有一道眩目的亮光照耀殿宇，随即又!成极其黑暗。那些快�的
会Ø与亮光都不�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在那可怕的静夜之中。 {CET 25.3}

我醒�来�，心中非常痛苦，我似 相信只是作了一"梦。在我看来，我的厄G已�注定；主的
灵已�离开我，永>不再回来了。 {CET 26.1}

梦�耶S

不久以后，我又得了一个梦。我好像是E在一种沮ǝ而�望的情况之下，双手掩面，在反覆地�
�思想着：如果耶Ⱦ在地上的�，我就要往他那里去，伏在他脚前，将我的一切痛苦告«他。他决
不致离弃我；他必定要怜恤我，我也要永>�他，事奉他。 {CET 26.2}

正在��門忽然开了，有一个身材魁梧容貌俊美的人走&来。他用怜恤的目光望着我，
我
�：“你愿意�耶Ⱦ么？他就在�里，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到他。*着你一切所有的来跟我去。”
{CET 26.3}

我听了��，心里有�不出的快�，于是就��喜喜地收集我所有的一点.西，和每一件宝的
小ċ物，跟随我的响 走去。他3我到一个¤然不很�固而¼峻的ƣ梯。当我走上ƣ梯�，他警告
我要目不8睛地一直向上看，否©就会感到ś眩而跌下去。曾有e多人攀登�个¼峻的ƣ梯，6果
�没有爬到Ã上就摔下去了。 {CET 26.4}

我�N于走到最后一J， 站在一个門前了。我的响 就指示我将所*来的.西留在那里。我欣然
地把�一切放下。他便将門打开命我&去。一会儿我就站在耶Ⱦ面前了。他那佳美的面容，我是�
不会U�的；因�他所¤出的仁�和威荣，决非他人所有。当他定睛望着我的�候，我立刻就�得
他是洞悉我内心一切思想和感�的。 {CET 26.5}

我w法要Ƈ避他的目光，因我�得受不住他那洞察人心的凝A；但他却*着微笑走近我，按手在
我�上�：“不要怕”，他那温和的声音振ö了我的心，使我得着一种从未体��的快�。我�在是太
高兴了，甚至一句�也�不出来，只是被强烈的情ģ所Õ，就仆倒在他脚前。当我伏在地上è弱无
力的�候，有e多d美荣耀的景象从我面前��，我似乎已�到了天国į妥平安之境。N于我的气
力恢复了，我便站起来。耶Ⱦ那充M怜�的眼睛仍然望着我，他的微笑使我的心灵充M了快�。他
的č格激起了我圣洁的敬畏和�不出的�慕。 {CET 27.1}

��我的响 就把門打开，我便走出門外。他叫我从新拿起我先前留在門外的.西。然后他又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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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条¢得��的ÛȂ子。他指示我将�条Ȃ子放在靠近胸口的地方，何�我想要�耶Ⱦ，就可
从胸前拿出�条Ȃ子来尽量伸直。他警告我不可�那Ȃ子¢6太久，以免成了死6，不容易再拉
直。于是我将�条Ȃ子放在我的胸口，M心愉快地走下那狭窄的ƣ梯，一面ł美主，一面告«我所
遇�的Ø人他�在什么地方可以õ�耶Ⱦ。 {CET 27.2}

�梦使我有了希望。在我看来，那Û色的Ȃ子就代表信心，如此信Ƃ上帝的美妙和?Å就如同曙
光一�ĨĨ向我的心灵ķ明了。 {CET 28.1}

友J的同情与N慰

此�我将所有的ĩ愁和困ě都告«了我的母4。她很4切地同情我鼓励我，并Ƕ我去%教史德門
牧D；那�他正在波德úFŠ基督复č的要道。我
他非常的信任，因�他是基督的忠仆。他听了
我的��之后，便很4切的按手在我�上，含着M眶的眼泪
我�：“�ń，你在不�是一个小孩
子。一个人在你��幼小的年Ř能有��的��，真是少有的。耶Ⱦ一定是在Ày你�他作一番特
别的工作。” {CET 28.2}

随后他又告«我，即使我是一个成年人，并且如此被疑惑和�望所困，他也能告«我，他确知我
藉着耶Ⱦ的��是有希望的。我心中所受到的痛苦就是一个明确的凭据，�明主的灵是在感�着
我。他�当罪人在罪中ȓ梗不化的�候，他就看不出自己罪�的深重，反要自¿自慰，以�自己作
得�不�，也不致遭遇到什么危¼。主的灵便要离开他，他就会!成疏忽，冷淡，或胆大妄�。�
位慈祥的老人也告«我关于上帝
他犯罪的子女所±的慈�，他不但不�喜看到他�ƃ亡，反而极
愿吸引他�凭着?Å的信心和依靠来Ă向他。他又强j基督Ż大的�和救ȯ的O划。 {CET 28.3}

史德門牧D提到我童年不幸的遭遇，并�那确是很惨痛的��，但他Ƕ我相信慈�天父的手并没
有从我身上收回；等到来生， 当那ǯ罩在我心上的云ǀ消散的�候，我就会明白�似乎非常残酷而
玄妙莫�的��，乃是天意的智慧。耶Ⱦ
他的門徒�：“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翰福音13:7 在那>大的将来，我�再不
着Ą子|看模糊不清，却要面
面地看明神圣之�的奥
秘了。 {CET 28.4}

他
我�：“�ń，你只管放心Ɗ！你可以回家去，全心信靠耶Ⱦ，因�他
于一切真心õ求他的
人，决不会扣留他的大�。”随后他就�我Ȫ切地祷告，看来即或我卑微的%求不蒙垂听，而�位圣
徒的祈祷-是会蒙上帝9允的。当我听到�位以色列的教D温柔智慧的Ƕ勉�，我便大放Ć心，那
悲惨的疑惧之奴役就都消散无余了。我与他分离之�，M心安慰，大得鼓励。 {CET 29.1}

在我与史德門牧D½�的短短几分s内，我
于上帝的大�和温慈的怜ȸ所得到的U�，比我已
往从一切b道与Ƕ勉之中所3受的�多。 {CET 29.2}

首次在公6之前祈祷



1/7/14, 6:51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9 of 9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5&start_paragraph=1003589959&finish_paragraph=1003591160&references=1

我回家之后，再到主面前e愿：只要有耶Ⱦ的笑容鼓舞我的心，我就愿意从事并忍受他所要我做
的任何事。那从前vň我心的·�又在我面前出了，—就是要我在上帝百姓的会中背起我的十字
架。机会很快就来到了；当天晚上我叔父家里有一次祈祷聚会，我便前往参加。 {CET 29.3}

当别人都跪下祈祷的�候，我也和他�一同跪下，全身	ȗ，及至几个人祷告�了， 我也不知不
�地	出祷告的声音。那�上帝的9e向我¤明，好像e多宝Ô的珍珠，只要求就可以得着。当我
祷告的�候，我忍受已久的心灵上痛苦的重担都离开了，主的福惠便像甘露降在我身上。我从心灵
的深Eł美上帝。除了耶Ⱦ和他的荣耀，各�事物似乎都与我隔�，于是我便
四¥所	生的事完
全失去知�了。 {CET 29.4}

上帝的灵大有能力地降在我身上，以致那天晚上我不能回到家里去。等我醒�来之后，	自己
仍然留在叔父家里，也就是在我�原来Ä行祈祷聚会的地方。我的叔父和ȩ母
于宗教都没有兴
趣。虽然叔父�去曾�一度侍奉�基督教，却已冷淡背道了。后来我听�，那天晚上当上帝的能力
那�¤著地降在我身上的�候，他曾大受感�，并在房�里走来走去，心里感�得非常的不安与苦
ě。 {CET 30.1}

当我初次仆倒在地的�候，在"的几个人大�¦Ơ，想要跑去%一位医生来，以�我得了什么危
¼的急症；可是我的母4却叫他�不要管我，因�她和其他几位有��的基督徒都很明白，我仆倒
乃是由于上帝奇妙的能力所致。等我第二天回家的�候，我的心里已�起了很大的改!。在我看
来，我再不是前一天晚上从自己家里出来的那个人了。我思想中常5念着�Q�文：“耶和d是我的
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ā篇23:1 当我TT地反覆背ȹ�两句��，我的内心充M了喜�。 {CET 30.2}

�于天父大�的$感

在我心里充M了信心。我�得有一种莫可言Ȟ的�上帝之心，并且有他的灵�明我的罪已得蒙
赦免。我
于天父的|念也与�去不同了。我在看他是一位仁慈温和的父，而不再是一个强迫人
盲目服从的ô厉暴君了。我的心以深切而,烈的�响往于他。我以°从他的旨意��；并以�他服
�而感到荣幸。再没有阴云使那向我¤示上帝完美旨意的亮光晦黯不明。我确知在我心中有救主居
住，并且体会到基督所曾���的真理：“服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翰
福音8:12 {CET 31.1}

我在的平安和快�，与我先前的ĩ郁和痛苦，成了¤著的
比，甚至令我感�自己好像是从地
ǐ里拯救出来而被送到了天国一�。我甚至�那折磨我一生的不幸遭遇，也能ł美上帝，因��件
事竟成了使我思想1注于永生的媒介。若不是�"ô重的苦 使我隔�了世俗的成功和虚荣，我那
本性的ƪ傲与野心可能会使我不肯将心献�耶Ⱦ呢。 {CET 31.2}

半年之久我的心灵没有一点暗影，我也没有忽略一£我所当尽的本分。我献上全部的精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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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旨意，并且不断地思念耶Ⱦ和天国。基督的救ȯ和他的工作��极清晰地向我¤明，使我不
Õ¦Ȓ，大�喜�。我不必再多解Ĥ我当�的思想情况了；-之，旧事已�，一切都!成新的了。
再没有什么阴霾可以ľ坏我美M的福�。我渴望述�耶Ⱦ仁�的故事，但我却不想与任何人作凡俗
的交½。我心里充M了
上帝的�和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因此我很喜�默想和祈祷。 {CET 31.3}

�主作*

在我3受了�么大的福惠之后的第二晚，我去参加了一次复čG�的聚会。当�机来到�基督徒
�主作���，我再也不能保持ɟ默，便站了起来述�我的��。当�我并没有想到我9Cb什么
�；但耶Ⱦ
我的�和�?Å的故事竟从我口中滔滔而出；我的心也脱离了黑暗与失望的捆Ɲ而感
到非常的快�，甚至
于周¥的听Ø竟毫无所�，似乎是?独和上帝同在。除了因声泪俱下而�h
�断以外，我毫无困 地表i了我心中的平安与喜�。 {CET 32.1}

史德門牧D当�也在"。他最近曾��我陷于极度的�望之中，因在他�我的束ȝ已被解除，他
便大受感�，潸然泪下，和我一同快�，并��¤明上帝怜ȸ与慈�的凭据而ł美他。 {CET 32.2}

在我3受了�次的大福惠之后不久，我参赴了在基督徒会堂召开的一次�合聚会。卜朗牧D是C
堂的主任。我被邀%b述我的��；我不但�得b��非常自由，同�也因b�耶Ⱦ�我的�?故
事并因得蒙上帝的悦ť而感到快�。当我以ɀ服的心±和M眶的,泪b��，我的心灵似乎因感I
而被提往天上。有上帝熔化人心的能力降在与会的Ø人身上。e多人感�得流泪不止，其他的人©
开口ł美上帝。 {CET 32.3}

当呼召罪人起立�之代祷�， e多人便9声而起。我的心非常地感I上帝所Ǩ�我的福气，因此
我切望别人也可以与我分享�圣洁的福�。我极其关心那些因罪孽的重担并感�上帝的不悦而精神
痛苦的人。当我叙述自己的���，我感到没有人能抗拒那使我有了奇妙改!的上帝赦罪之�的确
�凭据。真正悔改的�情在我看来是非常�明，所以我极愿帮助我的青年朋友�&入光明，于是就
利用每一个机会尽力成全此事。 {CET 32.4}

�青年朋友�操?

我与一些青年朋友�安排了聚会，他�中�有一些人年Ř比我�大，也有少数是已�6了婚的。
中�也有不少是�慕虚荣而漫不�心的，我的��在他�听来好像是没有意·的Ü½，所以他�没
有听我的ȪǶ。但我定意非到他�悔改信服上帝决不停止我的努力，因�我
�些可�的生灵非常
关切。我用了几个整夜的功夫，�那些我所õ找而聚集�他�工作，并与他�一同祈祷的人Ȫ切地
祷告。 {CET 33.1}

在他�中�有一些人是因�好奇而来，想要听我究竟b些什么事；�有一些人U�我���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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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努力，也e是精神�乱了，因�他�
于自己得救的(2，¤然并不介意。但是在我�每一次
人数很少的聚会中，我都恒切而分别地Ƕ戒每一个人，并�他�祷告，直到每一个人都Ă服耶Ⱦ，
并承U他赦罪之�的功ĝ�止。最后每一个人都悔改Ă向了上帝。 {CET 33.2}

我夜夜在梦中都好像是在�救人而操ĝ。在��的��之内， 我念及几个人的特别情形；后来就
去找到�些人，和他�一同祷告。6果除了一个之外，�些人都献身Ă主了。有一些��注重形式
的弟兄怕我在救人的事上太,心了；但我却以���太短促，所以凡具有永生洪福之望并仰望基督
早日复č的人，都9当不断地努力，�那些仍然留在罪中而ɏč可怕之ƃ亡=�的人作工。 {CET 33.3}

我虽然年ã很T，但救恩的O划已�非常清楚地向我¤明，并且我4身的��又是如此深刻，因
此在我考Ļ之后，就U明自己有�]努力拯救那宝Ô生灵的·�，并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祷告并承U
基督。我已全然地献身�主服�。我决定无V如何一定要求得蒙上帝的喜悦，并使我的生活表明我
是在盼望救主复č来ĲǨ忠心的人。我�得自己来到上帝面前，就如同小孩子来到父4面前，(他
要我作什么事。及至所9尽的本分向我¤明�，我就欣然以赴。有�我遇到了一些特别的考�。一
般比我年Ř�����多的人，-想Ȇ阻我并冷却我信心的火焰；但既有耶Ⱦ的笑容常使我的生活
充M光明，又有上帝的大�在我心里，我就本着愉快的精神勇往直前了。 {CET 34.1}

第四章基督复�的信仰

我父4的全家��或往Ï理公会的教堂去聚会，同�也参加各人家中的l���聚会。 {CET 35.1}

在 
�*会中的
)

有一天晚上，我同哥哥ĉ伯一起去赴一次l���的聚会。教会的首席�老那天也在"。当作�
�的机会Ì到我哥哥的�候，他便以极ǽȁ的o度和清晰的�h，�到我�当怎�的完全Ày妥
当，以便迎接救主有能力有大荣耀ŕ着天上的云降č。当我的哥哥在b�的�候，他那素常ƈ白的
�上Ȧ	着一种属于天国的光ǃ。他的神情似乎是>>超脱了当前的景物，如同是站在耶Ⱦ面前	
言一�。 {CET 35.2}

及至我被邀作���，我也精神活ǖ地站了起来，±着M腔的,�与平安，叙述自己先前怎�在
自�有罪的情况中极感痛苦，后来又怎�N于得到了所渴望已久的恩惠，—完全°从上帝的旨意，
并表示我
于救ȯ主快要来接他子民回家的信息所有的快�。 {CET 35.3}

我b完之后，首席�老便(我，我�在世上活一个��而有益于人的日子，作些好事来帮助别
人，Ǿ不比盼望耶Ⱦ迅速降čŴƃ可怜的罪人更�快�么？我回答�，我�是渴望耶Ⱦ再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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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便要止息，我�也可以永>在圣洁中喜�，再没有魔鬼来#探我�，引Ɨ我�走入迷途了。
{CET 35.4}

散会之后，我感到那些先前
我4,而友善的人�，在!得冷淡无情了。我和哥哥一起回家的
�候，我�心里�在 �， 因�弟兄�竟��ć会我�，而且想不到�耶Ⱦ快来的2目竟会在他�
心里引起如此¹烈的反
。 {CET 35.5}

洪福之望

我�在回家的路上，ĈȪ地½V到我�新的信仰和指望的确据。ĉ伯�：“�ń， 道我�受Ģ了
么？�基督快要¤č地上的指望， 道是异端，以致教会中牧D和信徒�要��狠毒地反
么？据
他��，耶Ⱦ在�几千年之内是决不会来的。如果他�所b的有几分真理的�，那么，世界的末日
在我��一世代是不会�的了。” {CET 36.1}

我不敢b±疑在我心中占有�毫余地，因此很快地回答�：“米勒耳先生所b的是真理，我一点也
不±疑。你看他的�里有多大的力量！能使罪人的心得到何等的感悟！” {CET 36.2}

我�一面走路，一面坦率地²V�个(2，并且决心以仰望救主降č�我�的本分与特权；我�
在他的¤之前准y好，以便快�地迎接他，乃是最妥善的；及至他真的来了，那些在�“我的主
人必来得ő”而毫无指望�他的人，将有何等的6局呢？我�真不明白，�什么�些F道人竟在�警
告F遍普天下的�候，�敢�“平安了！平安了！”来安ǫ一般罪人和在道理上冷淡之人的恐惧。我�
深�当前的�机已�非常�急；再没有光阴可以耗L了。 {CET 36.3}

ĉ伯又�：“|果知ă；我�且看�个信仰已��我�成就了什么呢？它已�使我�感悟到我��
没有Ày好迎�主；因此我�9当追求心灵圣洁，否©我�就不能平平安安地迎�救主。它已�激
	我�向上帝õ求新的力量与安慰。 {CET 36.4}

“�ń，�真理已��你成就了什么呢？如果你未曾听�基督快来的道理，你能象在一�么？它
在你心中引起了何等的希望；它已�你怎�的平安、喜�，与仁�呢？至于我，它已�我成就了一
切。我�耶Ⱦ和一切的基督徒。我�参赴祷告聚会。我在��祈祷�，得到了极大的快�。” {CET

37.1}

我�Ň人都感到因�次的½�而增添了不少力量，并且立志决不放弃我�在所确信的真理，和
等候基督行将ŕ云降č的洪福之望。我�很感I上帝，因�我�能辨��宝Ô的真光，并能快�地
等候主的降č。 {CET 37.2}

在 
�*会中的最后�*

�事之后不久，我�又去赴了一次l���会。我�想要藉此得到一个机会述�那激励我�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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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帝宝Ô的慈�。我特别想要b述上帝
于我的仁慈与怜ȸ。我的内心已�起了一种极大的改
!，因此我�得9当利用每一个�救主的慈�作��的机会。 {CET 37.3}

及至Ì到我起来���，我便列Ä了我享受耶Ⱦ的�所有的凭据，并�明我M心快�地仰望能早
日迎�我的救ȯ主。基督复č已近的信仰激�了我的心，使我更迫切地追求上帝的灵来使我成圣。
{CET 37.4}

�到�里，那3会的主席打断了我的�，�：“姊妹，你是因Ï理公会的教·而成圣的，是因Ï理
公会的教·，而不是因什么异端邪�。” {CET 37.5}

我�得我必æ�真理ǹ白，因�我心里所得到的新的福�并不是因Ï理公会的教·，而是因耶Ⱦ
4自¤的�人真理。 我因�真理，才得到平安、快�，和完全的�。我的��就是��6束了，
�也是我在l���会中向Ï理公会的弟兄�所作的最后一次��。 {CET 37.6}

接着ĉ伯以他那种ǽ和的o度b�了，但他的口ƻ清楚而表情�人，以致有些人因而落泪，大�
感�；但也有些人故意咳嗽表示反
，作出极不耐v的�子。 {CET 38.1}

我�离开会"之后，便又½起我�的信仰，并感到十分奇怪，�什么我�教内的弟兄姊妹�在我
�一提起救主再来的事，就那�地忍受不住。我�都�得此后不9再去赴l���会了。基督荣耀
¤的指望充M了我的心灵，所以-要在我�站起来���有所表露。很¤然地我�在l���会
中是不可能自由��的了；因�我�的��，只能使我�听到那素常�戴的弟兄姊妹�，在散会后
向我�表示ɝɰ与嘲ļ。 {CET 38.2}

广�复>的信息

那�，复č信徒�都在多芬大礼堂里聚会。我的父4和全家的人都�常赴会。那�大家以�基
督复č是在一八四三年。人�可以得救的��是极其短促，因此我决心要尽我所能的，去引3罪人
来就真理之光。 {CET 38.3}

在家里我有两个姊妹，—一个是比我大几[的撒拉，�有一个是我ɥ生的姊妹以利沙伯。我�彼
此½V�个(2，然后决定要尽我�所能的去š一点H，以便¨+R籍和?:免L分ƨ�人。�是
我�所能尽的最大努力，而且我�欣然去做了。 {CET 38.4}

我�的父4是一个制帽的工匠，他所分配�我的工作是ĕ帽=，因��是最容易的工作。同�我
也ĕ袜子，每双的工H是二角五分。那�，我的心ř非常衰弱，所以我不得不斜靠在床上作工；但
我一天天地坐在那里，心中-是很快�的，因�我那ȗ抖的指��能作一点工š得少e的H，来Ǽ
献�我所最心�的事<。我一天所得的只有二角五分H。我每次得到�宝Ô的几枚ëŜ�，-是非
常小心地收藏起来，准y用来¨+RZF?，去光照并Ǡ醒那些E在黑暗中的人�。 {CET 39.1}

我从未受#探要把所š得的H用在个人的享受上。我的服装�朴；也不花H+什么不必要的ĸ
ċ，因�我-U�有虚d的ĸċ是罪�的。因此我常有一点薄款存在手=，可以随�¨+合适的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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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交�有��的人，%他�代送至海外各地。 {CET 39.2}

�种印刷品的每一u，我都A如珍宝；因�它
于世人犹如光明的使者，嘱咐他��那迫近眼前
的大事作准y。我心�上的ì担就是救灵的工作，我也常�那一班自幸自慰的人而痛心，因�正当
�警告F遍全世界的�候，他�竟�自己是安全无虞的。 {CET 39.3}

灵魂不死的��

有一天，我听�我母4在同一位姊妹½�，提到最近所听�的一篇b章，�人的灵魂并不是不能
死的。她�也提出了那位牧D所用来作�明的章Q。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以下几个章Q：“犯罪
的，他必死亡。” 以西6R18:4 “活着的人， 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 F道R9:5 “到了日
期，那可称Ʌ独有权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的。 提摩太前R6:15, 16 “凡恒
心行善，õ求荣耀尊Ô，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Z9他�。” ĉzR2:7 {CET 39.4}

母4在引�以上最后一段�文之后，便(道：“他�既已�有了不能朽坏的生命；又何必再去õ求
呢？” {CET 40.1}

我以,切的兴趣和B痛的心情旁听了�些新的�法。当我与母4?独在一起的�候，我就(她是
否真正相信人的灵魂不是不能死的。她的回答是；她只怕我��去
于�个(2，和在其他的一些
2目上都有了�ć。 {CET 40.2}

我�：“可是，//，你真相信死人是在坟墓里睡�直到复活之日么？你以�基督徒死后不是立刻
升天，�人死后不是立刻下地ǐ么?” {CET 40.3}

她回答道：“圣�上没有�据�明有一个永>焚Ó的地ǐ。如果真有�么一个地方，圣R上9有明
文5'的。” {CET 40.4}

“/呀，你怎么啦！”我在¦奇之中不禁喊叫起来，“你�种�法真是奇怪！如果你真相信�种奇怪
的道理，可不要�别人知道；因�我真怕罪人因�种信仰而姑息自己，再不想õ求主了。” {CET 40.5}

她回答�：“如果�是圣�Å正的真理，它非但不会Ȇ阻罪人得救，反而会引3他�来就基督。如
果上帝的�不足以感化叛逆之人来Ă°他，那么一个永>焚Ó着的恐怖地ǐ也不会叫他�悔改的。
何况用恐怖的方法，就是引�人卑劣的惧怕心理，叫人Ă向耶Ⱦ，�并不是正当的方法，只有耶Ⱦ
的�能吸引人；他的�足以ɀ服最�硬的心ű。” {CET 40.6}

�次½�以后§数月之久，我再没有听到什么有关�个道理的�；但我却在�段�期中，�常思
想�个(2；及至听到人Fb�个道理�，我就确信�乃是真理。自从�个有关死人没有知�的道
理向我开ķ以来，那曾�ǯ罩在复活的(2上的神秘阴影便全然消除了，�Ż大的事似乎含着一种
新Ƿ卓越的重要意·。�去我-不能解决死人立即得Ĳ受ƹ和将来死人必定复活受ƶ判之�的矛
盾，因此我的思想�常感到苦ě。因�如果人死后立�&入永>的福�或永久的痛苦，那么又何必
再要�个腐朽了的身体复活呢？ {CET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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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个美妙的新信仰，已� 使我明白�什么古�受圣灵默示的著作家要特别�明身体的
复活；原来整个的人都在坟墓里沉睡。从此我就更明白地看出，我�原来
于�个(2所持的立"
是虚ƥ而ɇć的。 {CET 41.2}

牧�的B�

我�全家
于救主快要复č的道理，都感到深切的兴趣。我父4原是Ï理公会的ȃ梁之一，他常
担任Ƕ 的工作，也常在郊区的家庭聚会中3会。但��有一位Ï理公会的牧D特来拜Ŕ我�，并
在�次Ŕ(中向我��明Ï理公会的信仰与我�的信仰不同。他没有(起我�信仰�道理的�由，
也没有引用圣�来指明我�的�ć；他只�我�3受了一种新奇的信仰，是Ï理公会所不能接受
的。 {CET 41.3}

我的父4回答�：牧D称�个道理�新奇的，他必是看�了；因�基督自己在教Î門徒的�候，
也曾Fb他复č的道理。他曾�：“在我父的家里，有e多住E，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你�了；
我去原是�你�Ày地方去。我若去�你�Ày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
叫你�也在那里。” §翰福音14:2, 3 而且在他被接升天，他忠心的門徒站着定睛望天的�候，“忽然
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加利利人哪，你��什么站着望天呢？�离开你�被接升天
的耶Ⱦ，你��他怎�往天上去，他�要怎�来。” 使徒行F1:10, 11 {CET 43.1}

我的父4
于�个道理越b越兴ö，便�：“那受灵感的保ĉ曾�写�一封鼓励他在帖撒ĉ尼迦弟
兄�的信�：‘也必使你��受患 的人，与我�同得平安；那�，主耶Ⱦ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
上在火焰中¤，要Z9那不U�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Ⱦ福音的人。他�要受刑ƹ，就是永>
沉Ȍ，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正是主降č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
¤�希奇的那日子。‘ 帖撒ĉ尼迦后R1:7-10 ’因�主必4自从天降č，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的
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活着�存留的人，必和他�
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我�就要和主永>同在。所以你�当用�些�彼此Ƕ
勉。’” 帖撒ĉ尼迦前R4:16-18 {CET 43.2}

“�就是我�信仰的最高权威。耶Ⱦ同使徒�常以�欣Ǣ旋的心情，来bV复č的重大事件；而且
圣天使也宣称�个升上天去的基督要再来。�就是我�的罪咎—相信耶Ⱦ与使徒�的�。�是一个
古老的道理，而是毫未受异端玷ƾ的。” {CET 44.1}

牧D没有#0引�一段�文来指明我�的�ć，只是以��匆促�借辞。他Ƕ我�安静无事地脱
离教会，以免受公开的ƶ(。我�已�知道，一些其他弟兄�正因�相同的�故受到�种待遇，同
�我�也不愿有人ć会我�以承U自己的信仰�耻，或是不能用圣�来�明�种信仰，因此，我的
父母�持要明白牧D�种要求到底有什么根据。 {CET 44.2}

他唯一的回答只是Ğȶ其辞地�我�ƭ犯了教会的à©，自�脱离教会，避免公开的ƶ(，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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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策。我�回答�：我�情愿��一番正式的ƶ(，�要知道他�告我�的究竟是什么罪，因�我
�自�仰望并�慕救主的¤，是并没有什么�ć的。  {CET 44.3}注

第五章大失望

我�以ǚ慎P兢的心情等候我�所期待的救主¤的日子。我�全体信徒以ôǭ的,忱力求使自
己的生活Å洁，以便在他降č的�候Ày妥当迎�他。我�仍然在城中各E私人家里�]召开聚
会，成ơ也非常美M。信徒�都受到鼓励，踊ǋ地�自己的4友工作，悔改Ă主的人数也与日俱
增。 {CET 45.1}

,多芬堂的聚会

虽然有e多教会和牧D起来反
，但波德ú城的多芬堂仍然是每晚M座；星期日的人数尤�Ø
多。各界的人士也蜂涌而来。无VƸ富ÔŨ，教牧人@或平信徒，都抱着不同的�机急欲4自聆听
基督复č的道理；e多人来了，�会堂nż得没有立足之地，就很失望地走回家去。 {CET 45.2}

聚会的程序很�?。通常先有一篇�短而切2的b道，然后�各人自由	表Ƕ勉人的�。虽然聚
会的人数很多，但是会"内-保持着十分ǭ静的空气。当主的忠仆�述�自己信仰的�由�，他便
遏制住反
的^力。有�作器皿的人è弱了，但有上帝的灵使他的真理大有权威和能力；听Ø都�
得有圣天使在"，天天都有人加入�一小群的信徒当中。 {CET 45.3}

有一次，当史德門牧Db道的�候， 有一位浸礼会的F道人卜朗�老坐在b台旁=，以深切的注
意听b。他大受感�，忽然�色!成灰白如同死人，ś倒在他的座位上了，当他正要倒下去的�
候，史牧DW忙伸出手臂去扶住他，把他放在b台后面的沙	椅上，他便è弱无力的Ę在那里，直
到b道6束的�候。 {CET 45.4}

后来他站了起来，虽然�色�是ƈ白，却Ȧ	着从那公·的日�而来的光ǃ，并作了一个很�人
的��。他似乎是从上天3受了圣灵的恩膏。他向来��ũ慢，*着Ȫ切的o度，全然没有兴ö激
昂的�子。��他那ôǭ而慎重的�，*有一种新的力量。 {CET 46.1}

他�?而直爽地�叙自己的��，以致e多向来深±成�的人亦�之澘然泪下。他的言û和他的
面容都反映上帝的灵。他以圣洁的兴ö放胆声明他已�接受圣��他的响 ；他的疑惑已�一ƙ而
空，他的信心却�强了。他ĈȪ地Ƕ告他同会的牧D、教友、罪人，和不信的人等�要自行l考圣
�，并嘱咐他�不可�任何人使他�放弃探究何�真理的心愿。 {CET 46.2}

他b完之后，便%凡愿意要上帝子民代祷的人起立。当�有几百个人响9�个呼召。圣灵č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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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天与地似乎是互相接近了。聚会一直延到深夜。无V是青年，老年，或中年人，都感�到有
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 {CET 46.3}

然而�位卜朗�老始N没有与他的教会脱离关系，他的会友都非常敬重他。 {CET 46.4}

快�的期望

在我�分道回家的�候，有ł美上帝的歌声从一方F来，另一方，再另一方©似乎是回声相9地
	出ł美的喊声，�：“荣耀Ă上帝，耶和d�王！”人�回家�，一路上Ʌł上帝，他�快�的歌声
冲破了静夜的天空。�种深刻而�人的景象，是每一个参赴�些聚会的人所永不能忘5的。 {CET 47.1}

凡Ĉ心�耶Ⱦ的人，必能体会到那些极其迫切仰望救主降č之人的心情。所期望的�辰č近了。
我�希望与主相会的�日已近在眼前。我�以ŭ静ôǭ的心情č近了那日子。真�的信徒�安歇在
与上帝最4密的交往中，—�乃是光明之来生中他�所有平安的ÀŊ。凡�����的希望和信靠
的人，永不会忘5那宝Ô的期待�辰。 {CET 47.2}

几个安息之久，世俗的事�多半都放弃了。我�仔�地l�自己心中的每一思想和感情，好象我
�正卧在čN的床上，再�几小�，就要ŀ目与世上的景物永别了。我�并没有裁制什么“升天所穿
的白袍”，准y9付那个重大的�机；只�得需要内心洁´的凭据能�明我�已�准y好迎�基督，
而我�的白袍就是Å洁的心灵，以及那被宝血所洁´无罪的品格。 {CET 47.3}

惶惑的日子

但所期望的日子�去了。
于那些信仰并期待耶Ⱦŕ云降č的人�， �是第一次ô重的#ş。那
一班在等候中的上帝百姓的失望是很大的。ɝ笑的人大大夸Õ了，并~得懦弱胆怯的人Ă于他�的
行列。有一些先前似乎有真�信仰的人，6果¤明他�完全是出于惧伯的心理；在�候既然�
去，他�又恢复勇气，大胆地与那些ɝɰ的人�合，宣称他�本来就没有真正相信那Ö狂盲信的米
勒耳所F的道理。此外�有一些本性r柔寡断的人，©默默地退出了。 {CET 47.4}

那�我�甚感困惑与失望，但我�却没有放弃信仰。e多人�是�决相信耶Ⱦ必不�久耽延他的
复č；因�主的�既是确�的，必不致落空。我��得已�尽到自己的本分，行事�人与�宝Ô的
信仰相称；我�Ɣ然失望，但并未灰心。因�e多�兆�明万物的6局已�近了；我�必æ儆醒À
y，随�等候主的降č。我�必æ存着希望与信靠的心而等待，不可忽略聚会，要互相Ƕ ，勉
励，安慰，俾使我�的亮光照耀�黑暗的世界。 {CET 49.1}

�日�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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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于À言�期的O算是那么�?而清楚，甚至W儿童也能明白。根据以斯拉R第七章，我�
Ɔ得波斯王出令是在主前四五七年；但以理R第八章十四Q上的二千三百年，就是从��候开始，
而其N点9在主后一八四三年。因此我�便确定�一年的N了�仰望主复č的日子。可是全年�
去，而救主并没有来，我�感到悲痛地失望了。 {CET 49.2}

我�在当初并没有	�命令不是在主前四五七年的年初	出的，因此二千三百年的N点也不可
能在一八四三年的年底。后来我�再l考，才确定那命令的	出是靠近主前四五七年的年底，故此
À言�期的N6也必æ延到一八四四年的秋季。可�那ķ示的�期并没有ő延，虽然在人看来似乎
是ő延了。我�从先知的�中得到了安慰：“因��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9�，并不虚Ơ；虽然
ő延，�要等候；因�必然č到，不再ő延。” 哈巴谷R2:3 {CET 50.1}

�一八四三年的�期既�，上帝藉此#ş并考�了他的百姓。�种在O算À言�期上的�ć，当
�并没有人	�，甚至W那些有学(而反
基督降č之�解的人也没有看出来。e多学者
于米勒
耳先生所提出的��期的O算虽已U可了，但
那�所要	生的重大事故尚有所争ǹ。可是他�和
那些在期待中的上帝子民，在���的(2上都犯了一�的�ć。 {CET 50.2}

好在那些遭受失望的人�，并没有�久陷于黑暗之中；因�他�Ȫ切祈祷地去l考À言�期，6
果	�ć，并看出À言之肇是如何追叙那一段ő延的�期。先前他�因�然期待基督的降č，竟
没有把�默示的ő延�期O算在内，6果造成一次B痛的意想不到的大失望。虽然如此，但�次的
#ş乃是�了培植并�固一班Ĉ心相信真理的人所必不可少的。 {CET 50.3}

希望复燃

从此我�的希望便集中于主在一八四四年降č的大事上了。 ��也正C是FŠ第二位天使信息的
�候，他K在空中大声喊着�：“巴比ń大城ŝ倒了，ŝ倒了。” ķ示�14:8 �个信息最初是上帝的
仆人在一八四四年夏季F开的。6果，有e多人离开了ŝ倒的教会。与�信息有关的“夜半呼声”(参
看z太福音25:1-13)也在��	出�：“新郎来了；你�出来迎接他。”有关�信息的光ǃ照耀到各
方，�呼声也Ǡ醒了千万的人�；从�城F到那城，从�村F到那村，一直F到œŁ僻壤。它非但
F�一般无名小卒，而也F�e多文人才子。 {CET 50.4}

�是我一生中最快�的一年。我的心中充M了快�的期望；但我也�那些灰心ǝ胆以及在耶Ⱦ里
没有指望的人�感到极其可惜与ĩĻ。 我�同心合意地Ȫ求主Ǩ我�一个切�的��和无ć的凭
据，�明我�已�上帝所悦ť。 {CET 51.1}

信心的�C

我�当�需要极大的忍耐，因�ɝɰ的人很多。人�常拿�去失望的��来ȕ刺我�。一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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Ċ“正�派”的教会也用尽各种方法来阻止基督快来的信仰F开。在他�的聚会中，也不�予凡敢于提
述基督快来之指望的人以	言的自由。e多自称��耶Ⱦ的人，T慢地拒�了那被称�他�最好的
朋友不久就要来与他�相�的喜Ġ。他�
于那些FŠ他快来的信息，以及切望早日�他在荣耀中
¤的人�极感Œ慨。 {CET 52.1}

0#的�期

在我看来，每一分s都是极其重要的，我�得我�目前乃是在�永生而工作；而且那些疏忽和冷
漠的人�，乃是E在极大危¼之中。我的信心是清朗的，并将耶Ⱦ宝Ô的9eA�己有。他曾
自
己的門徒�：“你�求，就必得着。” §翰福音16:24 我�信凡是合乎上帝旨意的事，我只要求，就必
蒙9允。我以ǽ卑的心情伏在耶Ⱦ脚前，我的心也与他的旨意和ǔ一致。 {CET 52.2}

我常去拜Ŕ人家，也常与那些�惧怕和沮ǝ所³迫的人�一同Ȫ切地祈祷。我的信心Ǥ��强，
甚至我毫不疑惑上帝必定9允我的祈祷。 6果毫无例外地，每一次耶Ⱦ的恩惠与平安都因我�ǽ虚
的祈祷而降在我�身上，那些ȉǝ�望者的心也因光明与希望而得到快�。 {CET 52.3}

我�本着勤Ȫ地Ľl内心并ǽ卑地U罪，�刻祷告以迎接所期待的�日。每天早晨我��得我�
第一要�的工作，就是要得着凭据，�明自己的生活在上帝面前是没有�失的。我��在感到我�
在圣洁上若没有&步，就必退后。我�彼此关切的心也增加了；常常在一起祷告，并且互相代求。
我�常到果木园或小ă林中聚集，与上帝交通，奉献我�的祈求；并因如此置身于他大自然的作�
中，便更体U到他的č格。救恩的快�也¤得比我�日常的÷食更�不可或缺。倘若有云ǀǯ罩我
�的心灵，我�就不敢休息或睡眠，直到我�确知已蒙主悦ť，以致一切的疑云尽都消散�止。
{CET 53.1}

��的�去

那一班在等待中的上帝子民，N于č到他�所,切希望救主降č使他�的喜�得以M足的�辰
了。但是那�候又�去了，而耶Ⱦ仍然没有复č。�是č到�一小群人身上的一"极其痛苦的失
望，因�他�的信心原是那么的�强，他�的希望又是那么的,切。但奇怪得很，我�却感�在主
里面非常自由，并有他的能力与恩典大力地支持着。 {CET 54.1}

虽然如此，但前一年的����却更广泛地重演了一遍。一大批的人放弃了他�的信仰。有一些
信心曾�极��强的人竟U�他�的自尊心大受ľB，甚至巴不得逃出�个世界。他�象§拿一
�，竟埋怨上帝，宁可求死而不愿再活下去。有些人的信仰原来只是以别人的�据�基Ǎ的，而没
有把它建立在上帝的圣言之上，在他�又准y改!他�的�解了。�第二次的大考�暴露了e多
曾与忠�的信徒和ĈȪ的工作者相E一�的人，¤明他�不�是复čG�的洪流所冲洗出来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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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而已。 {CET 54.2}

我�虽然失望，但并未灰心。我�决意不因�次考�我�的#ş而	怨言，因��乃是主所用的
方法，要除去我�的渣滓，如同金子在熔炉中被熬ş一�；所以我�决心忍受上帝所U�必需的ƕ
ş的程序；并以耐心盼望等候救主来救ȯ他一切受着磨ş的忠心子民。 {CET 54.3}

我�深信�FŠ一定�期的事乃是出乎上帝的。因��事引3人殷勤l考圣�，从而	了先前
所不明白的真理。 §拿曾奉上帝的差遣往尼尼微去，在大街上宣称四十日之内城必ŝ覆，但是后来
上帝悦ť了尼尼微人的ǽ卑悔改，因而延�了他�的Ć容�期。然而§拿所F的信息乃是出于上帝
的，尼尼微�是照上帝的旨意受了#�。当�世人都看我�的盼望�一种Ģ局，而U我�的失望�
其必然的失Ñ；虽然我�
于那�所要	生的大事有了�ć的U�，但
于那似乎ő延了的异象的
真�性却依然U�是可靠的。 {CET 54.4}

那些盼望救主复č的人，不是没有安慰的。他�己在l考圣�的事上�得e多宝Ô的知�。他�
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救ȯ的O划。他�每天从圣�中	了新的美妙，并	全部圣�是如何奇妙地
融会Ȁ通，可以�文解Ĥ�文，而没有一句是多余的。 {CET 55.1}

其�我�的失望�不如昔日門徒的失望那么大呢。当人子Õ利地ĴǸ入耶路撒冷�，他�希望他
可以立刻登基作王。民Ø从各E蜂n而至，喊叫�：“和散那Ă于大Ï的子Ə。” z太福音21:9 及至
祭司与�老�%耶Ⱦ止住群Ø�，他回答�，若是他�ŀ口不�，W石�也要喊叫起来了，因�先
知的À言是必æ9�的。然而不到数日之后，�些門徒4眼看�他�4�的夫子，就是他�所相信
要登大Ï宝座�王的主，被Ɠ在残酷的十字架上，受着法利µ人的ɝȕ和嘲笑。他�最,烈的希望
消失了，死亡的阴影ǯ罩了他�。虽然如此，基督却信守他的9e。他所�予他子民的安慰是甜蜜
的，他所�予忠心真Ĉ之子民的ĲǨ是丰厚的。 {CET 56.1}

米勒耳先生和他的同人以�但以理第八章十四Q所�洁´圣所的�，是指着地球要被火洁´作�
圣徒的家Ł。�是要在基督第二次降č��的；因此，我�相信�是在二千三百日(或年)6束�的
大事。但是���次的大失望之后，我�便�心地l考圣�，并Ȫ切地祷告，U真地思索；�了一
段思念�期，就有明光照亮我�的黑暗，疑惑与踌躇都ƙ除´尽了。 {CET 56.2}

从此我�就明白但以理第八章十四Q的À言，并不是指着地球被洁´，而是指着我�的大祭司在
天上最后的一段ȯ罪的工作，�要Ày他的百姓在他降č之日站立得į。 {CET 56.3}

第六章我所�的第一个异象

一八四四年的�期�去之后不久，我得着第一个异象。当�我正在波德ú城的ªD母家里；她是
我在基督里的一位4�的姊妹，我�彼此心意契合；当�我�有五位姊妹在一起作家庭礼拜，静静
地跪下祷告。正在祈祷的�候，上帝的能力č到我的身上，是我以前所从未感�到的。 {CET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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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象被光ǃ所�Ƴ，ĨĨ从�个地上高而又高地上升；我8�身来想要看看世上的复č信徒，
可是找不到他�，当�有声音
我�：“你再看，稍微往高E看看。”于是我Ä目向上|看，�有一条
笔直的窄路，>>高��个世界。那些复č信徒正在�路上往圣城走去，那城w在�路的尽�。在
他�的后面，就是�路的起点E，有一道明光；有一位天使告«我�，�光就是那“夜半的呼声。”
参看z太福音25:6 �光照耀着全部路程，使他�可以看清楚自己的脚步，不致跌倒。 {CET 57.2}

他�若定睛仰望行在他�前面3他�走向那城的耶Ⱦ，就得安全。但不久就有人感到疲倦，并�
那城离他�太>，他�原来盼望早能&去。那�耶Ⱦ就Ä起他荣耀的右手鼓励他�，从他手上	出
一道光来照耀�一群复č的信徒，他�便呼喊�：“哈利路Í！”其他的人©T率地否U那在他�后面
的光，�那3他�奔走�遥>路程的不是上帝。于是他�后面的光就熄ƃ了， 他�的脚步也就陷于
全然黑暗之中；他�既看不�耶Ⱦ和前面的目�，便从那路上跌到下面黑暗罪�的世界中去了。
{CET 57.3}

不久我�听�上帝的声音好象Ø水的响声，告«我�耶Ⱦ复č的日子和�辰。那活着的十四万四
千圣徒U��声音并且明白它的意思，但�人却以�它是雷Ʋ和地震。当上帝宣布��的�候，他
就将圣灵沛降�我�，��我�的�就	光；¤出上帝的荣耀，正如昔日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
候一�。 {CET 58.1}

那十四万四千人都受了印5，并且是完全同心合意的。他�的Ŭ上写着：“上帝，新耶路撒
冷，”并有一×ɫ着耶Ⱦ新名字的荣耀的星。�人�到我�喜�圣洁的情景便甚ě怒，而œ凶极�地
向我�扑来，要捉我�下ŧ，但我�奉主的名伸出手来，他�就毫无力量的倒在地上。��撒但一
会的人知道上帝已�了我��班能彼此洗脚，并彼此以圣洁的4嘴(安的人，他�便在我�的脚前
下拜。 {CET 58.2}

不久，我�引目向.|看，�有一小片黑云出，只有人的半个手掌那么大，我�都Ɔ得�是人
子降č的À兆。当�云č近�，我�都以ôǭ的静默看着它；它越来越光明，越荣耀，直到成�一
大片白云。云底下仿佛是烈火；云上ŕ有一道虹；它的四¥有成万的天使，唱着极美妙的ā歌；有
人子坐在其上。他的�	洁白卷曲，Ž披在他的肩上；他�上戴有e多冠冕；他的脚象火；右手拿
着快ɧ刀；左手拿着ë号筒。他的眼睛象火焰， 能深深洞察他儿女的心ű肺腑。那�Ø人的�面都
!青了，而那些被上帝所弃�的人的�却!成紫黑。那�我�都喊叫�：“$能站立得住呢？我的衣
服没有斑点么？”Ø天使止息了歌声，一�呈了极可怕的ǭ静，然后耶Ⱦ�：“那些手洁心清的人，
必能站立得住；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于是我�的�Ȧ然	光，人人的心中都充M了快�。Ø天
使就用更高的声j再度歌唱，同�那云彩就更加č近地面。 {CET 58.3}

接着耶Ⱦ的ë号筒吹响了，他ŕ云降č，有火焰四面�Ƴ着。他注A那些睡了的圣徒的坟墓，然
后向天Ä目伸手，并且喊叫�：“醒起！醒起！醒起！你�睡在Ÿ埃中的人，要起来！”当即有一次极
大的地震。坟墓都裂开了，死人就从坟墓中出来，披上了永生。当那十四万四千人U出�些曾被死
亡ɩ去的4友�，他�就喊叫�：“哈利路Í！”同�我�也改!了，和他�一同被提起，在空中与主
相遇。 {CET 59.1}



1/7/14, 6:51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22 of 9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5&start_paragraph=1003589959&finish_paragraph=1003591160&references=1

我�一起&入云中，用了七天的光阴升到玻璃海，那�耶Ⱦ拿来冠冕，4自用右手加在我��
上。他又Ǩ�我�金琴和象征Õ利的棕ă枝。那十四万四千人在玻璃海上站着，成了一个整Į的方
形。其中有些人的冠冕非常ǃ煌，其他的©不如他�的光亮。有的冠冕戴M了明星，其他的©只有
少数几×。但每人
于自己的冠冕都非常M意。他�都穿着光明的白袍，从两肩直垂到脚背。 当我
�在玻璃海上列�前&走向城門�，Ø天使都在四面�¥着。耶ȾÄ起他那大能而光荣的手持住珍
珠的門，把那門在它金光Ğ耀的ɭąE打开，
我��：“你�已�用我的血把衣裳洗´，并且�守
我的真理，&来吧。”于是我�都走了&去，并且自�有充分的权利。 {CET 59.2}

我�在�里看�生命ă和上帝的宝座。从宝座流出一道明´的河水，河的两岸有生命ă。在河�
=有一棵ă干，在河那=也有一棵ă干，都是Å洁透明的金子作的。起先我以�所看�的是两棵
ă。后来我再看一看，就看出�两棵ă在上面�成了一棵。所以无疑的�是在河�=与河那=的生
命ă。ă枝垂到我�所站的地方，其上的果子极�荣美，看上去好象是金ëȴ合而成的。 {CET 60.1}

我�都走到ă下面，坐着|看那地方的荣美，随即有先前FŠ天国福音，后来被上帝安放在坟墓
里�要救他�的裴治和史德門两位弟兄来到我�面前，ţ(当他�安睡�我�所有的��。我�#
0回Á我�最ô重的#ş，但�些#ş与我�周¥所看到极重无比永>的荣耀相�，真是微不足
道，我�便喊叫�：“哈利路Í！天国真�得呀！”于是我�就ǒ�自己荣美的金琴，使天庭充M宏亮
的�声。 {CET 61.1}

及至我从异象中醒�来之后，一切似乎都改!了；一片幽暗ǯ罩了我所�的一切。唉，在我看
来，�个世界¤得多么暗淡啊！当我	自己�在此世的�候。我就哭了起来，而且�得有思Ł之
感。我已�到那更美的世界，
�个世界我已�不感兴趣了。 {CET 61.2}

后来我向波德ú城的信徒述��个异象，他�都确信�是出于上帝的。他�都相信在十月大失望
之后，上帝Ȯ;以此Ä安慰并�固他的子民。有主的灵同��个��。大家都�永恒的ôǭ所覆
盖。我充M了一种莫可言Ȟ的敬畏，因�想到我��年Tè弱的人竟被;作上帝的器皿，向他的子
民Fi亮光。当我在主的权能之下�，我就充M了喜�，似乎是在荣美的天庭中被Ø天使所包¥
着，那里全是平静和喜�；所以及至我醒�来回到�肉体生活的��，那真是悲惨而苦ě的改
!。 {CET 61.3}

第七章新天新地的异象注

在基督的*3之下，我�都从主城中降落到地上来，落在一座雄Ż巨大的山上，�山托不住耶
Ⱦ，就崩裂夷�一片ǵǅ的平原。随后我�向上Ä目，看�那座大城；那城有十二个根基和十二个
城門，每一=有三个門，每一个門前都有一位天使。我�都喊叫�：“城啊，Ż大的城啊，它降下
了，它从天上的上帝那里降下来了。”于是，它降落到我�所站的地方就į定了。 {CET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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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就开始去参|城外所有e多荣美的景物。我在那里看�一些最ǃ煌的房屋，看上去好象
是ë子作的，是四根Ȕ了珍珠的柱子所托住的，那些珍珠光耀Ƶ目。�些房屋是1�圣徒居住的。
每一所房屋里有一个金架子。我看�e多圣徒走&房屋，脱下Ğ耀的冠冕，放在那架子上面，然后
出去到那靠近他�房屋的田地里去&行耕作；他�的工作�不象我�在�个世界上所作的；不是，
�
不是。他��上的四¥有荣光照耀，同�他��常呼喊并向上帝献上ł美。 {CET 62.2}

我又看�一��M了各式各�花卉的园囿，当我攀折�些花朵�，我łư着�：“它�永>不会凋
残。”后来我又看�一��M了深草的园囿，那草极其荣美，全是Û油油的，并反映着金色和ë色的
光彩，似乎非常得意地�荣耀君王耶Ⱦ而ŵ漾着。 此后我�又走&一个充M了各��物的园囿里，
那里有ü子、羔羊、豹子和豺狼，都愉快和�地在一起生活着。我�从它�中�走�，它�就ɀ良
地跟在后面。随后我�又走&一个ă林中，�ă林�不象我�在�世界中所有阴黯的ă林；不是，
�
不是；而是光明并且全部充M荣耀的；ă枝Ë曳，我�都喊叫�：“我�要平安地居住在ȥ野
里，也安睡在ă林之中。”我���了�个ă林，因�我�是直往所要去的Ȉ安山。 {CET 62.3}

当我�走在路上的�候，我�遇到一�人也正在注A那地方所有的荣耀。我	他�衣服的=�
是Y的；他�的冠冕是光ǃƀī的；他�的礼服是Å´洁白的。当我�与他�招呼�，我就(耶Ⱦ
他�是$，他�他�乃是曾�他而被Ê殉身的。又有无数的小孩和他�在一起；孩子�的衣服上也
有Y=。 {CET 63.1}

��Ȉ安山已在眼前，山上有一座荣美的殿宇，殿的四¥�有七座别的山，山上�M了玫瑰和百
合花。我看�那些小孩爬上山去，或者随意用他�的小翅膀K到山Ã上去，采摘那些永不凋残的花
朵。那里有各种的ă木栽在殿的周¥，使那地方¤得更加美g；有黄ſă、松ă、杉ă、橄ȑă、
番石榴ă、石榴ă和那6果累累枝条下垂的无花果ă，—�一切使那地方格外的荣美。当我�将要
走&圣殿的�候，耶ȾŠ起他可受的声音�：“惟有那十四万四千人才可以&去，”我�就喊叫
�：“哈利路Í!” {CET 63.2}

�殿有七根柱子支住，每根柱子都是明´的精金，Ȕ有极其光耀的珍珠。我在那里所看�的e多
奇妙的事物，�在是我所无法形容的。啊！ 惟愿我能�迦南的�h，我便能略�述�那佳美世界的
荣d。在那里我看�e多石碑，其上刻有十四万四千人的名字，字�也是金S的。 {CET 63.3}

我�看��殿的荣耀之后，就走了出来，��耶Ⱦ离开了我�，到城里去了。不久我�又听�他
慈�的声音�：“我的百姓啊，来吧，你�已�从大患 中出来，并且遵行了我的旨意；�我受了痛
苦；&来吃晚餐Ɗ，因�我要4自束腰，伺候你�。”我�就喊叫�：“哈利路Í！荣耀！”随即就走
&城里去了。 {CET 64.1}

我又看�一:Åë的�桌；它有e多英里�，但我�的眼目仍可看到它的尽�。我看�那里有生
命ă的果子、�哪、杏仁、无花果、石榴、葡萄，同e多别�的果子。 {CET 64.2}

我%求耶Ⱦ�我吃那些果子。他�：“在不可以。凡吃�地方果子的人，就不再回到地上去了。
但你若是忠心，�不多�，就可以吃生命ă的果子，并喝活泉的水。”他又�：“你必æ再回到世界上
去，将我所¤示�你看的一切告«别人。”随后有一位天使ũũ地3我下到�黑暗的世界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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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 64.3}

第八章出外旅行

在第一个异象§一星期之后，我�了第二个异象，蒙主指示我所必æ�受的磨 ，并吩咐我必æ
将他所ķ示�我的事告«别人。我蒙指示，我的工作必定遭遇强烈的反
，而且我的心灵一定也要
痛苦非常；但上帝的恩典足够我用的，必能在�一切折磨之中扶持我。 {CET 65.1}

在我出离异象之后，我心中极其不安，因��异象指明我的本分，要我向Ø人b�真理。当�我
身体虚弱，甚至无�不在痛苦之中，看来我只能存活一个很短的�期了。那�我只有十七[，身体
矮小脆弱，不善交»，本性胆小怯懦，怕�生人。 {CET 65.2}

数日之久，我常祷告一直到深夜，要求把�个重ì从我身上移到比我更能干的人身上。但�指明
我ò任的亮光一直没有改!，所以天使的�一直在我耳=：“要把我所ķ示�你的事F�别人。” {CET

65.3}

�去每当上帝的灵催促我尽我的·��，我-能Õ�自己，而1心想念耶Ⱦ的�和他�我所成就
的奇妙事工，以致忘5一切的惧怕和怯懦。 {CET 65.4}

但�次我似乎不可能Ē行ē在我面前的工作；若去Ŋ#，似乎是必定失Ñ。它所*来的考�似乎
是我所无法忍受的。�个在年Ř上�是小孩子的我怎能来往奔波，向Ø人b解上帝神圣的真理呢？
我一想起�事，就不禁畏Ʈ不前。 我的哥哥ĉ伯比我大两[，他也决不能陪同我去，因�他身体也
非常虚弱，况且他比我更�胆小；无V怎�，也不能叫他作�一件事。我的父4必æ9付家庭的ì
担，所以不能离开他的事<；但他多次向我强j，上帝既然呼召我到外地去作工，他一定会�我开
路的。但�些勉励的�并没有�我�一悲B的心灵多少安慰；那ē在前面的路真是 关重重，决非
我所能克服的。 {CET 65.5}

我�要ē脱那³在身上的ò任起�，巴不得死了才好。6果我所�久享有甘美的平安离开了我，
�望又重新³在我的心�。 {CET 66.1}

弟兄�的勉励

波德ú的一群信徒不明白那使我陷于�种苦况的心境；但他�知道我有心事，以致ĩ郁不堪，所
以他�U�：ƫ于�去主曾�如何恩待我，向我彰¤他自己，我�种表示适足以得罪上帝。那�在
我父4家里常有聚会，但我精神非常痛苦，甚至有一个�期我没有去参加聚会。我心上的担子越来
越重，直到我再不能忍受�种精神上的痛苦。 {CET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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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同道�N于Ƕ服我去参加他�在我自己家里所Ä行的聚会。教会也把我的(2作�特别祈
祷的2目。有一位曾在我先前一段��中反
上帝在我身上所¤示的能力的庇尔ȁ老伯，��ĈȪ
地�我祷告，并Ƕ我把自己的意志降服在主的旨意之下。 他象一个仁慈的父4一�勉励并安慰我，
嘱咐我相信那位Ø人的“良友”决不会í弃我。 {CET 66.3}

我感�太è弱，太灰心，无意�自己作什么特别的努力，但我的心�能和朋友�一同祈祷。��
我再不考Ļ世人的反
，只要我能再蒙上帝的喜悦，我愿意作任何Ǻ牲。 {CET 67.1}

当Ø人�我祈祷，求主加添我能力和勇敢来F他的信息�，那曾�包¥我的重重黑暗开朗了，便
有光明Ȥ然地照射我。有一个好象火球的.西正打在我的心上，当�我就ȜȺ无力，仆倒在地。我
似乎是置身在很多天使当中。�些圣洁使者中的一位再次向我�：“要把我所ķ示你的事F�别人。”
{CET 67.2}

庇尔ȁ老伯当�因患)湿症不能下跪，所以看�了�件事。当我醒�来恢复A听之后，他从座位
上站了起来，�：“我看�了我所从来没有想�能看到的事。有一个火球从天降下，正好打在哈門�
ń姊妹的心上。我看�的！我看�的！我永不会忘5。�件事已�改!了我整个人生。�ń姊妹
啊，要在主面前壮胆。从今晚起，我再不疑惑了。我�今后一定要帮助你，再不会使你灰心。” {CET

67.3}

恐怕自高自大

我有一件很担心的事，如果我遵循·�之呼召，出去�我已蒙至高者特别的眷�，从他3受了异
象和ķ示来F�Ø人， 我就容易犯自高自大的罪，以致我以不9有的地位自居，招致上帝的不悦，
而使自己的灵魂ƃ亡。我�去听����的事，所以我畏避�种可怕的考�。 {CET 67.4}

于是我就Ȫ求主，如果我必æ去b�主所ķ示�我的事，求他保守我不致ƪ傲。天使�：“你的祈
祷已蒙垂听，也必蒙9允。如果你所惧怕的�种罪�威ȋ到你，上帝必要伸手救你；他要藉着苦 
使你4近他，保守你的ǽ虚。�要忠心Fb�信息；�要忍耐到底，你就必吃生命ă的果子并喝生
命水。” {CET 68.1}

在我恢复
地上事物的感��，我就将自己交托主，不V他要我作什么，都准y遵行他的指示。
{CET 68.2}

在R因州的信徒中

�了不久，主�我开路，�我和我的姊夫一同到三十英里以外的波德ú城我姊姊那里去，在那里
我有机会作��。那�我的喉Ȑ和肺部有病，以致三个月来我不能多b�，而且b��声音低微粗
嗄。�次我在会中站了起来，开始低声b�。b了五分s之后，喉Ȑ的疼痛和障碍消退了，我的声



1/7/14, 6:51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26 of 9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5&start_paragraph=1003589959&finish_paragraph=1003591160&references=1

音就!成清晰而宏亮，我便很自由而流利地b下去，将近二小�之久。在我b完之后，我的喉Ȑ又
嘶ȅ了，直到我再立在会Ø面前，�同�奇特的��又重演了一遍。��我才确信自己是在遵行上
帝的旨意，并看到自己的努力有了¤著的成效。 {CET 68.3}

后来由于神的引3，我又有机会到ȱ因州的.部去。��§但•威廉弟兄�了商�，准y到欧林ÿ
城去，有他的妹妹同行，所以他�Ƕ我同去。我既然答9主要行走他�我所开的路，我就不敢拒
�。有上帝的灵保�我在此地所Fb的信息；e多人的心因真理而�喜，e多灰心的人得到鼓舞恢
复了信仰。 {CET 69.1}

我在欧林ÿ遇�±雅各牧D。我的朋友�都U�他，那�他自己也在从事救灵工作。 {CET 69.2}

我也Ŕ(了葛ú城，那里有来自各地的一大群人聚集听我的信息。 {CET 69.3}

此后不久，我到了离葛ú城不>的艾斯德村去。在�里我心上³着沉重的担子，要我b�主所向
我指明的有关那里几个狂,之徒的事；一直到我作了��之后，才放下心上的重担。我�明�些人
妄以�自己是受了上帝圣灵的感�，那是自欺。�些人和一般同情他�的人很不M意我的��。
{CET 69.4}

我既然F了上帝所Ǩ�我的��，并EE蒙上帝的嘉e，随后就回到波德ú去。 {CET 69.5}

祈祷蒙允

在一八四五年的春天，我去Ŕ(了ȱ因州的托普Ź，那�，我�有一群人在郝ú德弟兄家里聚
会。他的大女儿郝ú德•法ú西斯是我Ȅ�的朋友，��患着急性关Q)湿症，在%医生治ŏ。她的
手全部	ƒ，甚至看不出指Q所在。 当我�坐在那里½V她的病症�，有人(郝ú德弟兄是否相信
她的女儿因祷告而能蒙医治。他回答�他愿努力相信她可能得蒙医治，随即又�他确信她能蒙医
治。 {CET 69.6}

于是我�都跪下�她向上帝Ȫ切祈祷。我�提出了主的9e：“你�求，就必得着。” §翰福音
16:24 上帝的恩Ǩ随我�的祈祷而降，我�便确知上帝�意医治那患病的一位。有一位在"的弟兄
便大声�：“�里有哪一位姊妹有信心去拉住她的手，奉主的名吩咐她起来？” {CET 71.1}

��法ú西斯姊妹睡在楼上，在那位弟兄�没有b完�之前，寇提斯姊妹立即起来走向楼梯去
了，她&了病房，有上帝的灵在她身上，她拉住病人的手�：“法ú西斯姊妹，我奉主的名吩咐你起
来，并且恢复健康。”新的生命立�ė入患病的女孩子的血脉里，一种圣洁的信心充M了她，她便°
从了�感触，从床上起身，站了起来，在房�里行走，并因自己得蒙痊愈而ł美上帝。她很快穿了
衣服，下到我�聚会的房�里来，她的�上Ȧ	着莫可言宣的喜�和感I。 {CET 71.2}

次日早晨，她和我�一同吃早餐。_后，当±雅各牧D主持家庭礼拜宣�雅各第五章�，医生&
了客ĵ，并照他平常的fÇ上楼去探A病人。他既找不到她，就赶到楼下来，当�我�大家同病人
都坐在很Ćǅ的厨房里聚会，医生�上*着¦异的表情打开厨房的門，目瞪口呆地看着病人，N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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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法ú西斯好啦！” {CET 71.3}

郝ú德弟兄回答�：“主已�医治了她。”于是��的那位弟兄�]�下去：“你�中�有病了的
呢？他就C%教会的�老来，他�可以……�他祷告。” 雅各R5:14 医生听了��，�上*着¦奇
ȴð着不信的表情，点了一下�，便匆匆退出去了。 {CET 72.1}

当天法ú西斯姊妹乘z�在外游逛了三里路，晚上回到家里，外面虽然有雨，但她却没有受凉，
而且很快地恢复了健康。数日之后，她自�要求受洗，就有人把她*到水里，�她施洗。当�虽然
天气寒冷，河水冰Ʃ，她并没有受到影响，从那�起，她完全脱离了原有的病症，恢复了健康的常
o。 {CET 72.2}

第九章�付狂
派

当我回到波德ú�，就看到狂,派破坏性的影响。有一些人似乎以�宗教乃在乎激昂的情ģ和喧
ç的"面。他�b�的o度是足以刺激不信的人，并	出一种�影响足以使人憎恨他�和他�所F
的道理。于是他�因�受了逼迫，反倒大大�喜。不信的人在��的表中看不出前后一Ȁ的信仰
来。6果若干地方的弟兄�竟被禁止不能聚会。因此，没有�ć的人也和犯�ć的人一同受苦了。
{CET 73.1}

我心中�常极度沉ø；眼�基督的事<竟被�一等不智之人的行径所破坏，真是极其不幸。他�
非但危害了自己的心灵，也�圣工加上了一个不易磨ƃ的ƾ点。何况撒但正喜�如此。他看到真理
被一般心地不圣洁的人所玩弄；使真理与ɇV混合，然后一同被人践踏于Ÿ埃，�正合乎他的心
意。他深自¿幸地看着上帝儿女混乱，分散的情形。 {CET 73.2}

我�深�那些行将受到狂,主·之精神影响的各地教会P兢不已。我的心�上帝的子民而B痛。
 道他�必æ受欺Ģ而被�种虚ƥ的狂, 入歧途么？我忠心地宣b了主所F�我的警告；但我所
b的�似乎没有多少影响，所º有的6果只是叫�些极端主·者嫉妒我。 {CET 73.3}

虚I的O卑

�有一等人以极度的ǽ卑自居，提倡大家9C象小孩子一�在地上爬， 藉此表自己的ǽ卑。他
��z太十八章一至六Q所5'的基督的�，要在他�等候救主回来的今日字字9�。�等人竟在
自己家里，在街道上，在ō上，并在教会里爬来爬去。 {CET 73.4}

我率直地向他��明，�是不必要的；上帝在他百姓身上所要看到的ǽ卑，乃是藉基督化的人
生，而决不是藉爬在地上来表的。一切属灵的事物�要出之以神圣的庄重感。ǽ卑柔和固然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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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生活相符合的；但二者要以庄重的方式表出来。 {CET 74.1}

基督徒表示ǽ卑的方法乃是藉着¤出基督化的柔和，藉着随�准y帮助别人，藉着b�仁�的
�，并表无私的行�，而高Ä并尊荣那F��世界最神圣的信息。 {CET 74.2}

“不作工”的主�

ȱ因州巴黎ŭ的一些信徒U�作工乃是罪�。主Ǩ�我一道òy的信息F�那倡 �种ɇV的
人，�明他自己不ĝ�，又向别人极力强j他的ɇV，并斥ò一切不肯接受�些ɇV的人，�乃是
与上帝的圣言相悖的。他拒�了主所Ǩ下�要向他指明其�ɇ的每一个�据，并且�决不肯改!自
己的途径。他常作疲ĝ的旅行，到>E去受人的侮辱，以�自己��作就是�基督的�故受苦。他
只知随从自己的感�，而将理智与判断弃置一旁。 {CET 74.3}

我看出上帝必要�他的子民施行拯救，�位受了迷惑的人不久将要¤露自己的真相， 使一切心地
Ĉ�的人可以看出他不是出于正当的精神，而且他所��的行将6束。后来�不久他的Ģ局揭穿
了，他在信徒身上不能起多少作用了。他痛斥我所�的异象是出于魔鬼，他自己©�]随从自己的
感�，直到他的思想完全�乱，他的朋友不得不把他禁ŀ起来。最后他用自己的被?作成一条Ȃ
子，把自己吊死了，��他的徒Ø才看出他教Î的荒ɇ。 {CET 74.4}

?�神圣

上帝命定他所�造的人都9当作工。他�的幸福全在于此。主所�造的广大3域中，没有一�是
造来虚度光阴的。当我�从事有益的事��，我�的幸福就得以增&，才智就得以	展了。 {CET 75.1}

ĝ�能m生力量。上帝的整个宇宙是和ǔ的。天上的Ø生都是�常活�的；而且主耶Ⱦ在他一生
的工作中已��Ø人作了榜�。他曾“周游四方行善事。”上帝已�制定°命的à律。他所造的万物都
在静寂而不住地Ē行上帝所指定的工作。海洋的水是�常流�的。正在生�中的草，虽然“今天�
在，明天就í在炉里，”但仍克尽自己的使命，使田野美g。ă叶迎)ŋ拂但却看不�那ǒ�的手。
日月星辰都在光荣而有效地履行它�的任�。 {CET 75.2}

身体的机Ť�刻不住地工作着。心ř日以�夜地跳�着，尽到它所指定的有à律的工作，不住地
将血液ė送到全身的各部分。活�，整个生命的机Ť充M了活�。 因此，身心按照上帝形象造成的
人也必æ活�，才能尽到他所受命的ß分。人决不可ó惰；ó惰就是罪。 {CET 75.3}

一次8重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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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9付狂,派的��中，受到一次ô重的考�。每当我�在聚会中，上帝的灵降在任何人身
上，以致他ł美上帝来荣耀他�，-有一些人要�那是出于催眠¬；而且每当主的美意要在会中Ǩ
�我一个异象�，-有人�是我受了刺激，或是受了催眠¬的影响。 {CET 76.1}

因此我非常悲B而灰心，�常退到ĳ僻的地方去，向那位邀%一切ĝ苦担重担的人到他面前来得
安息的主ŝ心吐意。当我凭着信心要求3受上帝的9e�，耶Ⱦ似乎离我很近。有天国和美的光ǃ
照耀在我的四¥，我就似乎被救主的膀臂所±抱，当"就受感得�异象。但是当我将�?独而不受
任何属世影响所�到的b出来�，我悲痛并¦异地听�别人暗ȕ�：那些最4近上帝的人是最容易
受撒但欺Ģ的。 {CET 76.2}

有些人甚至要我相信根本没有圣灵，因此�去上帝的圣者所得的��，都不�是受了催眠¬的影
响或撒但的欺Ģ。 {CET 76.3}

那些
于某几Q�文有了极端看法，以致完全停止ĝ�，而否定一切不接受他��种
宗教ò任
看法的人，竟�我是效法世界。另外一方面，那班有名无�的复č信徒倒�我是宗教狂， 并ɡ蔑
我，�我是我所不断努力制止的狂,派的首q。 {CET 76.4}

有人常�主复č定出不同的日期，并勉强叫弟兄�接受。但主指示我�些日期都要�去，因�基
督复č之前必定先有大ƴ 的�期；并且每次à定一个日期，而当�日期�去之后，就要削弱上帝
子民的信心。�了�事，人�就�我就是那�，“我的主人必来得ő”的�仆。 z太福音24:48 {CET

77.1}

�一切的事重重地³在我心上，甚至叫我在混乱之余，有�¼些要±疑自己的��。 {CET 77.2}

某一天早晨，在Ä行家庭礼拜的�候，上帝的能力突然降在我的身上；当�我想�或e是催眠
¬，就抗拒了它。当即我被c打成了ȅ吧，有几分s完全不省人事。于是我看明自己±疑上帝能力
的罪，因此才!成ȅ吧，但我的舌�要在二十四小�之内方得松弛。有一:卡片ē在我的面前， 上
面有金黄的文字写着五十段圣�章Q。 {CET 77.3}

我出了异象之后，就作手^要一�小石板，写明我已�ȅ了，又写明我所看�的，并写出我要家
里的那本大圣�。我拿了圣�，很快翻到我在卡片上所看到的那些圣�章Q。 {CET 78.1}

我一整天不能b�。次日清晨我心中充M了喜�，我的舌�便得到松弛，能大声ł美上帝。从那
�以后，不管别人
我有什么看法，我再也不敢疑惑，再也不敢反抗上帝的能力了。 {CET 78.2}

�以前，我一直不能写字；我那双ȗ�着的手Ē不住笔。在异象中，天使吩咐我把所看�的异象
写下来。我便听从，很自然地写了出来。我的神�得着力量，从那�直到如今我的手一直是�į
的。 {CET 78.3}

�忠心之人的N勉

要将上帝所ķ示有关犯了�ć之人的��向他�指明，�
我真是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我看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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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到困惑或ĩB，我自己也非常 �。所以每当我必æb�所F�我的信息�，我就常把它ũ和
ũ和，尽量使之容易�人所接受，然后我便退后一=去痛哭一"。我看到那些似乎只需要á到自己
灵性的人，便想：如果我能象他�的情形一�，就决不	怨言了。要我Fb上帝所F�我率直，扎
心的�言，真不容易。我焦急地注意所F信息的效果；如果受òy的人抗拒了所òy的�，以至

抗真理，我就要ɤ心自(：我Fb信息的方法是否正确适宜？ 道就没有挽救他�的方法么？ 于是
我的心灵�常感到 堪，�常感�死亡是受�迎的信使，而坟墓倒是宁静的安息之E。 {CET 78.4}

当�我没有U�到我�种疑(的心理是不忠�的表，也没有看出我�种行�的危¼与罪�，直
到我在异象中被*到耶Ⱦ面前。他竟向我Ǌ眉，8�不看我。我当�所感到的恐怖和痛苦�在不是
言h所能形容的。我随即面伏于地，仆倒在他脚前，没有气力b一句�。唉，我是多么地急欲Ƈ开
他那可怕的怒容啊！当�我多少可以体会到将来Ȍ亡的�人所要有的感想，以致他�要向山和岩石
喊叫�：“倒在我�身上吧，把我�藏起来，Ƈ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 ķ示�6:16。
{CET 79.1}

随即有一位天使吩咐我起立，我便看到一种 以形容的情景。在我前面站着一群人，他�的�	
和衣服都是被撕ī的，他�的面容活着�望和恐怖。他�挨近我来，将他�的衣服擦在我的衣服
上。我垂眼一看，不料，我的衣服竟染上了È血。于是我又昏倒在那伴随我的天使脚前，好象死人
一�。我不能提出一点推辞，只切望能离开那个圣洁的地方。 {CET 79.2}

天使把我扶起来，�：“��不是你在的E境，但�一幕景象向你¤，乃是�你知道如果你不
将主所ķ示你的事向人宣明，你就必定落到�个地步。但如果你能忠心到底， 你就必吃生命ă的果
子，喝生命河的水。你将要多受苦 ，但上帝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CET 79.3}

于是我才愿意作主所吩咐我去作的一切，�要得蒙他的嘉ť，而不致看到他那可怕的怒容。 {CET

80.1}

上帝嘉D的印�

那真是ƴ 的�期。如果我�当�没有站į脚步，我�的信仰就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有人�我�
太ȓ固了；但我��在不能不硬着�面好象�石，不偏左右。 {CET 80.2}

多年来，我�竭力c退并PÕ那多次几乎将高Ä真理旗Ɉ的人—就是信心的男女英雄—³倒的偏
�和反
。但我�	凡以ǽ卑的心和痛悔的灵õ求上帝的，都能辨别真ƥ。“他必按公平引3ǽ卑
人，将他的道教Î他�。” ā篇25:9 {CET 80.3}

在那些日子里，上帝Ǩ�我�一种宝Ô的��。每当我�与黑暗的权^短兵相接�，我�-是将
一切都向那帮助我�的全能者ı明。我�一再地祈求能力与智慧。我��持主:，不肯�步；我�
感�援助必定来到。6果我�因信上帝，N于使Ō人的火力8向自己，真理的事<就�得光荣的Õ
利，同�我�也体会到上帝Ǩ圣灵�我�，是无限量的。若不是�了�种上帝慈�的特别表，若
不是他藉他圣灵的¤�真理加上印�，我�或e就要灰心ǝ志了；但神圣引3的�些明�，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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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帝的事上所有的�些活ǖ的��，却加强了我�ö勇去�耶和d争P。 凡相信的人都能更
清楚地看出上帝是如何地已�划出他�的前途，引3他���考�、失望，和¹烈的斗争。当他�
遭遇并PÕ障碍�，他�就越	�强，并在每一次的&步中得到丰富的��。 {CET 80.4}

�去
)的教3

在后来的年[中，我蒙指示	�往年所提出的假道理，并未完全放弃。每遇有良好的机会，�些
邪道都必死灰复燃。我�不要忘5，凡能被震�的都要震�。仇Ō必能推翻某些人的信仰，但凡是
忠于原©的人决不致于�Ë。他�必能在考�和#探之下屹立。主已�指明�些ɇć；所以凡看不
出撒但的&路的，必要�]被ƗĢ步入歧途。耶Ⱦ吩咐我��要儆醒，�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
{CET 81.1}

我�并没有受命去和那些持守ɇV的人&行ǹȬ。ǹȬ是没有益E的，基督从来没有和人ǹȬ。
世界的救ȯ主所G用的武器，乃是“�上5着�。”但愿我�不偏离圣言；要�主耶Ⱦ和他的Ø使者作
��。我�知道他�的��乃是真�的。 {CET 81.2}

基督掌管他所�造的万物。他曾藏在火柱里引3以色列民，他的慧眼洞察到�去，在，与将
来。凡�上帝的人都9承U并尊重他。他的ȼ命必æ在他百姓的生活中n有控制之权。 {CET 81.3}

那#探者常向人提供一种虚假的概念，�基督已�将自己荣耀和能力的宝座迁移到一个无人知道
的>方，所以世人无需再因高Ä他的圣德，°从他的律法而感到什么不便。他宣称世人尽可以自己
的心愿�律法，�种Țǹ很足以抬Ä自我而否定上帝；并破坏人�自制和道德的§束。因此遏制罪
�的力量越来越薄弱，世人不再敬�或惧怕上帝。而那些既不敬�也不惧怕上帝的人，很快就要失
去互相尊重的感�了。他�活在世上既没有上帝，又没有指望。 {CET 83.1}

凡每日在生活中不�践上帝圣言的教D�，�在E于极大的危¼中。他�缺少那因U�上帝和基
督而有的得救的知�。那些不�践真理的人，最容易	明一些Țǹ来占据那9C用来研究圣�的光
阴和精力。我�若忽略研究圣�而去l考一些足以迷惑人的理V，以致使人偏离基督的�去注意人
所	明的ɇ�，便犯了可怕的�ć。 {CET 83.2}

我�不需要什么玄妙的教Î来解Ĥ上帝的位格。凡是上帝要我�明白的有关他的事，都已�在他
的圣言和他的作�中¤明了。自然界的e多美物都¤明他��造主的品德与能力。�一切都是他所
Ǩ�人类的恩物，�要彰¤他的大能，并�明他是慈�的上帝。但任何人都没有受权�上帝本身是
居住在花朵或枝叶之中。�些乃是上帝4手�造的.西，¤明他
于人类的大�。 {CET 83.3}

基督乃是上帝的完全的ķ示。凡渴望U�上帝的，9C研究基督的工作和教Î。凡接待他并相信
他的人，他就Ǩ�他�权柄作上帝的儿女。 {CET 83.4}

异象中所看�的五十段�文 {CET 83.5}

路加福音1:20 §翰福音16:15 使徒行F2:4 使徒行F4:29, 30 使徒行F4:31 {CET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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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太福音7:6 z太福音7:7-12 z太福音7:15 z太福音24:24 歌ĉ西R2:6, 7 {CET 83.7}

歌ĉ西R2:8 希伯来R10:35-37 希伯来R10:38, 39 希伯来R4:10, 11 {CET 83.8}

希伯来R4:12 腓立比R1:6 腓立比R1:27-29 腓立比R2:13-15 {CET 83.9}

以弗所R6:10-13 以弗所R6:14-18 以弗所R4:32 彼得前R1:22 {CET 83.10}

§翰福音13:34, 35 哥林多后R13:5 哥林多前R3:10-11 哥林多前R3:12, 13 {CET 83.11}

使徒行F20:28-30 加拉太R1:6-9 路加福音12:3-7 路加福音4:10-11 {CET 83.12}

哥林多后R4:6-9 哥林多后R4:17, 18 彼得前R1:5-7 帖撒ĉ尼迦前R3:8 {CET 83.13}

z可福音16:17, 18 §翰福音9:20-27 §翰福音14:13-15 §翰福音15:7，8 {CET 83.14}

z可福音1:23-25 ĉzR8:38, 39 ķ示�3:7-13 ķ示�14:4, 5 {CET 83.15}

腓立比R3:20 雅各R5:7, 8 腓立比R3:21 ķ示�14:14-17 {CET 83.16}

希伯来R4:9 ķ示�21:2 ķ示�14:1 ķ示�22:1-5 {CET 83.17}

第十章主的安息日

当我在一八四六年Ŕ(到麻沙却塞州的新柏得福的�候，我6�了§瑟牧D。他很早就接受了
基督复č的信仰，并且,心��事<效ĝ。我	他是一个真�基督化的君子，待人和ɒ而有礼
貌。 {CET 85.1}

§瑟�一次听我b�的�候，他表了深切的关±。在我b完之后，他站起来�：“我是一个多
疑的多z。我不相信�异象的事。如果我能相信�位姊妹今晚所作的��真是上帝向我�所�的
�，那么我就必是代最快�的人了。我的心已深受感�，我相信b�的人是由于至Ĉ的，但我不
能解Ĥ他怎�会蒙ķ示关于她向我�所ı述的�些奇妙的事。” {CET 85.2}

那�牧D是在星期六—就是一周的第七日停工安息的，所以他也Ƕ我�注意�一日�真的安息
日。当�我没有看出�一日的重要性，并U�牧D强j第四ȼ�于其他九条是�了。 {CET 85.3}

但主�予我有关天上圣所的异象。上帝的殿在天上开了，我蒙指示看�了那盖有施恩座的上帝的
§Ǝ。有两位天使侍立在§Ǝ的两端，他�的翅膀:开遮掩施恩座，他�的�也8向施恩座。陪同
我的天使告«我：�两位天使代表全天庭的Ø天使以高度的敬畏瞻仰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4手所
写的法度。 {CET 85.4}

耶Ⱦ掀开了§Ǝ的盖子，我便看�那写有十条ȼ命的两�石版。我¦奇地看�第四ȼ列在十ȼ的
正当中， 周¥�有一圈柔和的光�Ƴ着。天使�：“惟有�一条ȼ命向人指出那�造天地和其中万物
的永生上帝。” {CET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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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奠定地的根基�，安息日的根基也奠定了。我蒙指示，如果人一直遵守真的安息日，在就不
会有一个不信上帝或提倡无神V的人了。安息日的遵守原可保守�世界不致崇拜偶像。 {CET 86.1}

第四条ȼ命已�被人践踏了，因此我�奉命要修Ò律法的破口，�被Ɏɘ的安息圣日而ǹ�。那
想抬Ä自己高�上帝，并想改!Q期和律法的大罪人，曾将安息日从第七日改到第一日。他的�一
Ä�就在上帝的律法里造成了破口。在上帝大而可畏的日子即将č到之�，必有一道信息F出去警
告Ø人，Ƕ他�8回遵守Ō基督者所破坏的上帝的律法。 所以必æ用教Î和榜�使人注意律法中的
�个破口。 {CET 86.2}

我蒙指示，看明以µÍ第五十八章十二至十四Q的宝Ô9e，乃是Ǩ�那些�恢复真安息日而效
ĝ的人。 {CET 87.1}

我蒙指示，看明那宣布上帝的ȼ命和耶Ⱦ真道的第三位天使(�ķ示�14:9-12)代表那些3受�信
息，并Š声警告世人遵守上帝ȼ命，保守他的法©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人；我也看明，必有e多人响
9�道警告，遵守主的安息日。 {CET 87.2}

第十一章婚后�合工作

一八四六年八月三十日，我同±雅各牧D6婚了。那�±牧D已�在复čG�中得到深厚的�
�，而且他宣F真理的工作也大蒙上帝Ǩ福。我Ň在圣工上心心相印，所以�常一同旅行�救灵而
效ĝ。 {CET 88.1}

信心%定

一八四六年十一月我同我的丈夫参赴了ȱ因州托普Ź的聚会，当�§瑟牧D也在"。那�他�
不完全信我所�的异象是出于上帝的。那一次聚会ǳ有兴趣。有上帝的灵在我身上；我就在异象中
被上帝的荣耀包¥着，那是我初次得�其他的行星。我出离异象之后，便述�我所看到的事。牧
D(我有没有学�天文。我告«他在我5Á中从来没有��天文学，于是他就�：“�一定是出于耶
和d。”他的�上Ȧ	着天上的荣光，他也有力地向会Øb了一番勉励的�。 {CET 88.2}

牧DV到他
�些异象的�解，作了以下的声明： {CET 88.3}

“虽然我起先在�些异象中看不出什么与圣�有抵触的事，但我-�得¦异而大�困ě，并且有相
当�的一段�期不愿相信，只U��无非是因她身体�久虚弱而m生的幻�Ɗ了。 {CET 88.4}

“因此我常找机会趁有别人在"�，当她的思想似乎不受刺激�(不在会"中)，多方¢(她和那些
陪同她的友人，特别是她的姊姊，�要尽可能地探知真相。 后来在她几次Ŕ(新柏德福和L尔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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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我�的聚会�，我有几次看她�异象，在ȱ因州的托普Ź也是如此；凡参与�几次�:的"合
的人，都熟知我是如何以深切的兴趣注意ŝ听她所b的每一句�，和她所有的每一个Ä�，�要探
究其中有无欺Ģ或催眠¬的影响。我感I上帝，能有机会和别人一同|察�些事。我在能毫无疑
(地作��。我确信�工作乃是出于上帝的，是Ǩ下�要安慰并�固自我�的工作在一八四四年十
月停止以来的，他那分散，被蹂ɓ，被剥Ƶ的子民。” {CET 88.5}

P切有效的祈祷

在托普Ź的聚会中，我蒙指示得悉我必多受苦 ，而且在我�回到当�我父母所住的歌尔罕之
后，我�的信心必受到考�。 {CET 89.1}

在我�回家之后，我就患了一"重病，受了极大的痛苦。我的父母、丈夫和妹妹都一Į�我祈
祷，但我一直受了三个星期的痛苦。我�常昏倒像死人一�，但��代祷之后，又恢复了知�。我
的痛苦非常¹烈，甚至我央求那些陪伴我的人不要�我祷告；因�我以�他�的祈祷适足以延�我
的痛苦。我�的ǆ舍都想我一定要死的。主的美意乃是要#ş我�的信心。 {CET 89.2}

麻沙却塞州多切斯特的倪可耳夫Ķ听�我有病，就派他�的儿子亨利到歌尔罕来，送我一些.西
来慰(我。当他来Ŕ(的�候，我的朋友�又�我的康复一同祷告。在别人祷告之后，倪亨利弟兄
就开口,切地祷告； 那�有上帝的能力降在他身上，他便站了起来，走到我床=，按手在我�上，
�：“�ń姊妹，耶Ⱦ基督使你痊愈了，”�完就被上帝的能力所c打而向后仆倒了。那�我确信�是
出于上帝的作�，我身上的痛苦就离开了我。我心中充M了感恩和平安。我心里的�乃是：“惟有上
帝是我�的帮助。我�惟有依靠他的救恩，才能得到平安。” {CET 89.3}

在麻沙却塞工作

�事以后的几周，我�从波德ú乘船，往波斯ÿ去。海上起了大)，我�遇到很大的危¼，但由
于上帝的怜ȸ，我�N于都平安地到i了目的地。 {CET 90.1}

在我�回家之后不久，我的丈夫在一八四七年三月十四日写信V到我�二月和三月的第一周在麻
沙却塞的工作�： {CET 90.2}

“我�离开了此地的朋友�将近七周之久，上帝一直是恩待我�的。无V在海洋上或在î地上，他
常是我�的力量。在那六周之中，�ń的健康情形是六年来所没有�的。在我�Ň都很健康。
…… {CET 90.3}

“自从我�离开托普Ź以来，我�曾遭遇到一些考�。同�我�也得到不少光荣而属于天国的兴ö
的��。-之，�是我�旅行到麻沙却塞州最美M的一次。我�在新柏得福和L尔海芬的弟兄�大
得鼓励，并在真理和上帝的能力上大大�固起来了。其他地方的弟兄�也蒙恩不少。” {CET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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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天上的圣所

一八四七年四月三日的安息日，我�在郝ú德弟兄家里所召集的聚会中，曾感�到一种异常的祈
祷的灵感。当我�祷告的�候，圣灵就降在我�当中了，我�都非常的快�。�不久，我就
地上
的事物完全失去知�，而�上帝荣耀的异象所包¥了。 {CET 91.1}

我看到一位天使迅速地K来。他很快地将我从地上*到圣城。我在城内看�一座圣殿，便走&
去。我先��一道門，然后就来到�一Æ幔子那里，�幔子被掀起之后，我便走&了圣所。在�里
我看�香Ƣ，有七ȏ灯的灯台和ē着ıwä的桌子。在我瞻仰圣所的荣耀之后，耶Ⱦ就掀起第二Æ
幔子，我便走&了至圣所。 {CET 91.2}

我在至圣所里看�一个§Ǝ；§Ǝ的盖子和四=都是Å金的。§Ǝ的两端各有一位美g的基路
伯，伸展着翅膀遮盖§Ǝ。他�的�彼此相向，朝下垂看。在两位天使之�有一个金香炉。在§Ǝ
的上方，就是天使站立的地方，有一道很大的光，好像是上帝所居住的宝座。耶Ⱦ站在§Ǝ旁=，
当圣徒的祈祷上升�，香炉里的香就冒出烟来；他就将他�的祈祷W同香炉的烟云一同献在他父的
面前。 {CET 91.3}

§Ǝ里有一个盛�哪的金罐，又有Íń	�芽的杖，和两�能像R本合起来的石版。耶Ⱦ将石版
打开来，我就看�上帝4手所写的十条ȼ命。一�上面写着四条，另一�上面写着六条。 那第一�
石版上的四条Ȧ	着比那六条更亮的光ǃ，但第四条，就是安息日的ȼ命，又比其他各条更光亮，
因�安息日乃是分别出来，9当敬ǚ遵守以尊荣上帝圣名的。圣安息日¤明是光荣的—有一道荣耀
的光圈�Ƴ着它。我	�安息日的ȼ命并没有被Ɠ在十字架上。如果有的�，那么其他九条也同�
被Ɠ了；而且我�也可以随意干犯�九条，像干犯第四条一�。我	�上帝没有改!安息日，因�
他是永不改!的。但ĉz教皇曾�把它从第七日改到一周的第一日；因�他是要改!Q期和律法
的。 {CET 91.4}

我又蒙指示，如果上帝已将安息日从第七日改到第一日，他就必改!安息日ȼ命的措辞；�ȼ命
是写在石版上，它如今被放在天上圣殿的至圣所里；如果��改!，它就9C�：第一日是向耶和
d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但我看�它和从前上帝4手写在石版上，在西乃山交�摩西的ȼ命完全一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d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我看出圣安息日仍是—而且永>要作�上帝的真以
色列民和不信的人之�的分界a；而且�安息日乃是使那�上帝所Ų�并等候他的圣徒¡6的大前
提。 {CET 93.1}

我	�上帝有e多儿女�没有U�并遵守安息日。他�没有拒�安息日的亮光。在大ƴ �期开
始的�候，我�都充M了圣灵，要出去更ĀM地FŠ安息日的真理。�事触怒了一般教会和有名无
�的复č信徒。因�他�无法反Ȭ安息日的真理。正当此�，上帝所Ȯ;的人都很清楚地	�我�
n有真理，于是他�便出来和我�一同忍受逼迫。 我看到遍地都有凶Ê，ȍ荒，瘟疫，和大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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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是我�使�些刑ƹč到他�的，于是他�便起来，商É要将我�从地上剪除，以�如此就
可以使灾ǂ止息。 {CET 93.2}

在那ƴ 的�期，我�都逃出了各城市村ŭ，但却有�人在后面追逐着，他�手里拿着刀Â&入
圣徒的家。他�Ä起刀来要Ê我�，但刀却折断了，并脆弱得像草一�落在地上。那�我�都昼夜
呼吁求救，而且呼声也i到了上帝面前。 {CET 95.1}

太阳忽然上升，月亮停住了，江河不再流�。ŉ黑的ų云n上来互相撞c。但其上却有一片宁静
荣耀而清明的地方，从那里有上帝的声音像Ø水的声音	出，震撼了天地。天空忽开忽ŀ，	生�
Ë。各山岭好像)里的芦草一�Ë�，破碎的岩石ŽŽ四散。海洋像ê炉的水一�沸Ħ，并ů出石
�在地上。 {CET 95.2}

当上帝宣布耶Ⱦ再来的日子和�辰，并将永§交�他的百姓�，他先b了一句，然后停ÿ一下，
�所b的�震ū全地。上帝的以色列民挺身ǭ立，眼睛向上，ȷ听那出自耶和d口中而像雷霆一�
震ū全地的声音，那真是极其ôǭ的景象。在上帝b完每一句�之后，圣徒都喊叫�：“荣耀！哈利
路Í！”他�的�Ȧ	着上帝的荣耀，正像摩西从西乃山下来��上	光一�。�人因�荣光而不敢
看他�。 当上帝向那些曾遵守他的安息日�圣藉以尊敬他的人宣布那永久的福分�，就有大声的ž
喊	出向那ƅ和ƅ像夸Õ。 {CET 95.3}

于是千禧年开始了，�就是全地得享安息的�候。我看�敬虔的奴仆Õ利地站了起来，卸下那捆
Ɲ他的Ɛą，��他那邪�的主人©:皇失措了；因��人不明白上帝声音的意思。 {CET 96.1}

再�不久，那大朵的白云出；它是空前美g的。其上有人子坐着。起先，我�看不�耶Ⱦ在云
彩上。但当它接近地面�，我�可以看�他那可�的形体了。云彩初次出�，那就是¤在天上的
人子的兆�。 {CET 96.2}

上帝儿子的声音把睡着的圣徒Ǡ了出来，披上光荣不朽的生命。活着的圣徒也在霎�之�!化
了，和他�一同被提到云彩�ɱ里。�ɱ上升�看来是极其光荣的。它的两=有翅膀，下面有Ì
子。当�ɱ上升的�候，Ì子喊叫着“圣哉，”翅膀在ē�的�候也喊叫着“圣哉。”云彩四¥的圣天使
也喊叫�：“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上帝！”云彩上的圣徒也喊叫�：“荣耀！哈利路Í！”于是
�ɱ一直升到圣城。耶Ⱦ打开金城的門，把我�3了&去。在�里我�都受到�迎，因�我�已�
守“上帝ȼ命，”“可得权柄能到生命ă那里。” ķ示�14:12; 22:14 {CET 96.3}

第十三章上帝�%子民的眷�

我得悉上帝
于他子民的慈�，���在是Ż大无比的。我	�有天使伸展着翅膀在圣徒的四
¥。每个圣徒都有一位�Ï的天使。如果圣徒因灰心而痛哭流涕，或遭遇危¼，那些�常�Ï他�
的天使就要迅速K升上去，将�消息F到天上，于是圣城里的天使就停止了歌唱。��，耶Ⱦ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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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派另一位天使下去勉励，看á，并保守他�不致偏离那条窄路；但如果他�不á�些天使的照
9，又不肯受他�的安慰，而�]走入歧途，天使就必因此表示ĩB而哭泣。他�要将�消息F到
天上，全城的天使都要痛哭，并大声�：“阿�。”但如果圣徒定睛注A那ē在前面的ĲǨ，并以ł美
上帝来荣耀他，那么天使�就要将喜ĠF到圣城，城中的天使便要Ĺ奏他�的金琴并Š声歌唱：“哈
利路Í！”而使穹ƈ洋溢着他�可�的歌声。 {CET 97.1}

圣城中有完美的秩序与和ǔ。一切奉命前来Ŕ(�个地球的天使都持有一:金的卡片，在他�&
出城門的�候出示�ƚ守城門的天使看。天国�在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我很想到那里去瞻仰那�我
舍命的可敬�的耶Ⱦ，并!成他荣耀的形像。唉，惟愿我能以言h形容出那未来之光明世界的荣
耀！我渴望Ţ÷于那使上帝的城喜�之生命水的河。 {CET 97.2}

主已使我得�其他世界的异象。有翅膀Ǩ�我， 并有一位天使陪同我从圣城到一个荣美的地方
去。那里的草是碧Û的，那里的雀ĜɮǄ着甜美的歌声。那地居民的身材有大小；他�都是高Ô，
威ô，可�的。他�都具有耶Ⱦ本体的真像，他�的�上Ȧ	着圣洁的喜�，充分表着那地的自
由和幸福。我(他�当中的一位�什么他��比地上的人>�美g可�。他回答�：“我�向来ǚ守
上帝的ȼ命，没有像地球上的人因背逆而堕落。” {CET 97.3}

随后我看�两棵ă。有一棵很像圣城中的生命ă。�两棵ă上的果子看着都很美g，但其中一棵
ă上的果子却是不可吃的。他�虽有权吃任何一棵ă的果子，但其中一棵ă上的果子却是禁止摘食
的，于是那陪伴我的天使
我�：“�地的居民没有一个Ŋ�那禁ă的果子；但如果他�吃的�，他
�就必堕落。” {CET 98.1}

后来我被*到一个有七个月亮的世界。在那里我看到了曾�!化升天的善良的以Ņ。 在他的右臂
中持着一根荣耀的棕ă枝，每一片叶子上都写着“Õ利”的字�。在他的�上有一Ã眩目的白色桂冠，
每一片叶子中�都写着“Å洁”的字�；桂冠的四周有各式各色的宝石，Ğ耀着比星星更ƀī的光ǃ，
�光照在叶子的字上，使之更¤光大。在以Ņ的q后有一个6，把桂冠扣住，6上写着“圣洁”。桂冠
上面有一Ãd冕，Ȧ	着比太阳更亮的光ǃ。我(以Ņ�是不是他原先从地上被迁来之E，他
�：“不是的；那圣城乃是我的家，我只是到�里来Ŕ(一下。”他在�里自由行�，犹如�就是他的
家。我Ȫ求那陪伴我的天使�我留在那里。我真不想回到�黑暗的世界来。于是天使
我�：“你必
æ回去，如果你能忠心到底，你必能和十四万四千人同有特权去Ŕ(ǁ世界，并|光上帝的作�。”
{CET 98.2}

第十四章盖印的工作

一八四九年一月五日，在圣安息日开始的�候，我�在康乃狄格州石邱地方与尔ÿ弟兄全家一
同祷告，有圣灵降在我�的身上。我在异象中被*到至圣所，我在那里看�耶Ⱦ仍在�以色列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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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他衣袍底=上挂着一个ǜɄ和一个石榴，于是我	�耶Ⱦ不至于离开至圣所，直到每一个案
件已�定ɳ，或得救或ƃ亡，而且上帝的忿怒也不至于ŝ降，直到耶Ⱦ完成了他在至圣所的工作，
脱掉他祭司的袍子，而穿上Z仇的衣服�止。 {CET 100.1}

那�，耶Ⱦ就要离开他在天父和人类之�的地位，上帝就不再保持ɟ默了，却要在那些已�拒�
他真理的人身上，ŝ降他的忿怒。我	�外邦	怒，上帝的忿怒，和ƶ判死人的�候，乃是分明有
别的事件，而要依次	生；而米迦勒�没有站起来，那从来没有的ƴ �期�没有开始。邦国今
正在	怒；然而及至我�的大祭司完成了他在圣所中的工作�，他就要站起来，穿上Z仇的衣服，
那�最后的七大灾就要ŝ降下来了。 {CET 100.2}

我得悉那四位天使必要Ē掌四方的)，直到耶Ⱦ在圣所的工作完ĺ�止，然后那七大灾就要č
到。�些灾 激怒了�人来攻c·人；他�以�那使上帝的Z9č到他�身上的乃是我�，如能将
我�从地上消ƃ，�些灾 就必止息了。 于是就有命令	出要Êƃ圣徒，�就使圣徒昼夜呼求拯
救。�乃是雅各遭 的�候。 参看�世ã32: 那�一切圣徒都因心灵的痛苦而喊叫，N于因上帝的
声音而得蒙拯救。那十四万四千人得Õ了。他�的�都因上帝的荣耀而	光。 {CET 100.3}

后来我蒙指示看�一群痛哭哀号的人。他�的衣服上写着几个大字：“你被称在天平里，¤出你的
Ƙ欠。”我(�一群人是$。天使�；“�些乃是曾�一度遵守安息日，后来又放弃了的人。”我听�
他�大声喊叫�：“我�是曾相信你的复č，并曾致力宣b。”当他���的�候，他�的Aa就落到
自己衣服的字上，于是他�便大声哀哭。我	�他�曾喝清水，剩下的水他�竟用脚ƼǏȵ了，—
把安息日践踏在脚下，—因此他�被称在天平里，¤出Ƙ欠来。 {CET 101.1}

随后那陪伴我的天使再�我指出圣城，在那里我看�四位天使K向城門去。他�正在向那ƚ守城
門的天使出示他�的金卡片，��我看�另一位天使从那极其荣耀的地方迅速K来，大声向其他的
天使喊叫，并在手里ē�着一�.西。我%求那陪同我的天使�我解Ĥ所看到的。他告«我当�不
能再多看了，但他�不久就要向我解Ĥ我所看�的那些事的意·。 {CET 101.2}

安息日的下午我�当中有一个人病了，要求Ø人�他代祷，使他得以痊愈。 我�都一同祈求那位
从未失Ñ�一次的大医D，于是当医治之能下降，病人�得痊愈的�候，圣灵就降在我身上，我就
�了一次异象。 {CET 101.3}

我看到四位在地上有当Ē行之任�的天使，他�正在出	去完成�任�。耶Ⱦ�穿着祭司的衣
服。他以怜恤的表情垂看余民，然后Ä起手来，用深深怜恤的声音喊叫�：“我的血，父啊，我的
血！我的血！我的血！”于是我看�一道极其明亮的光，从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上帝那里	出来，照
耀在耶Ⱦ的四周¥，随后我看�一位天使奉耶Ⱦ所�他的使命，迅速K翔到那在地上有一番工作要
作的四位天使那里，手中上下ē�着一�.西，并且大声喊叫�：“稍待！稍待！稍待！稍待！直等
到上帝Ø仆人在Ŭ上受了印5。” {CET 102.1}

我(那陪伴的天使关于我所听�之事的意·，和那四位天使将要作的是什么。他
我�，那遏制
列强权^的乃是上帝，而且是他命天使Ē掌地上的事；那四位天使有从上帝而来的权柄，Ē掌四方
的)，而且他�准y要放手；但是正当他�要松手，四方的)将要刮开来的�候，耶Ⱦ慈怜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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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那些�没有受印5的余民，便向父Ä手，Ȫ求�他曾�他�流血。于是另有一位天使奉命迅速
K到那四位天使那里，吩咐他�稍待，直等到上帝的Ø仆人在Ŭ上受了永生上帝的印5。 {CET 102.2}

第十五章信心的考�

在�考�的�期，我�需要彼此Ƕ勉，互相安慰。撒但的#探今比�去任何�期都更�强烈，
因�他知道他的�候不多了，而且每一个人的案子将要定ɳ—或得生命，或要死亡。今不是在灰
心和考�之下ȉǝ的�候；我�必æ在一切苦 之中�持到底，并完全依Ƃ雅各的全能主上帝。主
已�向我指明：他的恩典足以9付我�的一切#ş；虽然�些#ş比�去更大，但如果我�完全依
Ƃ上帝，我�必能Õ�每一次的#探，并靠他的恩典而得Õ。 {CET 103.1}

如果我�能Õ�考�，并制Õ撒但的#探，就比那被火#�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Ô，并且更有
力量Ày好去9付下一次的考�。但如果我�倒下，并依从撒但的#探，我�就必越	è弱，不能
��次的考��得ĲǨ，更没有适当的准y去9付下一次的考�。��，我�就要越来越è弱，直
到我�被撒但任意ɩ去。 {CET 103.2}

我�必æ穿戴上帝的全副p装，准y随�与黑暗的权^作P。当#探和考�向我�冲来�，我�
要来到上帝面前，藉着祈祷与他�力。他决不会叫我�空空而去，却要Ǩ我�恩典和能力来得Õ，
并打破仇Ō的^力。唉，惟愿人人都能看明事情的真相，并作基督耶Ⱦ的精兵，同受苦 ！��，
以色列才能靠上帝的大能大力勇往直前。 {CET 103.3}

上帝ķ示我：他将苦杯�他的子民喝，�要ƕş并洁´他�， �杯Ĉ然是苦的。但他�若	怨
言，«苦，	牢ƛ，那就必使�杯更¤得苦了；所以凡抱�种o度的人必æ再喝一杯，因��一杯
没有在他心灵上	Ƅ9有的作用。如果第二杯仍不生效，他�就必æ再喝第三或第四杯，直到它有
了所9有的功效，否©上帝就要撇下他�，任凭他�的心灵ƾɖ了。我看明�个苦杯能因忍耐，涵
养，和祈祷而!�甘甜；凡��去接受苦杯的人，它必能在他�的心上	Ƅ其9有的作用，而且上
帝也必得到尊荣。 {CET 103.4}

得成�基督徒，并�上帝所承U所嘉ť，真不是一件小事。主已�向我指出一些人是自称相信
代真理的，但他�的生活却与信仰不相符合。他�把敬虔的�准定得太低了，他�距离圣�中圣洁
的�准太>了。有的人在言h上太不Ľ点，另一些人©依从私心的Ɂ恿。莫想我�一方面取悦自
己，效学世俗的作)，Ɵ享世俗的宴�，与世俗份子同流合ƾ，而一方面�能希望在荣耀里与基督
一同作王。 {CET 104.1}

如果我�要在来生与基督分享荣耀，©我�必æ在今生与基督同受苦 。如果我�只知道求自己
的利益，想如何M足自己的心意，而不研究如何²上帝的喜悦，并促&他那宝Ô而多受折磨的圣
工，我�就要羞辱上帝和我�所自称��的圣工了。我�今只剩一点点光阴可以用来�上帝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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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没有什么Ý物是太Ô重，不能献上�拯救那些属耶Ⱦ的，分散且被撕裂的羊群而用。凡在
今以Ǻ牲和上帝立§的人，很快就要被召回家中分享丰富的ĲǨ，并承受那新的国度，直到永永
>>。 {CET 104.2}

唉，惟愿我�都能完全�主而活，并且藉着一种有à律的生活和敬虔的行�，�明我�是跟�耶
Ⱦ的，并且是他柔和而ǽ卑的門徒。我�必æ趁着白昼作工，因�及至患 和痛苦的黑夜来到�，
若再想�上帝作工，就太晚了。耶Ⱦ在他的圣殿里，在�能接受我�的Ǻ牲，祈祷，和我�所承
U的��与罪�，也必赦免以色列的一切�犯，使�些�犯能在他离开圣所之前被涂抹。及至耶Ⱦ
离开圣所之后，那�圣洁的和�·的人，要仍旧圣洁，仍旧�·；因�他�一切的罪�要被涂抹
了，他�也要印上永生上帝的印5。但那些不·和ƾɖ的人，却要仍旧不·，仍旧ƾɖ；因�那�
圣所里再没有祭司替他�在父的宝座前献上他�Ǻ牲，U罪，和祈祷了。因此，凡是�¯救生灵脱
离那即将来到之忿怒的)暴所作的努力，必æ在耶Ⱦ离开天上圣殿的至圣所以前完成。 {CET 105.1}

第十六章致小群的信

4�的弟兄：一八五0年一月二十六日主使我�到一次异象，我在要向你�述�。我蒙指示看
到上帝的百姓中有一些人是在昏庸őȲ，半醒半睡的；他�不U�我�在所E的�代，……我也
看到有一些人有被ƙ除的危¼。我Ȫ求耶Ⱦ救他�，再Ć容他�一个�期，�他�看出自己那可怕
的危¼，以便及�作好准y，免得后悔莫及。天使�：“Ŵƃ将要来到像强大的旋)一�。”我Ȫ求天
使怜惜并拯救那些Ɵ�世俗，迷恋Ý物，而不愿放弃的人，使他�肯Ǻ牲，帮助福音的使者出去喂
养那些因缺乏灵粮而ɏ于死亡的ȍÐ的羊群。 {CET 106.1}

当我看到e多因缺少代真理而行将死亡的可怜生灵，又看�一些自称相信真理，而��守住那
需要用来推�上帝圣工的HÝ却听凭他�死亡的人，�景象真是太B痛了，我就Ȫ求天使不要�我
再看�景象。我	�当上帝的圣工需要他�一部分的Ý物�，他�却像那来到耶Ⱦ面前的青年人一
�，(参看z太福音19:16-22。)ĩĩ愁愁地退去了；不久那Ōp如水Ő漫��的�候，很快就要把他
�的Ým冲洗无þ，那�他�再想Ǻ牲地上的Ý物以便`ñÝ宝在天上，©��晚矣。 {CET 106.2}

后来我又看�荣耀的救ȯ主，d美而可�；他曾离开荣耀的3域，来到�个黑暗而孤寂的世界，
�要舍去他宝Ô的生命，·者�不·者舍命。他忍受了残酷的侮辱和鞭打，戴上荆棘冠冕， 在园中
流出汗珠大如血点，因有全世界的罪担³在他身上。天使(道：“�什么呢？”唉，我	�而且明白�
都是�了我�；他曾因我�的罪而忍受�一切，�要用他的宝血救ȯ我�Ă回上帝！ {CET 106.3}

后来天使又向我指出：正当耶Ⱦ侍立在天父面前，用他的宝血，他所受的苦 ，和他的死�将亡
的生灵%愿�；正当上帝的使者在等待着，要将救人的真理F�他�，使他�能3受永生上帝的印
5�，有一班人却不肯放弃属世的Ý物，以便将真理F�他�。有一些自称相信代真理的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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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他�将上帝所交托他�代管的HÝ交�上帝的使者，他�竟以�是一件 事。 {CET 107.1}

受苦的耶Ⱦ，和他那如此深厚的，甚至使他�人类舍命的大�又¤示在我眼前；又有那些自命�
他門徒之人的生活，他�n有今生的Ý物，但却U�帮助救人的事<是不得了的ì担，也¤示在我
面前。天使�：“��的人能&天国么？”另一位天使回答�：“不，决不能，决不能，决不能。凡

上帝在地上的圣工漠不关心的人，决不能在天国歌唱救ȯ之�的ā歌。”我得悉上帝在地上所&行的
工作将要速速的完6，所以福音的使者必æ赶快去õ找四散的迷羊。 {CET 107.2}

大震�已�开始了，而且必要�]震�；以致凡不愿ö勇�持真理并�上帝和他的圣工Ǻ牲的
人，都要被震落。天使�：“你以�有什么人要被强迫Ǻ牲么？不，不。 �必æ是出于自愿的奉献。
人若要+��地，就必æ舍去一切。”我呼求上帝Ć恕他的百姓，因�其中有昏迷的，有垂死的。”后
来我又得悉全能者的刑ƹ很快就要来到，我就央求天使用他的言h向Ø人b�。他�：“凡不受圣�
�明真理感�的人，也不会因西乃山的一切雷霆和Ğ�受感�，天使所F来的信息也不足以Ǡ醒他
�。” {CET 107.3}

后来我又�到耶Ⱦ的d美可�。他的衣袍比最洁白的白色更白。真没有什么言h足以形容他的荣
耀和崇高的r美；一切遵守上帝ȼ命的人，都要从門&入圣城，有权吃生命ă的果子，并永>侍立
在可�的耶Ⱦ面前，他的圣ýȦ	的荣光比晌午的太阳更�光明。 {CET 108.1}

天使向我指出Í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他�吃了禁果就被赶出�园，后来上帝便在生命ă的周¥安
置那	火焰的Â，惟恐他��]吃那ă上的果子而!成永>不死的罪人。生命ă乃是使人永>不死
的。我听�一位天使	(�：“Í当家的哪一个人曾越�那	火焰的Â去吃�生命ă的果子呢？”我听
�另一位天使回答�：“Í当的家中没有一个人越�那	火焰的Â去吃那ă的果子；因此今没有一
个永>不死的罪人。犯罪的生灵必遭受永久的死亡，�是一直延�到永>的死亡，再没有复活的希
望；于是上帝的忿怒才得平息。 {CET 108.2}

“圣徒将要在圣城里安息，并要作王作祭司一千年；然后耶Ⱦ要同圣徒降č在橄ȑ山上，�山就要
崩裂， 成�一片ǵǅ的平原，�上帝的�园Ày地方。地球其余的地方必不得洁´，直到一千年完
了，那�死了的�人要复活，¥Ƴ圣城。�人的脚永>不致玷ƾ将来更新了的地球，必有火从天上
上帝那里降下来焚Ŵ他�，根本枝条一无存留。撒但就是根本，他的儿女就是枝条，那焚尽�人的
火焰将要洁´全地。” {CET 108.3}

第十七章天�的震�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主�我得�天^震�的异象。我得悉在主bV到z太，z可和路加所
5�的À兆�，他所�的“天”就是天，他所�的“地”就是地。“天^”就是日、月、星辰。它�是在天
上管昼夜的。地上的权^就是那些在地上掌权的人。天^将要被上帝的声音所震�。那�太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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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和星辰将要挪移本位，它�不会消逝，只是被上帝的声音所震�。 {CET 111.1}

有ŉ黑的烟云上来，互相撞c。天空裂开而卷起来了；那�我�的Aa能透入ǰk星座的空隙，
有上帝的声音从其中出来。圣城将要从那空隙中下降。我看到地上的权^今正在被震�，而且各
£大事将要依次	生。打仗和打仗的)声，刀Â，ȍ荒，和瘟疫将要先震�地上的权^，然后上帝
的声音要震�日、月、星辰和�个地球。我看到欧洲各权^的震�，并不象某些人所b的是天^的
震�，而是	怒的列国的震�。 {CET 111.2}

第十八章�末日作准�

一八五一年五月十四日，我看到耶Ⱦ的荣美可�。当我看到他的荣耀�，我没有想到我再会离开
他面前。我看�有一道光从那¥Ƴ天父的荣耀中出来。当�光č近我的�候，我身体便象一片叶子
似的ȗ抖起来。我想如果�光再挨近我，我就要被消ƃ了；但6果那光越�我去了。那�我才多少
体会到那与我�有关系的上帝是何等的大而可畏。那�我才看出一般人
于上帝的圣洁的概念是多
么模糊，以及他�多少次妄称他圣洁尊Ô的名，而没有�察出所提述的乃是上帝，就是那大而可畏
的上帝。当祈祷的�候，e多人随便用一些T率不敬的言û，使主敏Ǯ易感的灵担ĩ，以致他�的
祈祷被关在天国的門外。 {CET 112.1}

我也	�e多人�没有体会到自己必æi到怎�的程度，才能在没有大祭司在圣所中的�候，仍
旧生存在主的面前。那些接受永生上帝的印5，而在ƴ �期得蒙保守的人，必æ充分反映耶Ⱦ的
形像。 {CET 112.2}

我看到有e多人�在忽略所必需的准y，竟指望将来“安舒的日子”和“晚雨”使他�有x格得以在主
的日子站立得住，并存活在他面前。唉！我看�多少人在ƴ �期中没有藏身之所啊！他�已�忽
略了所必需的准y，因此，他�不能3受那使人配在圣洁的上帝眼前存活所必æ具有的安舒。 {CET

112.3}

那些拒�先知的雕琢，不肯因°从真理洁´心灵， 又妄想自己的情况>比�»更��|的人，必
要等到灾 ŝ降的�候，才	自己�需要�了�房屋而受磨砺呢。但那�再没有��供他���
作，也没有中保在父面前�他�代求了。在�以前，那极ôǭ的宣言已�	出：“不·的，叫他仍旧
不·，ƾɖ的，叫他仍旧ƾɖ；�·的，叫他仍旧�·；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CET 112.4}

我看出没有人能够分享“安舒”，除非他�能Õ�每一£ƽƳ他�的罪，以及ƪ傲，自私，Ɵ�世
界，和每一£�言�行。因此，我�9C越来越4近主，ȪȄ地致力于必需的准y，以便在耶和d
争P的日子站立得住。人人都当5得上帝是圣洁的，惟有圣洁的人才能在他面前永>居住。 {CET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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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与!困�斗

一八四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我��一个儿子亨利在ȱ因州歌尔罕出生了。当年的十月，住在托普
Ź的郝ú德夫Ķ仁慈地在自己家里�出一部份�我�住，我�就感激地3受，并用几件借来的家具
开始¶ĕ小家庭了。那�我�很Ƹ苦，生活非常窘迫。我�决定不依Ƃ人，却要自食其力，并�能
有一点力量去帮助人。但我�的景况未�好8。那�我的丈夫很辛苦地参加修筑Ú路，搬G石�，
但却得不到他所9得的工x。郝ú德夫Ķ在他�有力量的�候，很慷慨地拿自己的.西分�我�；
他�的景况也非常困 。他�全心相信第一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并且已�很慷慨的地捐出自己的
Ý物来推&圣工，以致他�必æ靠自己的ĝ力来X持生活。 {CET 114.1}

后来我的丈夫不再搬G石�了，却拿着斧�到森林里去砍柴。他的腰虽然�常酸痛，但他�从清
晨一直作到晚上，每日š来五角H。我�竭力抱着�|，并且信靠主。我没有	怨言。每天早上我
感I上帝，因他保守我��了一夜，在晚上我感I他保�我�又�了一天。 {CET 114.2}

有一天我�家里�了粮，我的丈夫便到他雇主那里去3取金或粮食。那天有大)雨，他在雨里
来回走了三英里。他回来�身上背着一袋粮食，袋子是扎成几部分的。他曾背着�袋粮食��伯ń
斯威克村，就是他常在那里b道的地方。当他精疲力竭地走&家門�，我的心就沉下去了。 我�一
个感想就是上帝已�í弃了我�。我
丈夫�：“我�竟落到�种地步了么？ 道主已�离开了我�
么？”我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放声痛哭i数小�之久，直到昏厥了。旁人�我代祷。随后我感�到
上帝圣灵��的影响，我就懊悔我竟被灰心的情ģ所Õ。我�极愿跟随基督并效法他；但是有�我
�竟会在#ş之下昏�，离他很>。苦 和考�使我�4近耶Ⱦ。ɉ里的火足以焚尽渣滓，ƕş精
金。 {CET 114.3}

��我蒙指示，得悉主�去ƕş我�，是与我�有益的，要Ày我�去�别人效力。他如ǌƼ�
巢Ƒ，免得我�安逸下来。我�的工作乃是�救灵而ĝ碌；如果我�富足了，家庭的生活就要成�
非常安�的，以致我�舍不得离开家庭；苦 被容eč到我�，乃�准y我�9付在我�旅行�所
必遭遇的更ƴ苦的斗争。我�不久接到从各州的弟兄�写来的信，邀%我�去Ŕ(他�；但我�没
有离州出門的路L。因此我�的回答乃是：我�前面的路�没有打开。当�我U�我不可能*着孩
子一同旅行。我�不愿依Ƃ人，所以ǚ慎地量入�出。我�决心宁可受苦而不愿ìǣ。 {CET 115.1}

�了不久，小亨利患了重病，病状很快的�化，以致我�非常恐慌。他昏迷不醒，奄奄一息。我
�&行治ŏ，但没有成功。于是我�%来一位
病理有��的人，他�亨利能否痊愈，甚�可疑。
我�曾��他祷告，但病^依然没有好8。 我��去曾把孩子当作不出門�别人作工的托辞，所以
��我�恐怕主有意要把他取去。于是我�再到主的面前来，求他向我�	慈怜，ǳ了�孩子的性
命，同�我�也ôǭ地e愿：不V今后上帝派我�到哪里去，我�都愿意信Ƃ他而遵命前往。 {CET

115.2}

我�的祷告是,切而B痛的。我�凭着信心，要求上帝成就他的9e，并且相信他垂听了我�的



1/7/14, 6:51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44 of 9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5&start_paragraph=1003589959&finish_paragraph=1003591160&references=1

呼求。��有光明从ų云里照射在我�身上了。上帝开恩9允了我�的祈祷。从那一�刻起，小孩
子就开始痊愈了。 {CET 116.1}

初次B�康乃狄格州

我�在托普Ź接到康乃狄格州密德ÿ城的:伯ń弟兄的来信，%我�去参赴一八四八年四月在C
州召开的会É。我�决定若能得到路L，就去赴会。我的丈夫和他的雇主6Č之后，	�可支取
工x十�H。我用了五�H来¨+几件我�所极需的衣服，然后把丈夫的大衣Ò好了，WÒƓ�是
拼凑起来的，使得袖子上都看不到原来的布。我��剩下五�H，够到麻沙塞州多ū斯特城之用。
{CET 116.2}

我�的一只箱子几乎就装尽了我�在地上所有的一切.西；但我�却享有心灵上的平安和一×无
愧的良心，�是我�所最宝Ô的，>�于属世的安逸。 {CET 116.3}

我�在多ū斯特Ŕ(了倪可�•奥迪司弟兄。当我�离开的�候，倪夫人拿出五�H�我的丈夫，
�正好够付我�到康乃狄格州密德ÿ去的路L。我�在那里人地生疏，从来没有��康州的一个同
道。那�我�手里只剩有五角H了。我的丈夫不敢用它来雇�子，便将箱子放在一个附近的木行里
的一堆木板上，我�徒步行走， 去õ找同道弟兄。不久我�找到了:伯ń弟兄，他就把我�*到他
家里去。 {CET 116.4}

石邱的会2

石邱的会É是在登•Í尔培弟兄家里尚未造好的一�大客ĵ里Ä行的。我丈夫写信�郝ú德弟兄
V到�次的会É�： {CET 117.1}

“四月二十日，登弟兄派人ŕ着他的z�到密德ÿ来，接我�和散居在C城的几位弟兄。我�§
在下午四点s到i会"，�了几分s，§瑟和葛尼弟兄也来到了。当天晚上，我�§有十五人开
了一次会；安息六上午，�有其他弟兄也î]来了，直到我�有五十人之多。�些人不都是完全接
受了真理的。当天的聚会是很有兴趣的。§瑟弟兄清楚地b解了十条ȼ命，同�有人作了有力的
��，强j十ȼ的重要性。所F的道�固了那些已�接受真理的人，并Ǡ醒了那些�没有完全下决
心的人。” {CET 117.2}

筹"B�K+州西部

在两年前我已蒙ķ示，将来要Ŕ(ǎ§州西部。于是在石邱会É6束后，我�被邀在八月�参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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ǎ§州法勒尼城的聚会。�德生•希ú弟兄写信�我�，�那里的弟兄多半是Ƹœ的，所以他不敢答
9帮助解决我�的L用，但他愿意尽他所能的。那�我��没有路L。我丈夫的健康欠佳，但他得
到机会可以在田里割草，就决定去了。 {CET 117.3}

那�我�似乎必æ凭信心�日子。我�早上起来�，就跪在床=，求上帝Ǩ我�力量承担一天的
工作。我�每次必æ确知上帝垂听了我�的祈祷，才能M意。于是我的丈夫便靠上帝所Ǩ�他的力
量，出去整日割草，在他晚上回家�，我�再Ȫ求上帝Ǩ我�能力，可以š一点H来F播真理。他
在一八四八年七月二日写信�郝ú德弟兄，V到�种���： {CET 118.1}

“今天下雨，所以我没有割草，否©我也不会写信了。我五天�非信徒割草，安息一�信徒割草，
在第七日休息，因此我没有很多��来写信。……上帝Ǩ我力量整天ĝ碌。……我同霍德弟兄和
登•§翰弟兄三人已�包下一百英Ȩ的草田，每Ȩ的工H是八角七分五厘，_是吃自己的。ł美主！
我希望能在�里得到几�H来用在圣工上。” {CET 118.2}

6果我丈夫在割草的工作上得到四十�H，我�用了一部份H来+几件必需的衣服，剩下的尚够
支付来往ǎ§州西部的路L。 {CET 118.3}

当�我的健康欠佳，所以我不能一面旅行而同�又照á孩子。故此我�把十个月大的小亨利留在
密德ÿ的班斐•客勒莎姊妹的家里。要我离开我的孩子真是一次ô重的考�，但我�不敢��孩子的
心使我�偏离了本分。耶Ⱦ已�舍命来拯救我�。我�所付出的任何Ǻ牲若和他的相比，C是多么
微小啊！ {CET 118.4}

法勒尼的会2

我�在ǎ§州西部�一次的大会是在八月十八日开始的， 地点是在法勒尼城，阿Ņ德?大Ï弟兄
的谷Ǉ里。赴会的人§有三十五位，—�要算是C州西部所能召集的全部同道了。但在�些人中，
几乎没有两个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有一些人��持ô重的ɇ�，而各人都�持己�，声称自己
的看法是合乎圣�的。 {CET 118.5}

�种意�分歧的奇怪象重重地³在我心上。我	�有e多人拿ɇV当作真理Fb。在我看来，
�种情形是羞辱上帝的。我的心灵深�ĩB，N于在�种³力之下ś倒了。有些人恐怕我将要死
了。§瑟，:伯ń，葛尼，�德生等弟兄和我的丈夫都�我祷告，主垂听了他仆人�的折祷，我
便醒了�来。 {CET 119.1}

有天国的光ǃ照在我的身上，不久我就
地上的事物失去了知�。那陪同我的天使向我指出当�
在"的几个人的�ɇ，同�也指明了那与他�的ɇ�作�
照的真理。�些据他�所�是合乎圣�
的互相矛盾的|点，不�是他�
于圣�教Î的意�而已；于是我受命Ƕ他�放弃他�的ɇV，并
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真理上¡6起来。 {CET 119.2}

我�的聚会Õ利地6束了。真理�得了Õ利。我�的弟兄�放弃了他�的ɇV，并在第三位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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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上¡6起来了，6果上帝大大地Ǩ福�他�，使他�的人数增加了e多。 {CET 119.3}

B�斯A弟兄

我�从法勒尼到相距六十英里的基布Ə港，去参赴八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的又一次聚会。八月
二十六日，我的丈夫写信�郝斯定弟兄�：“我�在Ė尼巴城，寄宿在斯Ņ弟兄家里。那里有十个八
个宝Ô的生灵。弟兄，�德生夫Ķ，和辛孟士弟兄同他��了一夜。次日早晨�ń�了一次异
象，当她�异象的�候，弟兄�都&来了。其中有一位�没有接受安息日的真理，但他是心地ǽ卑
而善良的。�ń在异象中站了起来，拿起了一本大圣�，在主面前把它Ä了起来，从其中	Ƅ了一
番bV，然后把圣�交�那位ǽ卑的弟兄，放在他的手里。他眼泪汪汪地把它接了�来。随后�ń
就在我旁=坐下。她在异象中共有一个半小�，在此期�，她没有一点呼吸。那真是一个�人的�
辰。我�都流了e多快�的,泪。我��弟兄留在那里，自己©和�德生弟兄来到此地。” {CET

120.1}

【ņ者按：一八四八年九月�，±雅各牧D夫Ķ自ǎ§州西部回来之后，随即又旅行到ȱ因州
去，他�在那里与当地的信徒，从十月二十至二十二日Ä行了一次聚会。�就是托普Ź会É，弟兄
�在会É中开始祈求主，�印行有关复č信息的真理刊物而开路。一个月之后，即一八四八年十一
月�，他Ň与一小群弟兄姊妹，在靠近麻沙却塞州波士ÿ地方的多ū斯特聚集。就在那次聚会中，
有真光Ǩ了下来，指示±雅各牧D要ì起印行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真理刊物的ò任。】 {CET 120.2}

第二十章令人鼓舞的神旨

后来我又奉召�使人得益而舍己。我�必æ离开我�的小亨利，出去毫无保留地献身圣工。那�
我的健康情况极差，所以如果*着小孩子，他就一定要占据我大部分的��。那真是一个ô重的考
�，但我不敢�他Ȇ阻我�尽ß的道路。我相信上一次他患重病的�候，主曾�我�保留了他的性
命；所以如果我�他Ȇ阻我不能尽到本分，上帝就必把他取去。于是我只得以一×辛酸的心和e多
眼泪，在主的面前决意Ǻ牲，把我独生的孩子交�别人ǫ养。 {CET 121.1}

我�很放心地把亨利留在郝ú德弟兄的家里。他�愿意ì起�份担子，�要使我�可以无ħ挂地
�上帝的圣工效ĝ。我�深知他�必能�比我�在旅行中*着孩子更好地照á亨利。我�也知道，
他若能有一个安定的家庭和�į的管教，乃是
他最有益E的，可以使他那和美的性情不致受到ľ
害。 {CET 121.2}

我和小孩子分离�真是作 。我离别他的�候，他那小�蛋上悲B的表情真令我日夜 忘；但我
靠着主的能力ē脱了恋慕孩子的心，竭力�别人Ǖ福。 {CET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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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ú德弟兄一家完全ìò教养亨利，足有五年之久。他�毫无Z酬地ǫ育他，供9他的衣食，而
我只能象哈拿
待撒母耳一�，每年送一件礼物�他。 {CET 121.4}

柯林斯•吉伯的痊愈

一八四九年二月的一天早上，当我�在郝ú德弟兄家里Ä行家庭礼拜�， 我蒙指示，得悉我�有
ò任要到麻沙却塞州i特茅斯城去。�不久我丈夫到Ď局去，*来一封柯林斯•腓力普弟兄寄来的
信，促%我�到i特茅斯去，因�他�的儿子病^ô重。我�立�前往，	那个十三[的孩子患
百日咳已有九个星期了，他��身体虚弱，骨瘦如柴。他的父母以�他是患了肺6核症，并且一想
到自己必æǝ失独生子，他�就痛苦非常。 {CET 121.5}

我�一起�那孩子祷告，Ȫ切求主ǳ赦他的生命。虽然看上去他不可能复原，但我�相信他的病
是能好的。我的丈夫把孩子抱在±里，在屋内走来走去，�：“你必不至死，仍要存活！”我�相信上
帝一定能因孩子的痊愈而得到荣耀。 {CET 122.1}

我�离开了i特茅斯有八天之久。后来我�回到那里�，小吉伯4自走出来迎接我�。他的体重
已�加了四磅。他�一家人都在上帝里面，因他的眷�而�喜快�。 {CET 122.2}

田普姊妹的得蒙医治【102】

我�接到一封要我�去新罕布夏州的ǎ易普斯Ï去拜Ŕ海�汀姊妹；她那�病^ô重，我���
事祈祷，6果得到凭据，知道主一定和我�同去。我�途中寄宿在多ū斯特城奥迪斯•倪可�弟兄家
里，他�就向我�提起波斯ÿ城田普姊妹的病。她在臂上�了一个Ȗ，使她非常担心。�Ȗ已�蔓
延到肘弯上了。她已�受了很大的痛苦，也曾就医求治，6果N属徒然。她最后治ŏ的努力竟使病
症蔓延到了肺部， 她就恐怕她若不立刻得到帮助，�病^必造成肺6核症。 {CET 122.3}

田普姊妹曾留信%我�去�她祈祷。我�以P¦恐惧的心，先求上帝保�一定要�她施行神迹，
但我�并没有得到�种凭据。于是我�只得依Ƃ上帝�明的9e&到病房里去。田普姊妹的臂部已
�痛得相当厉害，甚至我�不能摸它，只能把油倒在上面。于是我��合祷告，求上帝�践他的9
e。当我�正在祈祷的�候，田普姊妹臂部的¹痛就止住了，我�离开的�候，她在主里面大��
喜。八天之后，我�又回去拜Ŕ她，看�她已复原，并且正在用力洗衣服。 {CET 123.1}

海(汀•利拿的家庭

我�来到海�汀•利拿的家里，看�她�都在非常的磨 中。海�汀姊妹出来�迎我�，声泪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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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我�需要极迫切的�候，主差你�到我��里来了。”她有一个八个星期大的ƺ儿，醒着的
�候一直不停地啼哭；再加上她自己的身体虚弱，��，就很快地把她的精力消耗殆尽了。 {CET

123.2}

我�遵照雅各R的指示Ȫ切地��位母4祷告，并且得到凭据，我�的祈祷已蒙垂听。有耶Ⱦ在
我�当中来打破撒但的权^，使�被ɩ的人得Ĥ放。但我�也明明看出，孩子的哭声若不止息，母
4决不能恢复体力，我�用油膏了那小孩子，�他祷告，并且深信主必Ǩ�母4与孩子平安和安
息。6果事情就如此成功了。孩子的哭声止息了，我�离去�，母子二人的情形都很好。母4的感
激莫可言宣。 {CET 123.3}

我�
那个家庭的Ŕ(乃是一次宝Ô的��。 我�彼此心心相印；尤其是海�汀姊妹的心与我的
心深相契合，正如§拿?的与大Ï的一�。在她的一生中，我�二人之�始N没有一点隔ɗ。 {CET

123.4}

活水—一个梦

有一次我的丈夫到新罕布夏和ȱ因州去参赴聚会。他出門之后，我就深感不安，恐伯他F染到当
�所流行的霍乱。但有一夜我梦�当e多人正因患霍乱症而死亡的�候，我的丈夫建É我�出去散
步。在散步�我注意到他眼睛充血，�上	Y，嘴唇	青。我
他�，我恐怕他容易F染到霍乱
症。他�：“再向前走几步，我就要向你指出一个治霍乱的最灵�的方法。” {CET 125.1}

当我�向前走的�候，我�来到一条小河那里，走上一道ō，当�我丈夫突然撇下我，跳到河里
不�了。我吃了一¦；但他很快就从水中出来，手里拿着一杯清凉晶Ȋ的水。他把水喝下去，
�：“�水能医治各式各�的疾病。”他再翻到水里去不�了；但他很快又从水中出来又拿起一杯水
来，�了相同的�。 {CET 125.2}

当�我很懊ǝ，因�他没有�我喝那水。他�：“�条河的河底有一个秘密泉源，能治好各式各�
的病症；但人人必æ冒¼跳下去，才能得着。$都不能替别人取；各人必æ4自跳下去。”当他喝那
杯水的�候，我察看他的�，�他的气色是健美自如的。他似乎很健康很强壮。我醒�来�，所有
的惧怕都消泯了，我就把我丈夫交�一位慈怜的上帝，并完全相信上帝能使他安全Ă来。 {CET 125.3}

第二十一章祈祷与信心

我常蒙指示，得悉主的儿女�太疏忽祈祷，特别是私下的祈祷，以致e多人没有照着他�所ǻ有
的权利及·�去G用信心，而�常等待着得到那惟有藉信心才能得着的感�。感�不是信心；�完
全是两回事。信心的G用在于我�，但愉快的感�和蒙福却在乎上帝的Ǩ予。上帝的恩典乃是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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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ǖ的信心�通渠而注入心灵，�种信心我�都有权力去G用。 {CET 126.1}

真正的信心要在尚未体�并感�到上帝所9e的福惠之前把握住它，并要求3受它。我�必æ凭
着信心将我�的祷告呈献到第二Æ幔子里面，并�我�的信心握住所9e的福；并当作是自己的而
要求3受它。随后我�就要相信我�3受�福，是因我�的信心已�握住它，并且根据圣�的�；
�福已�是我�的了。“凡你�祷告祈求的，无V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z可福音
11:24 �就是信心，是¤然坦露的信心，甚至在我�体�到福惠之前就相信已�3受它了。当我�体
�并享受到所9e之福�，信心就被它所吞没了。但e多人以�他�正在大量3受圣灵的�候就大
有信心，并以�若不感�到圣灵的能力就不能有信心。��的人是将信心和那因信心而来的福惠混
�一½了。 {CET 126.2}

我�最需要G用信心的�候就是我�感�缺少圣灵的�候。当ŉ黑的ų云似乎ǯ罩着我�心灵的
�候，那正是9C�活ǖ的信心来穿透黑暗并ǲ除ų云的�候。 {CET 126.3}

真�的信心以圣�中所5的9e�根据，惟有°从圣�教Î的人才有权3受其中荣美的9e。
“你�若常在我里面，我的�也常在你�里面，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你�成就。” §翰福音
15:7 “我�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我�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 §翰一R3:22
{CET 126.4}

我�9C多作ĳ密的祈祷。基督是葡萄ă，我�是枝子。如果我�要滋�而茂盛，就必æ不断地
从那“活的葡萄ă”吸取液汁和¸养；因�我�离开了“葡萄ă”就没有能力。 {CET 127.1}

我(那位天使，�什么以色列中没有更多的信心和能力。他�：“你�放松主的膀臂�早了；要将
你�的要求，呈送到宝座那里，并凭着强固的信心�持下去。9e原是可靠的。只要相信你�能得
着所求的事物，你�就必得着。”随后又�我指出以利Í，他与我�同是一�性情的人，但他Ȫ切祷
告。他的信心�受了考�。他七次在主面前祷告，最后看�了云彩。 {CET 127.2}

我得悉我�曾因±疑那些确定的9e，并因缺少了信心而使救主B痛。天使�：“你��要穿戴p
装，最要�的是要拿起信心的盾牌；因�盾牌能保�心灵，就是生命，脱离�者的火箭。”如果仇Ō
ǲ使灰心的人8眼不仰望耶Ⱦ，只看自己，并ï述自己的不配，而不注重耶Ⱦ的美德，他的仁�，
他的功ĝ，和他Ż大的怜ȸ，他就必把他�信心的盾牌Ƶ去，而i到他的目的；他�也就要受到火
焰般#探的攻c。故此è弱的人9当仰望耶Ⱦ，并信靠他；��，他�才能G用信心。 {CET 127.3}

第二十二章开始出版工作

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在麻沙却塞州的多ū斯特城所Ä行的一次聚会中，我蒙指示得悉盖印信息F开
的景象，以及弟兄�ì起将那照在他�脚前的真光广�F开的ßò。 {CET 128.1}

我从异象中醒�来�
丈夫�：“我有信息要F�你。你必æ开始ņ印一种小型刊物，分送与人。



1/7/14, 6:51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50 of 9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5&start_paragraph=1003589959&finish_paragraph=1003591160&references=1

起初的à模虽小，但在人�Ɓ�之后，他�就必寄H�你以供印刷之用，而�工作从开始就必成
功。我蒙指示，从�微小的开始，必要象一道一道的明光，�Ƴ全世界。” {CET 128.2}

一八四九年夏天，当我�在康乃狄格州的�候，我的丈夫深��候已到，他必æ写作并印行代
的真理。当他决定��行的�候，他便大得鼓励并蒙受福惠。但随即他却陷于±疑与困惑之中，因
�他当�手无分文。其他的人固然有H，但他�宁愿留作己用。所以他N于灰心ǝ志了，决意出去
找一�草田去割草。 {CET 128.3}

在他离开家的�候，就有一个重担落在我身上，于是我ś倒了。�人�我祷告之后，我蒙主Ǩ
福，�到了异象。我看到一年之前，主曾Ǩ福�我的丈夫，并Ǩ他能力在田里作工；而且他已�将
他所š来的H加以适当的G用；因此他在今生必得百倍，并且如果忠心的�，将来必在上帝的国里
得到丰盛的ĲǨ；但在主不会Ǩ他能力在田里操ĝ，因�主另有工作叫他去作，所以如果他冒¼
下田里去， 就必因疾病而倒下；他在必æ写作，写作，并凭信心向前迈&。于是他立即写作，每
次在他遇到一段 懂的�文�，我�就一同祈祷上帝，求他帮助我�明白他�中的旨意。 {CET 128.4}

“�代真理”小册

七月的某一天，我的丈夫从密德ÿ取来了他所�刊的一千份小Z。在排印的�候，他曾数度徒步
走到密德ÿ，来回十六英里；但�一天，他借了登弟兄的z�把Z取了回来。 {CET 129.1}

他把那一堆宝Ô的Đ:拿到房子里来，放在地板上，随后我�一小群关心�工作的人，聚在一起
¥着那一堆Z刊跪下来，ǽ心Ȫ求主Ǩ福与�一堆印好了的真理小册。 {CET 129.2}

当我�把Z刊折叠好了，我的丈夫就把它都包好并写上他所U�愿意Ɓ�之人的姓名地址， 然后
他就把它都放到一个大布袋里，徒步送到密德ÿ的Ď局去。 {CET 129.3}

七、八、九月�，我�一共出版了四期Z刊，都是在密德ÿ印的。每一期共八面(每面§Ć六寸，
�九寸半)。每次在寄	之前，我�-要把Z刊在主面前Ǜ开，向上帝Ȫ切流泪祷告，求他的恩惠伴
随�些无声的差役。在第一期	刊之后不久，我�接到一些信，其中附有供�我��]出版的款
£，同�也*来了e多人接受真理的喜Ġ。 {CET 130.1}

在开始出版工作之后，我�并没有停止宣b真理的工作，却仍旅行各地，FŠ那�我�*来亮光
与喜�的要道，勉励信徒，Ī正�ɇ，并在教会中建立良好的秩序；�要X持出版的事<，而同�
仍得以在各地�]工作起�，我�所出版的Z刊曾数度迁移地址。 {CET 130.2}

B�R因州

一八四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我第二个孩子雅各•�德生出世。他才M六星期的�候，我�就到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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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去了。九月十四日我�参赴了巴黎村的聚会。§瑟，:伯ń，拉弗等弟兄都在"，也有托普Ź
来的弟兄姊妹。上帝的大能降č了，如同五旬Q的情形一�。有五、六个曾受狂,派的迷惑而接受
ɇ道的人仆倒在地。父母向儿女U罪， 儿女向父母并且彼此互相U罪。安德禄弟兄深深感�地
�：“我宁愿拿一千个ɇ�}取一个真理。”我�很少看����的U罪悔改和Ȫ求上帝ǳ恕的景象。
那一次的聚会乃是在巴黎村上帝儿女的新ã元，
于他�也仿佛是沙漠中的一片Û洲。那�主正在
引3安德禄弟兄，�要Ày他�将来的使用，所以��主要�他一种宝Ô的��，是
于他将来的
工作大有裨益的。 {CET 130.3}

凭着信心前�【110】

在托普ŹÄ行的一次聚会中，有几位来赴会的弟兄表示希望我�再去Ŕ(ǎ§州；但我的健康衰
退，精神不振。我告«他��，主若不加添我力量去作工，我就不敢作此Ŋ#。他�就�我祷告，
6果黑云消散了，但我�没有得着我所希望得到的力量。于是我决意凭着信心向前迈&，�信主的
9e：“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CET 131.1}

在我�前往ǎ§州的路上，我�的信心受到了考�，但我�N于得Õ了。我的体力增加了，我也
能在上帝里面�喜。自从我��一次Ŕ(�里以来，已�有e多的人接受了真理，但�有不少�他
�9作之工，所以我�需要全力投入那展开在我�前面的工作。 {CET 131.2}

在奥斯4F的工作

在十月和十二月�，我�因旅行而Ű�停止了Z刊的出版；但是我的丈夫仍然感�ì有写作和出
版的ò任。我�在奥斯Ïƌ租了一所房子，向弟兄�借了一些家具，就开始¶ĕ家庭了。在那里，
我的丈夫从事写作，出版，和F道。 {CET 131.3}

第二十三章�	弟兄

一八五Ｏ年春，当我�住在ǎ§州奥斯Ïƌ的�候，我�9邀去Ŕ(四十英里以外的堪登城。在
�身之前，我蒙指示得�那里的一小群信徒，其中我�到一个自命虔Ĉ的Ķ人，但�»上她却是一
个ƥ善者，欺Ģ了上帝的百姓。 {CET 132.1}

堪登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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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上午，有相当多的一群人聚集作礼拜，但那欺Ș的Ķ人却不在"。我(一位姊妹他�全体
同道是否都已到Į，她�是的已�到Į了。原来我在异象中所看到的Ķ人，她的家离聚会的地方有
四英里之遥，所以那位姊妹当�没有想到她。但�一会儿�她&来了，我立刻U出她就是主向我指
明其真相的那个Ķ人。 {CET 132.2}

在聚会中，她b了e多�，�她有完全的�，又享有心灵上的圣洁，并不会受任何考�或#探，
却享有完全的平安并且°服上帝的旨意。 {CET 132.3}

我从会"回到普雷斯登弟兄的家里，心中非常悲B。当夜我梦�一个秘密的ɢ藏室，其中装M了
垃圾，敞露在我面前；有�吩咐我�，我的工作就是要把垃圾清除。我就靠一ȏ灯的光把垃圾ƙ除
了，便告«那些和我一起的人，�个房�可以ɢ藏更有价�的.西。 {CET 132.4}

安息一上午，我�又和弟兄�聚会，我丈夫就站起来b十个童女的比Ȟ。他b道�感�很不自
由，便建É我�作祷告。于是我�都跪在主面前，作ĈȪ的祈祷。于是那ǯ罩我�的黑云消散了，
我就�了异象，再度看到有关那个Ķ人的案子。我看�她正E于完全黑暗之中。 耶Ⱦ向她和她的丈
夫ɜ眉蹙Ŭ。他的怒容令我ȗ抖不已。我看到那个Ķ人的假冒�善，竟敢在自己心里充M着Ñ德�
犹自夸圣洁。 {CET 132.5}

我从异象中醒�来，就PP兢兢地，然而也却是��在在地b�我所看�的事。那Ķ人泰然自若
地�：“我很高兴，因�主知道我的内心。他知道我�他。如果我的内心能够敞开�你�看的�，你
�就必看出它是Å洁的。” {CET 133.1}

当�有些人的心思Ǥ不安定。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9C相信主所指示我的事呢，�是�表面的
象否定我所作的��。 {CET 133.2}

此后不久，恐惧的心理ɑ住了那个Ķ人。她感�非常恐怖，就开始U罪了。她甚至向她四¥不信
主的ǆ舍挨家U罪，供U�那个她与之多年同居的男人并不是她的丈夫，她曾逃离英国，撇下一个
很和善的丈夫和一个小孩子。她又承U了e多其他邪�的行�。她的悔改似乎是真�的，在某几件
事上，她也Ǧ�了她用不正当手段所窃取的Ý物。 {CET 133.3}

由于�段��，堪登的弟兄妹妹，和他�的ǆ居，都确信我所b的�乃是上帝所ķ示�我的，而
且�一道信息是出于上帝的怜ȸ和慈�，�要救他�脱离欺Ģ和可怕的ɇ道。 {CET 133.4}

在佛蒙特州

一八五Ｏ年春季，我�决意Ŕ(佛蒙特和ȱ因两州。 我把我九个月的小�德生交托邦斐姊妹保
养，我�©出去Ē行上帝的旨意。我�辛勤地ĝ碌，遭受e多的困 ，而6果只有少e的成ơ。我
�	弟兄姊妹�都E于散漫和混乱的状o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受了某种异端的影响，而且人人似
乎都很,心�持自己的主:。我�常在聚会�受到精神上极度的痛苦，因�只有很少的人愿意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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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的真理，却很,切地接受异端和狂,的ɠ惑。我�后来必æ坐z�旅行四十英里，到İ登城去
9邀b道。 {CET 133.5}

5�沮L

我�到i聚会的地方�一夜，有沮ǝ的情ģ³着我。我想Õ�它，但那�似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思
想。我的两个孩子常浮在我的心�。一个已�两[零八个月了，留在ȱ因州，另一个九个月的ƺ
孩，放在ǎ§州。我�方才在ƴ苦中作了一次�途跋涉，我就羡慕那些在安�的家庭中与儿女共E
的人�。我回á自己的一生，想起一位姊妹前几天所b的�，�我能一无挂Ļ地到E游�，必是很
愉快的。�是她所最羡慕的生活。正在那�，我的内心却渴念自己的孩子，特别是我那留在ǎ§州
的ƺ儿；那�我才从卧房里出来，我曾在那里与自己的情ģ争斗，流泪祈求主Ǩ我力量抑制我埋怨
的心理，使我可以高兴地�耶Ⱦ的�故克己Ǻ牲。在�种情形之下我睡着了，梦�一位身材高大的
天使站在我身=，(我�什么ĩB。 我把那Ƽň我的思想告«他，并�：“我所能成就的善工太少
了，�什么我�不能和自己的小孩子在一起享受天ń之�呢？”天使�：“你已�献�主两朵美g的È
花，花的芬芳在他面前犹如馨香之气，在他看来>比金ë更�宝Ô，因�它是甘心奉献的。它比任
何其他的Ǻ牲更足以#�人的心情。你不可只看外表， 却要1心尽到本分，1求荣耀上帝，遵循他
�你所打开的路，��你的前途就必愈¤光明。每一次的克己，每一次的Ǻ牲，都是准确地5�下
来的，也必得到ĲǨ。” {CET 134.1}

在加拿大的工作

主很Ǩ福�我�在İ登所开的会，会后我便到加拿大.部去了。当�我的喉Ȑ有病，使我不能大
声b�，就是低声��也感到痛苦。所以我�一路旅行，一路祈祷，求主Ǩ我�力量，�我��得
起奔波之苦。 {CET 136.1}

我�就��作，直到我�到i墨尔本。在那里我�本想会遇到反
。e多自称相信救主复č已近
的人抗拒了上帝的律法。我�感�需要那从上帝而来的能力。我�求主将自己¤�我�。我ĈȪ
祈求主�我喉部的疾病消除，并恢复我的声音。我当�得到凭据，主的手摸了我一下；喉Ȑ的病立
�消退了，我的嗓子也嘹亮了。在聚会期�，主的灯光常照耀着我�，我�就大享自由。那里的上
帝的儿女都大得�固和勉励。 {CET 136.2}

在+翰G的聚会

�了不久，我�回到佛蒙特，在§翰Ə开了一次很特殊的会。我�途中曾在白特勒弟兄家里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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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我�	他和佛蒙特北部的其他弟兄，曾因ɇ道和狂,派的主:而大�困ě，多受折磨； 那
班人自夸完全成圣，并披着非常圣洁的外衣，而�»上却�着一种羞辱基督圣名的生活。 {CET 136.3}

狂,派两个3 人在生活和人格方面，很象我�四年前在新罕布夏州克雷蒙所遇到的那班人。他
�倡 完全成圣的ɇV，�自己不可能犯罪，并且已�准y好被接升天。他�施行催眠¬，并�自
己在受催眠状o中可�得神的ķ 。 {CET 138.1}

他�不从事正当的ĝ�，却常*着两个不是他�妻子的女人游行各地，到E勉强人招待他�。由
于他�的阴¼和催眠¬的影响，他�已�在弟兄的一些成年的子女中博得相当的同情。 {CET 138.2}

白特勒弟兄是一个ô正端方的人。他
狂,派荒ɇ理V的影响已�ū底警�了，并且`极地反

他�的妄V和狂傲的抱ì。他更向我�声明，他
任何异象都是�
不相信的。 {CET 138.3}

白特勒弟兄Ǥ�冷淡地同意了参加在§翰Ə的勒夫ɋ弟兄家里召开的聚会。那3 狂,派并ô重
地迷惑并³迫上帝儿女的两个人也来赴会了，�*来那两个女人；她�穿着白色�麻衣，她�黑色
的�	©散披在肩�上。那�麻衣是代表圣徒所行的·。 {CET 138.4}

我当�有一道òy的信息要F�他�，当我b�的�候，那两个人中3�的一个就象其他施用催
眠¬的人�去所作的一�，瞪眼注A着我。但我毫不惧怕他那催眠¬的^力。 有天上的能力Ǩ�
我，使我能Õ�他�的魔力。那些曾�被捆Ɲ的上帝的儿女，��已�能自由地喘气，并在主里面
��了。 {CET 138.5}

在聚会的�程中，�些狂,之徒一直想站起来	言，但他�-找不到机会。有人明明告«他�，
他�的出席是不受�迎的，但他�仍留在那里。于是ĉ德•撒母耳弟兄抓住一个女人所坐的椅背，W
人*椅一同拖到房子外面的草地上去。他又回到会"里来，以同�方式把第二个女人也拖出去了。
那两个男人出去了一会儿，后来又想&来。 {CET 139.1}

在散会祈祷的�候，二人当中的第二位来到門前，想要b�。有人把門关了。他把門推开，再开
口b�。于是上帝的能力降在我丈夫身上。他面色ƈ白，站了起来，Ä手向那人大声�：“主不要你
在�里作��；不要你在�里Ƽň并迫害他的百姓。” {CET 139.2}

上帝的能力充M了屋子。那人非常恐怖，向后倒退到另一个房�去。他步履ɐ跚地一直后退，撞
在Ś上，后又站了起来，逃出門外。主的č格
于狂,的罪徒是极其痛苦的，却使会中的群Ø得到
非常ôǭ的感�。在那几个黑暗之子离去之后，一种从主那里来的恬静的平安落在我�那一群人身
上。此后，那几个自命完全圣洁的虚ƥ狡猾的Ģ子，再不能在我�弟兄身上恢复他�的权^了。
{CET 139.3}

�次聚会的��，使我�~得了白特勒弟兄的信任和友Ƨ。 {CET 139.4}

第二十四章再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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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德生夫Ķ从奥斯Ïƌ到了先德埠，住在哈瑞斯弟兄家里，在那里出版了一个月刊，叫作
复č�V”。 {CET 140.1}

“'�与通@”

一八五0年十一月，�个期刊改在ȱ因州巴黎斯出版。它的篇幅增多了，并改用在的名称：“复
č�V与安息日通Ġ”。那�我�在安弟兄家里包_。我�要尽量减低自己的生活L用，�要X持�
个期刊。那�帮助复čG�的人不多，况且他�在属世的Ý富上是Ƹœ的，所以我��必æ与Ƹœ
和极其灰心的情ģƱ扎。我�操心L力，并且�常在校Ɓ稿�的工作上一直作到半夜，甚至到早上
两三点s。 {CET 140.2}

�分的ĝ作，操心，和焦Ļ，再加上缺少合适而有¸养的食物，以及在�途旅行�受了凉，使我
丈夫再无法支持，他便在�重大³力之下病倒了。他身体非常虚弱，甚至几乎不能从家里走到印刷
所去。我�的信心受到极度的考�。我�曾�甘心忍受Ƹœ，辛ĝ，和痛苦，但我�的�机�是被
人ć解，并以不信任和嫉妒的o度来
待我�。在我�受苦去帮助的e多人中，只有很少几个人似
乎Ĳ�到我��他�所作的努力。 {CET 140.3}

我�所受到的Ƽň使我�没有睡眠或休息的机会。我�所9C用�睡眠以恢复精力的��，往往
消耗在答覆e多人因嫉妒而写来的信件上。当别人睡�的�候，我�却在用���痛哭流泪，在主
面前悲哀。最后，我的丈夫�： “妻子啊，我�再Ʊ扎也没有用了。�些事把我³倒了，很快就要把
我置于死地。我不能再前&一步了。我已�写了一个通告准y登在Z上，声明我不再出版了。”当他
走出房門，将停刊通告送到印刷所�，我就ś倒了。他回来�我祷告，他的祈祷蒙了9允，我就醒
了�来。 {CET 140.4}

次日早晨，在作家庭礼拜�，我�了异象，得到有关�事的指示。我看明我的丈夫不可以放弃�
个刊物，因�撒但正在迫使他走�一步，并在利用他的爪牙来i成�个目的。我蒙指示，我�必æ
�]出版，而且主必支持我�。 {CET 141.1}

我�很快就得到了迫切的邀%，要我�在不同的地方Ä行会É，于是便决定参加麻沙却塞州的波
斯ÿ；康乃狄格州的石邱；和ǎ§州的堪登与西米尔ÿ的聚会。�些都是�我�增加e多工作的聚
会，但
于散居各地的弟兄�却大有助益。 {CET 141.2}

迁至撒拉托加泉【120】

我�在巴斯ÿ司巴停了几个星期，直到我�决定在撒拉托加泉出版。我�在那里租了一�房子，
写信%登夫Ķ和邦斐姊妹来住；那�邦斐姊妹�在ȱ因州照9我的小�德生；我�借了一些家
具，就开始主持家�了。在�里，我丈夫出版了第二期“复č�V与安息日通Ġ”。 {CET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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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在耶Ⱦ里睡了的施密斯姊妹，那�也来同我�住在一起并Ń助圣工。我�也真需要她的
帮助。我的丈夫在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日写�郝ú德弟兄的信中， 表i了他当�所有的感想�：“除
了我以外，我�大家的健康�往常�好。我�不起旅行的辛苦和出版事<的操ĝ。安息四晚�，我
�折叠并包装第十二期“�V与通Ġ”，一直工作到早晨两点s，然后我才就寝，一直咳嗽到天明。%
你�我祷告。圣工非常兴旺。也e主不再需要我了，并要�我在坟墓里休息。我希望能ē脱�个Z
刊。我已�在极度的ƴ 中把它X持下来；在它既然已�有了很多朋友，我放下它也是放心的，
只要有人肯把它接�来。我希望我能看清楚自己所9取的途径。愿主指引我。” {CET 141.4}

在K+州=E斯特城

一八五二年四月�，我�在极度灰心的状况中迁至ǎ§州的ĉū斯特。我�每一步路都必æ凭着
信心前&。我�仍因Ƹœ而束手，不得不ô格地Q§并克己。在我要从我在一八五二年四月十六
日致郝ú德夫Ķ的信中摘�一段如下： {CET 143.1}

“我�今正在ĉū斯特地方安家。我�已�租到了一所旧房子，全年租金是一百七十五元。我�
已�把印刷机搬到房子里来了。如果我�没有�所房子的�，我�就必æ�t公室而每年多付五十
元的租金。你�若能来看我�并�到我�的家具，你�一定会失笑的。我�+了两:旧床，每:º
�二角五分。我丈夫拿来了六:�子各异的旧椅子，是他用一�H+来的；后来他又拿来了四:旧
椅，是没有椅ǈ的，+价是六角二分。椅架�相当�固， 我已�用斜Ŏ布把椅ǈ修好。奶油太Ô，
我�不敢+，也+不起洋芋。我�用Ŗ油代替奶油，用ĉ葡代替洋芋。我��几天吃_，是用一�
遮壁炉的木板放在两个装面粉的空桶上当_桌。我�愿意忍受œ困，只要上帝的圣工能有&展。我
�相信我�来到此地是由于主的引3。�里有广大的工作园地，但工人太少。上安息日我�聚会的
情形良好。有主与我�同在，鼓舞了我�。” {CET 143.2}

向前挺�

在ĉū斯特，我�在e多困ě和挫折之下ƴ辛度日。有一次�里霍乱流行，在最ô重的�候，我
�整夜都能听�装'死人的�子��，走向坟地希望山去。�次瘟疫并非ºº殃及下J的人，也侵
入了社会各ƣÆ中，W医¬最高明的医生也病倒了，6果也被送到希望山。在我�走�ĉū斯特城
的街道�，几乎每一个街口都可以看到e多粗松木板制成的棺材，准y装'死人。 {CET 145.1}

我�的小�德生也得了霍乱，我�就将他*到“大医D”面前。我把他抱在±里，奉耶Ⱦ的名斥退
那疾病，他立��得ũ和了，而且当另一位姊妹开始祷告祈求主医治他的�候，�三[的小孩子竟
¦奇地仰起�来，�：“他�不必再�我祷告了，因�主已�医治了我。”那�他�很虚弱，但病^没
有再	展下去了。然而他并没有恢复体力。我�的信心�是受到考�。他三天之久没有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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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 145.2}

写作与旅行

那�我�已�有§会要外出两个月，从ǎ§州的ĉū斯特一直到ȱ因州的邦革尔； 在�次旅行
中，我�打算用我�的蓬�和佛蒙特州的弟兄�所ƨ�我�的一匹zl利。但我�不敢在小孩子�
么危¼的�候出	，最后决定，只要他的情形不再�化，我�仍要�身。我�必æ在两天之内起
程，以便i到第一个§定地点。我�把�事求(主，决定如果孩子能吃一点.西，我�就要出	。
�一天并没有好8。他一点.西也不吃。第二天中午他要喝一点đ，6果得到了滋ŗ。 {CET 145.3}

当天下午我�ķ程了。§在四点s我用枕�抱着孩子，行了二十英里路。那天夜里，他似乎有些
神��:。他不能入睡，所以我几乎通夜把他抱在±里。 {CET 146.1}

次日早晨我�商É或是回到ĉū斯特，或是仍向前行。那招待我�的人家�：如果我�仍向前
行，�孩子一定会死在中途；而且从表面上看来，�是很可能的。但我不敢回到ĉū斯特去。我�
相信孩子的病是出于撒但的作�，要Ȇ阻我�的旅行；所以我�不敢向他屈服。我
丈夫�：“如果
我�回去，我想孩子一定会死的。如果我�前&，他也不�是一死。�我�信Ƃ主，�]我�的行
程吧。” {CET 146.2}

我��有一百英里的路程，要在两日之内完成，但我�相信主一定要在��急关��我�行事。
那�我已�疲Ǚ不堪，深恐自己抱着孩子的�候会瞌睡，以致�孩子跌落下去；所以我把他放在膝
上，又把他Ɲ在腰上，��，我�二人那天一路上大半是在睡�。 孩子在行程中ĨĨ恢复了精神，
等到我�*他回家的�候，已是相当健壮了。 {CET 146.3}

主在我�去佛蒙特州的路上大大Ǩ福我�。我的丈夫操心ĝ力。在各地聚会中，多半是他主b，
他又�R，并努力推âZ刊。每在一个会É6束之后，我�就立即赶赴下一个会É。在中午，我�
停在路旁一面喂z，一面吃_。_后，我的丈夫就把他的稿Đ放在我�的_盒子上或是他的帽子
上，�《�V》或《青年 Z》写稿。 {CET 147.1}

一八五三年夏季，我�初次Ŕ(密西根州。及至我�回到ǎ§州ĉū斯特之后不久，我的丈夫便
开始写“�兆”一R。那�他�很虚弱，�常失眠，但有主扶持着他。每当他的思想紊乱，感到痛苦
�，我�便跪在上帝面前，在苦 中向他呼吁。他垂听了我�Ȫ切的祈祷，并�常Ǩ恩�我的丈
夫。使他能重新振起精神，�]工作。我�每日数次��到主面前ĈȪ祈祷。那一本R决不是凭他
自已的能力写出来的。 {CET 147.2}

B�密西根和威斯康辛州

一八五四年春季，我�又Ŕ(了密西根州。那�我�虽然必æ行�e多Ā木ŷ成的道路和泥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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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但我的精力�能勉强支持。我�感�主要我�去Ŕ(威斯康辛州，我�便在杰克生+好火�
票，准y夜晚�身。 {CET 147.3}

当我�Ày上��，我�感�到非常ô重，建É一起祷告；当我�三人把自己交�上帝�，我�
情不自禁地流泪痛哭了。 我�一路走到�站，心中感�极�沉重。既登上了火�，便走到了前面一
Q�去，因�那一Q�的座位有高的靠背，我�希望夜里可以靠着睡�。但�ǿ已�坐M，我�便
退到后一Q�ǿ里，在那里找到了座位。我没有像�去夜�旅行一�，脱下帽子，却把我的ɢ物袋
��拿在手里，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我�两人都½起自己特殊的感�。 {CET 147.4}

火�离杰克生站不出三英里，便突然跳�起来，前后猛撞，最后竟停了下来。我把窗門打开，看
�一Q�几乎是垂直地Ȣ了起来。我听到痛苦的喊叫声，到E都是混乱的象。机�已�越出ǘ
道，但我�所乘的��在ǘ道上，距离前面的�ǿ§有一百英尺。�ȡ并没有坏，但我�的�已�
同前面的�脱了Q，好像是有天使把它�分开来一�。行李�也没有受重大的ľŴ，所以我�的R
也安全无恙。二等�已�被ż坏了，其破坏的碎木和乘客都散布在Ú道两旁。我�先前所想找位子
的那个�ǿ也受到ô重的破坏，其一端竟高高的支在空中，有四人死亡或受了致命B，另外有e多
人受了重B。我�不能不感�上帝派了一位天使来保全了我�的性命。 {CET 148.1}

我�回到杰克生城附近施密斯弟兄的家里，第二天再乘�到威斯康辛州。我�Ŕ(那一州的#�
Ǥ蒙上帝Ǩ福。主加添我的力量，使我能Õ任�次ƴ苦的旅程。 {CET 148.2}

回到=E斯特

我�从威斯康辛Ă来�疲Ǚ不堪，渴望休息，但因看到安娜姊妹患病而不能安心。她患了ô重的
疾病，以致体力衰弱。种种考�在我�的四¥增多了。我�操心的事又甚繁重。ZĚ的同工都在我
家里吃_，所以我�的大家庭竟有十五至二十人之多。数次的大会和安息日的聚会也在我�家里Ä
行。我�不能享受一次安静的安息日，因�有一些姊妹常*着孩子停留一整天。一般�来，我�的
弟兄姊妹都没有体会到�些事所加�我�的麻v，和精神与�Ĕ上多余的ì担。当ZĚ的同工一个
又一个病倒而需要人伺候�，我就恐怕我�在�一切焦Ļ和操ĝ之下无法支持了。我常想：我再不
能忍下去了；但考�只有增加，我也很希奇我�却没有被³倒。我�学得了一个教Î：就是我�所
能�受的痛苦和磨ş，>比我�所想像的�多。但有主�常儆醒着的眼睛垂á我�，不�我�被消
磨´尽。 {CET 149.1}

一八五四年八月廿九日，我�第三个儿子Ï理出世了，又�我�的家庭添了一个ì担。但他多少
也帮助我少因四¥的患 而操心。大§在�个�候，我�接到了�一期ƥ称“真理使者”的Z刊。(ņ
者按：出版�个期刊的人曾被±D母率直的��所触怒，并在道理和教会行政方面与“�V与通Ġ”的
主要作者
立，故用�个方式反
并Ŵɛ他�，夸耀�自己的工作将要超�并替代“�V与通Ġ”的工
作。但�了两年，�一派人自相Ž争起来了，他�的期刊也因缺少�Ĕ而停刊了。)那些利用�个Z
刊来ɞɛ我�的人，曾�因他�的�ć和ɇ�而受到òy。 他�不肯3受òy，所以起先用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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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后来便公开地反
我�了。 {CET 149.2}

主早已向我指明�一派人的人格和6局；他极不喜悦那些出版�Z刊的人，所以与他��Ō；虽
然他�似乎得^一�，并迷惑一些心地Ĉ�的人，但真理N必得Õ，而且每一个Ĉ�的人必要Ʊ脱
�个迷惑他�的魔力，不再受�些�人的影响；上帝既然与他��Ō，他�就必失Ñ。 {CET 150.1}

第二十五章迁到密西根

一八五五年，密西根的同道想出了t法，使出版工作可以迁到密西根州的巴特溪勒去。那�我的
丈夫ìǣ二千多元；除了手中一点存R之外，他只有一些9收的Ɖ目，其中有一些�是不容易收回
来的。圣工似乎停ÿ下来了。外面寄来¨+RZ的Ū?寥寥无几，数Ŭ又小。我丈夫的身体病弱不
堪，他受着咳嗽和肺部疼痛的困ň，神�也非常衰弱，我�恐怕他将要ì着重ǣ而去世了。 {CET

151.1}

安慰的��

那�真是悲惨的日子。我看着三个我所担心或e将要!成孤儿的孩子，便有以下的思想Ů上心
�：我的丈夫将要在代真理的事<上因操ĝ�度而逝世，但$能体念到他所忍受的一切呢？$Ɔ
得他多年所肩ì的重担，以及那³B他心灵，破坏他健康，使他折于盛年，以致令家属Ȍ于无依无
靠的极度操ĝ呢？我�常自(： 道上帝不理会�些事么？ 道他一点也不注意到么？6果我得了
安慰，因�确知有一位凭公·ƶ判的主；每一次的Ǻ牲，每一次的克己，以及�他所忍受的每一痛
苦，都必据�地5�在天，而N必得到ĲǨ。主的大日将要暴露并宣布e多目前�没有¤明的事。
{CET 151.2}

我蒙指示，得悉上帝定意使我的丈夫ĨĨ复原；故此我�必æG用�强的信心， 因�在每一次的
努力中，我�将要被撒但狠狠地攻c；所以我�不可看表面的象，却要有信心。我�一天三次独
自到上帝面前，�他的恢复健康而Ȫ切祷告。主开恩垂听了我�Ȫ切的呼求，我丈夫开始好8了。
从我所写�郝ú德姊妹的信中所抄�的下列几段�，最能充分表i了我当�的心情： {CET 151.3}

“我感I上帝，在我能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4自照料他�了。(ņ者按：一八五三年，±雅各
夫Ķ从美国.部旅行布道回到ĉū斯特�，他�*了大儿子亨利回来。他曾受郝ú德夫Ķ教养i五
年之久。)几个星期以来，我常如ȍ似渴地羡慕救恩，我�几乎是不�断地得享与上帝交往。在我�
能来到泉源之前Ţ÷的�候，我��什么不来呢？在Ǉ房装M食物的�候，我��什么要Ð死呢？
�是丰富而白白Ǩ予的。我的心哪，�要充分享受，每日Ţ÷天国的喜�！我决不ɟ默。ł美上帝
的声音充M我的心和我的口。我�尽可因救主丰M的慈�而��。我�尽可充分3受他超卓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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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我的心灵要��事作��。我的幽暗已�被宝Ô的明光ǲ散了，我永>不会忘5�事。主啊，
求你帮助我将�一切栩栩如生地存5在心。我心灵中一切的精力啊，要兴起！兴起，并因你救ȯ主
奇妙的慈�而敬慕他！ {CET 153.1}

“我�的Ō人或e要夸Õ。他�或e要�苦毒的�，他�或e要口吐ɞɛ，ȚȘ，和虚Ơ；但我�
决不�Ë。我�知道我�所信的是$。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ĝ。 6Ɖ的日子将要来到，那�人
人都要“按着本身所行的……受Z。”世界固然黑暗；反
可能愈演愈烈。忽略和藐A救恩的人可能在
他�的罪中胆大妄�。然而��一切，我�决不�Ë，却要依靠全能者的膀臂而重新得力。” {CET

153.2}

从苦境�回

自从我�迁到巴特溪以来，主就开始使我�从苦境8回。我�在密西根遇到一些同情我�的朋
友，他�都�意分ì我�的重担并供�我�的需要。ǎ§州中部和新英格ú，特别是佛蒙特的一些
老朋友，很同情我�的苦 ，并准y在患 中随�帮助我�。在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巴特溪的会É
中，上帝�我�行了奇事。有新的生命注入了圣工，我�的F道人的工作也有了很好的成效。 {CET

155.1}

我�所出版的R刊有了â路，6果�明正是圣工所亟需的。那ƥ称�“真理使者”的期刊不久就消
沉了，而那些藉着�刊物&行宣F的Ǒ乱分子也分散了。我的丈夫N于Ǧ清了他的ǣ�。他的咳嗽
停止了，肺部和喉部也不再疼痛了，他ĨĨ恢复了健康，以致在安息日和安息一都能很容易地b道
三次。�个复原的奇迹乃是出于上帝，所以一切荣耀都当Ă�他。 {CET 155.2}

第二十六章两条路

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密西根州巴特溪的会É中，我在异象中蒙指示得悉一些有关教会一般
情况的事。上帝的荣耀和威ô从我面前��。天使�：“他在威ô中极其可畏，而你�竟不体会；他
的忿怒非常可怖，而你�竟天天冒犯他。�要努力&窄門，因�引到ƃ亡，那門是Ć的，路是大
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两条路是各别的，不同
的，引向极端相反的方向的。一条引向永生，一条引向永死。我看出�两条路的区别，也看出行在
其上的两等人的区别。�两条路是相反的；一条是Ć大平坦的，一条是狭窄崎ə的。照�，行在�
两条路上的人在品格，生活，服装，和言h上也是相反的。 {CET 155.3}

那些奔走窄路的人，常½V他�在路的N点所要得着的喜�与幸福。他�的�上常是悲愁的，但
也�常Ȧ	圣洁的喜�。他�所穿的衣服不像那些行在Ć路的人，言h行�也与他�不同。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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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已��予他�。那位“常�ĩ患”的“人”已��他�开辟了那条路，并曾4自行在其上。凡跟从他
的人看�他的脚踪，便能得到安慰与快�。他曾安全地行�：只要他�跟从他的脚踪，他�也必如
此。 {CET 155.4}

在Ć路上，人人都1心注意自己，自己的衣服，和沿途的Ŧ�。他�随意尽情��，而不考Ļ到
自己行径的N局， 和那在路的尽�等待着他�的必然ƃ亡。他�每天向着ƃ亡越走越近，但他�依
然Ö狂地加速奔走。唉，�种景象在我看来C是多么可怕啊！ {CET 155.5}

我看到e多奔走Ć路的人身上写着以下的字�：“
世界是死了的。万物的6局近了。你�也要À
y。”他�看起来和周¥虚妄的人都是一�的，不�我注意到他��上略有悲愁的表情。他�的�h
和周¥那些放ŵ，T浮的人一�； 但他�偶而�要自M地指着自己衣服上的字，并Ƕ别人也把�些
字写在衣服上。他�行走的是Ć路，但他�却�自已是属于那些行走窄路的人。于是他�便
周¥
的人�：“你我之�没有什么区别。我�是一�的；我�的衣着，言h，和行�都是一�的。” {CET

157.1}

于是我蒙指示，回á一八四三与一八四四年�。那�确有献身的精神，且是今日所没有的。那些
自称�上帝特;子民的人，何竟改!了呢？我看到他�如何效法世俗，不愿�真理受苦。我看到他
�如何缺乏°服上帝旨意的心。我蒙指示，看到离开埃及之后的以色列民。上帝曾凭怜ȸ把他�从
埃及人中呼召出来，使他�可以毫无阻障或拘束地敬拜他。他沿途�他�施行神迹奇事，把他�*
到危 之中，藉以#�并��他�。在上帝如此奇妙地
待他�，多次拯救他�之后，他�却在他
#�他�的�候向他	怨言。他��：“巴不得我�早死在埃及地耶和d的手下。”他�Ɵ�埃及地的
韭菜和葱蒜。 {CET 158.1}

我看到e多自称相信末日真理的人U�以色列民在ȥ野旅行�	怨言，又在上帝如此恩待他�之
后竟忘恩ì·，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天使�：“你�所作的比他�更�劣。”我看到上帝所Ǩ�他仆人
的真理是如此的清楚，如此的明白而无法抗拒的。他�无V8向何方，必定Õ利。他�的Ō人无法
à避�千真万确的真理。亮光已�清楚地照耀出来，以致上帝的仆人能随�随地站起来，��清楚
而有系�的真理�致Õ利。 但�Ż大的恩惠并没有受到重A，甚至�没有被体会到。每遇考�来
到，有些人就要向后看，并以�自己是遭遇了困 。有一些自命�上帝仆人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
叫作火ş的#�。他�有��要�自己制造困 ，幻想考�，并且T易灰心，T易B感，自尊心太
敏感，以致他��常ľ害自己，ľ害别人，并ľ害圣工。撒但要夸大他�的考�，并灌ė一些思想
在他�q海中；如果他�依从�些思想，就必破坏他�的影响和效能。 {CET 158.2}

有的人受了引Ɨ，想放弃圣工，去从事体力ĝ�。我看到如果上帝从他�身上收回保�的手，将
他�弃于疾病与死亡之中，那�他�才体会到什么叫作真的患 了。埋怨上帝是极其可怕的事。他
�没有想到自己所走的路是崎ə 行，克己，并要将自己Ɠ十字架的路，他�也切不要期望凡事都
能很°利，如同行在Ć路上一�。 {CET 159.1}

我�到有一些上帝的仆人，W作牧D的也在内，太容易灰心，太容易被人触犯了，甚至在没有人
得罪或ľ害他�的�候，他�就U�自己是被人得罪ľ害了。他�U�自己命苦。��的人真没有



1/7/14, 6:51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62 of 9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5&start_paragraph=1003589959&finish_paragraph=1003591160&references=1

想到，如果上帝扶持的手从他�身上收回，使他�真č到心灵的苦 ，那C是怎�的滋味。那�他
�就必	自己的命比先前要苦十倍，因�他�先前参加上帝圣工�虽然遭遇考�和œ困，但-能
得蒙主的嘉ť。 {CET 159.2}

有一些参加上帝圣工的人在自己境遇°利的�候�不自�呢。 他�从来就没有吃�多少苦，也不
明白缺衣乏食或辛苦的ĝ碌和心灵上的重ì，所以在他�境遇°利，上帝的恩惠丰富地Ǩ�他�，
而他�在精神上没有痛苦�，他�却不在意，反以�自己的考�非常沉重。我看到��的人如果不
表Ǻ牲的精神，又不肯欣然从事圣工而不á惜自己，那么上帝就必í弃他�。他必不承U他��
他自我Ǻ牲的仆人，却要兴起一班�意操ĝ，而不Ɵó，却要ĈȪ地作工，也必知道自己的境遇什
么�候是°利的人。上帝的仆人必æ常�救人而操心，并在廊子和祭Ƣ中�哭泣�：“耶和d啊！求
你á惜你的百姓。” {CET 159.3}

有一些作上帝仆人的已�奉献一生�圣工尽心竭力，直到他�的身体衰残；他�因心智的ĝ�，
不断地操心，辛苦和Ƹœ而折磨殆尽了。其他的人却没有担ì�，也不肯担ì�种ò任。然而��
的人倒以�自己的境遇最困 ，因�他��没有���困 。他�从来没有受�苦 的洗礼，而且
只要他�一直表如此懦弱而缺少志气，并Ɵ0安逸的�，他�就永>不会受到苦 的洗礼。 {CET

160.1}

从上帝指示我的事上，看出教牧人@当中需要&行一番鞭打的工作，使那些ó惰，因循，只á自
己的人，可以被鞭打出去，而留下一班Å洁，忠�，而能Ǻ牲自己，不考Ļ本身安逸，却要忠心ĝ
苦F道教 人的人，愿意�基督的�故，并�拯救他所替死的人而忍受一切痛苦。只要�些仆人能
感�自己若不F福音就有ǂ了，�就够了；可惜并不是人人都有�种感�。 {CET 160.2}

第二十七章两�冠冕

一八六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在密西根州巴特溪所�的异象中，看到了�个黑暗幽昧的世界。天
使�：“要仔�|看！”于是我看到地上的人群中有一些人被上帝的天使所�Ƴ，其他的©ǯ罩在完全
黑暗中，被�使者所包¥。我看到一只手从天上伸下来，拿着一个金圭。圭上有一Ã冠冕，ȔM了
ź石。每一×ź石都放出清晰美g的光彩。冠冕上写着以下一句�：“凡~得此冠者必享幸福，必受
永生。” {CET 161.1}

冠冕下面另有一个圭，其上也有一Ã冠冕，冠冕中�有宝石和金ë，并也微露一点光彩。冠冕上
的2辞是：“属世的Ý宝。Ý富就是力量。凡得此冠者必有尊荣和名望。”我看�一大群人n向前去争
Ƶ�£冠冕。他�吵ç喧Ǵ。有一些人,中得好像是Ö狂了。他�互相排ż，把那些��è弱的人
ż到后面，并且践踏那些因匆忙而跌倒的人。e多人很殷切地抓住冠冕里面的Ý宝，并��地持守
着。有些人已�Ɇ	ƈ白，并因苦心焦Ļ而致M�ǊŎ。他�一点不á惜自己的骨肉之4；却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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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求援助�，��握着自己的Ý富，惟恐一�疏忽而ľ失分毫，或者必æ分�4属。他�,切的
眼睛一直Ɠ着那个属世的冠冕，反覆数点其中的Ý宝。 {CET 161.2}

群Ø当中出了Ƹœ和情况悲惨的人，他�眼巴巴地望着那里的Ý宝，但因强壮的人既将è弱的
排ż在后，�些人就�望地离去了。但他��不甘愿放弃�个目�，便和一大群残Ĭ，病弱和衰老
的人，竭力向那属世的冠冕推&。有一些人正在追求要得到它的�候就死了。有e多人正在抓到它
的�候就倒下去了。遍地都是尸体，但群Ø依然Ö狂地向前猛扑，把那些跌倒和死亡的同伴践踏脚
下。凡是触及冠冕的人都能享受一分，并�周¥兴致勃勃的一群|Ø所高声łŠ。 {CET 162.1}

有一大群�使者在那里忙碌工作。撒但也在他�中�；他�看着那一群努力追求冠冕的人，就踌
躇M志。撒但似乎在那些追求的人身上操有非常的ɠ惑力。 {CET 162.2}

e多追求属世冠冕的人自称�基督徒。其中有一些似乎是得到一点亮光的。他�偶而Ä目瞻望那
属天的冠冕，表示羡慕，并�常被他的荣美所感�，但他�
于它的价�和荣耀并没有真的U�。
他�一面无精打彩地伸一只手去握住那属天的冠冕，而同�却很殷切地用另一只手去追求那属世的
冠冕，并且决心要得到它；于是在他�狂,地争取属世的冠冕�，就看不到那属天的了。他�被þ
留在黑暗之中，但依然想在暗中摸索，要得到那属世的冠冕。 {CET 162.3}

有一些人
那,中于追求属世冠冕的人群感到Þ倦了；他�似乎感到自己的危¼，便8离了它，
而U真地去追求那属天的冠冕。�一等人的�很快就从黑暗!�光明，从ĩ郁!�愉快和圣洁的喜
�了。 {CET 162.4}

后来我看到有一班人从群Ø中ż了出来，他�的眼睛一直望着那属天的冠冕。当他�殷切地从那
ð乱的人群中ż出来�，就有天使陪伴着他�，并�他�开路。当他�接近那属天的冠冕�，那冠
冕所	出的光芒就照耀在他�身上和他�的周¥，ǲ散了他�的幽暗，并越照越明，直到他�改!
了形体，像天使一�。他�一点也不羡慕那属世的冠冕。那些追求属世冠冕的人ɝɰ他�，并投ȭ
黑球在他�身上。当他�的眼睛一直望着那属天的冠冕�，�些黑球害不到他�，但凡是注意�些
黑球的却都被玷ƾ了。以下的一段�文出在我面前： {CET 163.1}

“不要�自己`ñÝ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ȣ坏，也有ǉ挖窟窿来偷，只要`ñÝ宝在天
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ȣ坏，也没有ǉ挖窟窿来偷；因�你的Ý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眼
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的光若黑
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个�那个，就是重�个T那个；你�
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ę門。” z太福音6:19-24 {CET 163.2}

后来
我所�的事得着如下的解Ĥ：那,切追求属世冠冕的人群，就是那些Ɵ�世俗Ý宝，并且
迷恋于属世的短Ű美景的人。我看明，有一些自称跟随基督的人，极愿得到属世的Ý富，甚至使他
�ǝ失了�天国的心，并效法世人的作)，所以上帝也就把他�算作是属于�个世界的了。他�自
称是õ求永生的冠冕—就是天上的Ý宝的；但他�的兴趣和主要的心机，乃是要�得属世的Ý富。
那些把Ý宝存放在世上并�慕金H的人，不能�耶Ⱦ。他�或e�要以�自己没有作�。然而，他
�以守Ý奴的手�握着自己的Ý富，却仍不能看出并�察，自己�HÝ�于真理的事<或属天的Ý



1/7/14, 6:51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64 of 9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5&start_paragraph=1003589959&finish_paragraph=1003591160&references=1

宝。 {CET 164.1}

“你里�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在�一等人的��中，他�有一度没有珍A所Ǩ与
的亮光，所以�光就!成黑暗了。天使�：“你�不能�慕并崇拜地上的Ý宝，而同��n有那真�
的Ý富。” {CET 164.2}

当那青年人来到耶Ⱦ面前向他�：“良善的夫子，我C作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耶Ⱦ便�他一
个;�的机会，或舍弃自己的Ý富而�得永生，或保守�些Ý富而ǝ失永生。6果他看自己的Ý
富，比天上的珍宝更可Ô。他必æ放弃自己的Ý富，把它分�œ人，以便作基督的門徒并承受永生
—�个条件使他心灰意冷，于是他就ĩĩ愁愁地走了。 {CET 164.3}

我蒙指示得知那些喧噪着要得到属世冠冕的人，乃是一般不�手段去�取Ý利的人。他�在�事
上成�Ö狂了。他�一切的心血和精力都集中于�取属世的Ý富。他�侵犯别人的权利，欺³œ
人，并剥削雇工的工x。如果他�能乘别人在Ý力或精明方面不如他�，而藉此可增加自己的Ý
富，他�就必毫不考Ļ地欺³他�，甚至眼看着他�Ȍ落到乞²的地步。 {CET 165.1}

那些Ɇæƈ白，M�ǊŎ，而依然,切地要抓到冠冕中之Ý富的人，乃是一般行将就木的老年
人。然而他��是殷切地要�得属世的Ý富。他�离坟墓越近，反而越急切地守住�一切。 {CET

165.2}

他�自己的4属都得不到Ĕ助。他��要`ñ一点HÝ，竟�自己家里的人�分ĝ碌。他�不肯
用�HÝ�人或�自己造福。他�只知道自己n有�些H便心M意足了。当指明他�有ò任解救œ
人的需要并X持上帝的圣工�，他�就M±ĩ愁。他�很�意接受永生的恩Ǩ，却不愿付出任何代
价。条件太 了。可是Í伯拉罕W自己独生的儿子都没有保留。他�了要°从上帝， 竟甘愿Ǻ牲�
个9e之子，�比e多人Ǻ牲属世的Ým更容易。 {CET 165.3}

我看到那些本9Ày承受荣耀，并每日�永生作准y的人，在竭尽全力保守属世的Ý富，就深�
痛心。我看明�一等人不能重A属天Ý富的价�。他�迷恋属世Ý物之心，使他�在行�上就表
出不能充分地珍重天上的基<，而�之作任何的Ǻ牲。 {CET 166.1}

那个“少年人”表示愿意遵守ȼ命，但我�的主却告«他�缺少一件。他固然渴慕永生，但他更Ɵ
�自己的Ý物。e多人是自己欺Ģ自己的。他�并没有õ找真理如同õ找埋藏的Ý宝一般。他�并
没有在最有益的事上G用他�的才能。他�的心意原可受天上亮光的ķ迪，而竟�常困惑不安。“世
上的思Ļ，HÝ的迷惑，把道ż住了，不能6�。”天使�：“��的人是无可推ɦ的。”我看到真光
ĨĨ在他�身上暗淡了。他�不愿明白那ôǭ而重要的代真理，并且以�不明白�些真理也就Ɗ
了。于是他�的光熄ƃ了，他�就在黑暗里摸索。 {CET 166.2}

那一群残Ĭ，病弱，而依然追求属世冠冕的人，乃是那些将兴趣和Ý物都集中在�个世界的人。
他�虽然左右碰壁，但仍不肯把感情集中在天国，并在天国�自己`ĿÝ宝，安置家庭。他�得不
着属世的Ý宝，而正在追求中却ǝ失了天上的Ý宝。那些1心追求属世Ý富的人虽然失望，精神痛
苦， 而N于可悲地死了，但别人依然要步他�的后Ÿ。他�Ö狂地向前追赶，不á他�所效法之人
的悲惨6局。 {CET 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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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得到属世冠冕并与之有分而受人łŠ的人，乃是i到他�一生唯一的目的—Ý富—的人。他
�得到了世人所�予富人的尊荣。他�在世界上具有^力。撒但和他的�使者Ǥ感M意。他�知道
�等人确属于他�的了，而且在他��着叛逆上帝的生活�，他�乃是撒但有力的工具。 {CET 167.1}

那些Þ弃那一群争Ƶ属世冠冕者的人，乃是那些注意到一切追求属世Ý富者的6局的人。他�看
出�一等人是永>不会知足的，而又是一直没有快�的；因此他�就警�起来，离开那班不快�的
人，去õ找那真�的永久的Ý富。 {CET 167.2}

我蒙指示，得知那些从人群中ż出来要得到属天冠冕，并有圣天使陪伴着的人，乃是上帝忠心的
子民。有天使引 他�前&，而且他�是受着,Ĉ的鼓舞，要ż到前面去得那属天的Ý宝。 {CET

167.3}

那些í在圣徒身上的黑球，乃是喜��Ơ的人用来ɡ蔑上帝子民的e多ɲ言。我�9Cǚ慎自
守，使自己的生活毫无瑕疵，并避免一切足以被人疑��事的行�；既作到�一点，我�的本分就
是勇往直前，不á�人虚Ơ的ɞɛ。当·人的眼注A着天上无价的Ý宝�，他�就必越来越像基
督，��他�就必!化，配得升天。 {CET 167.4}

第二十八章�代通灵�

一八五Ｏ年八月二十四日，我蒙指示得悉那“神秘的敲拍声”乃是出于撒但的魔力；(Ǘ者注：一八
四八年，在ǎ§州海德斯ŭ福克斯先生的家里每晚听�敲拍的声音，只是不�有人。6果福克斯的
两个女儿藉此与鬼魂交通，代通灵¬从此迅速	展到全世界了。)有一些象是直接从他来的，有
一些是通�他的爪牙工具�接来的，但�都是撒但造成的。�乃是他用不同的方法作成的工作；可
是教会中和世界上有e多人完全ǯ罩在幽暗之中，甚至他�以�并且宣F�是上帝的能力。天使
�：“百姓不当求(自己的上帝么？Ǿ可�活人求(死人呢？”活人怎能向死人求知�呢？死了的人毫
无所知。 道你�要在死人当中去õ找永活的上帝么？他�已�离开了永生的上帝，去与那些毫无
所知的死人交½。 �以µÍR8:19, 20 {CET 168.1}

我蒙指示在不久的将来，人�要以�V�敲敲拍拍的事�Ɏɘ的罪， 并且�种象将要愈益蔓延
开来，而撒但的能力也将要增强，同�他的一些忠�的徒Ø将有能力施行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
从天上降下来。我蒙指示，看明�些代的¬士将要利用敲敲拍拍和催眠¬解Ĥ我�主耶Ⱦ所行�
的一切神迹，而且e多人要相信，上帝的儿子在地上的�候所有一切大能的作�，都是靠着�同一
的能力行出来的。(ņ者按：±�ń得到�个指示的�候，代的通灵¬方才开始，而且à模很小；
那�作灵媒的人寥寥无几。从那�以来，通灵¬已�	展到全世界，信的人数以百万O。一般�
来，通灵¬的信从者是否定圣�，并ɝɰ基督教的。�或有人�此哀ư，甚至力加反
，无奈�数
甚少，无人理会。近来他�却改!了方ğ，甚且自命�“基督化的通灵者”。他�声称人�不可以忽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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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并断言他�所倡 的乃是真的基督教。代已�有e多基督教的著名教牧人@同情于通灵
¬；从此我�就不 看出�在一八五Ｏ年所	的À言将要完全9�。)我蒙指示， 回á摩西的�代，
并看到上帝在法老面前藉摩西所行的神迹奇事，其中大多数是当�埃及的¬士所能仿效的；并且在
圣徒最后蒙拯救的前夕，上帝必要�他的子民施行大能的奇事，并且��些代的¬士仿效上帝的
作�。 {CET 168.2}

那个�期快要来到，我�必æ��地握住耶和d大能的膀臂；因�魔鬼所行的一切神迹和大能的
奇事，乃是要迷惑上帝的百姓并且推翻他�。我�必æ�心依Ƃ上帝，不可怕�人所怕的，也不可
敬畏他�所敬畏的，却要�真理ö勇壮胆。如果我�的眼睛能够Ʒ开的�，就必看�e多�使者在
我�的周¥，想	明新的方法来Ƽň并Ŵƃ我�。我�也必看�上帝的使者保�我�脱离他�的权
^；因�上帝眷á人的眼睛常俯A着以色列，使他�得好E，他必保�并拯救他的子民，只要他�
肯依Ƃ他。每当仇Ō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耶和d的灵必要把他ǲ逐。 {CET 170.1}

天使�：“�要5得，你常E于魔境之内。”我看明我�必æ儆醒，并要穿戴好全副p装，拿起信
心的盾牌，才能站立得住，那�者一切的火箭也不能B害我�。 {CET 170.2}

第二十九章撒但的�网

我看�撒但吩咐他的使者要特别�那些等候基督复č，并遵守上帝ȼ命的人布置ĉ网。撒但告«
他的使者：Ø教会都已昏睡了。他要加强自己的能力和虚ƥ的奇事，把他�保持在自己权下。“可
是，”他�道：“我�所憎恨的那一派守安息日的人；他�一直在与我��Ō，从我�手中Ƶ去我�的
臣民，教他�遵守我�所憎�的上帝的律法。去吧！去使那些n有地m和HÝ的人因今生的思Ļ而
陶醉。如果你�能使他�迷恋于�些.西，我�N必得着他�。�他�随便�自己信仰什么都好，
只要叫Ɵ�HÝ�于追求基督国度的成功，或是推广我�所憎恨的真理就得了。�要以最�人的方
式将世界ē在他�面前，叫他�Ɵ�并崇拜世界。 {CET 171.1}

“我�必æ把我�所能控制的一切Ý力，保留在我�的ĭ¸中。基督的門徒所献�圣工的HÝ越
多，他�就越能Ƶ取我�的臣民，ľ害我�的国度。当他�在各地召集聚会�，我�就有危¼了。
那�要特别警惕。要尽可能地引起ƛň和混乱。要破坏彼此相�的心。要使他�的F道人灰心ǝ
志；因�我�仇恨他�。要尽量向那些有HÝ的人提出各种似是而非的藉口，免得他�将HÝ献
上。如果可能的�，你�要控制教会的�Ĕ，把他�的F道人逼到œ困ƴ 的地步。��就必挫折
他�的勇气和,忱。�要寸土必争，得寸&尺。要使Ɵ婪和�慕属世Ý宝的心得^。只要��，救
恩就必退Ñ。 {CET 171.2}

“要以各�吸引人的事物包¥他�，他�就一定要成�我�的了。 我�非但一定能得着他�，而
且他�再也不能	Ƅ那可憎的感化力，去引3别人&入天国了。每当有人想要捐献的�候，要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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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吝ȿ�±，尽量少捐。” {CET 171.3}

我看到撒但很能Ȁū他的O划。当上帝的仆人�召集聚会�，撒但和他的使者-要在"阻ň圣
工。他�常将一些思想灌ė到上帝子民的心中。他藉着各种方法，Ɨ人走入歧途，往往利用弟兄姊
妹个别的癖性，刺激并惹�他�本性的劣点。如果他�ŝ向自私和Ɵ心，撒但就要站在他�身=，
尽力使他�放Ɣ自己最容易犯的罪。上帝的恩典和真理的亮光可能一�溶化他�ƟÝ和自私的心
情，但如果他�不�得完全Õ利，撒但就要趁他�不在救恩影响之下的�候，前来摧Ŵ他�心中每
一高Ô，Ć大的�机，他�就要以�所要求于他�的是太多了。他�在行善的事上ǝ志了，并且忘
5耶Ⱦ�要救ȯ他�脱离撒但的能力和�望的痛苦所付出的Ż大Ǻ牲。 {CET 172.1}

撒但曾利用犹大ƟÝ和自私的本性，使他在z利Í将Ô重的香膏倒在耶Ⱦ身上��Ü�。犹大U
��是太大的浪L，并��香膏原可!�，周Ĕœ人。其�他不是á惜œ人，而是U�那献�耶Ⱦ
的礼物太奢侈了。原来犹大
于他的主的估O向来不高，竟�了ºº三十两ë子就把他出�了。我
	�在那些自称等候他�的主复č的人中有一些像犹大的人。撒但已�控制了他�，但他�却懵然
无知。 {CET 172.2}

上帝不能嘉ť些微的Ɵ心或自私，所以他憎Þ一切放Ɣ�种邪情�欲之人的祷告和勉言。撒但既
看到自己的�候不多，就要引Ɨ人越来越自私，越来越Ɵ心，及至他�完全以自我�中心，吝ȿ，
刻薄，自私�，他就�喜雀ǋ了。 如果�一等人的眼睛能Ʒ开的�，他�就必看�撒但因凶�的Õ
利而狂�，并嘲笑那些接受Ɨ惑而陷入他ĉ网之人的愚妄。 {CET 173.1}

撒但和他的使者注意�等人的一切卑鄙自私的行�，并把他�指�耶Ⱦ和圣天使看，ò怪他�
�：“�些是跟从基督的人！他��准y被接升天呢！”撒但把他�的行�和一些坦白指ò�行�的�
文相
照，便嘲笑Ø天使�：“�些是跟从基督和他Î言的人！�些人是基督Ǻ牲和救恩的果子！”Ø
天使Þv地8�不愿|看。 {CET 174.1}

上帝要他的子民不住地行善，他�何�在行善的事上表示Þ倦，上帝就要Þ弃他�了。我看出他

那些自称�上帝子民之人所有最小的自私表是非常不悦的。因�耶Ⱦ�要拯救他�，竟不á惜
自己宝Ô的性命。每一个自私自利，Ɵ�HÝ的人，必致半途而Ĭ。他�正像那出�自己救主的犹
大，竟愿将善良的原©和高Ô、慷慨的品性，}取一点属世的利益。凡是�一等人都要从上帝的子
民中被ȫ出去。凡是要得着天国的人，必æ全心全力地n�天国的原©。他�非但不可因自私而枯
萎，反而9当因慈善的心±而	展。每一个机会都9C利用来彼此帮助，藉此珍A天国的原©。耶
Ⱦ在我面前¤示�完全的模范。他的一生没有自私的成分，而是以无私的仁慈�特征的。 {CET 174.2}

第三十章大��

我看�一些人，凭着�强的信心和痛苦的呼吁，Ȫ求上帝。他��色灰白，表露着深切的焦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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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他�内心的争P。�强的意志和ĈȪ的心情，表露在他�的面孔上；从他�的Ŭ上流下大滴的
汗珠。他�的�上偶尔Ȧ	着上帝嘉ť的5号，然后那原来ôǭ，ĈȪ，焦Ļ的表情又¤出来了。
{CET 175.1}

有�使者ż在周¥，将黑暗³在他�的身上，叫他�看不�耶Ⱦ，使他�的眼睛注意那包¥着他
�的黑暗，以致不信任上帝，而且埋怨他。他�唯一的安全是一直Ä目向上。有上帝的使者ìò看
á他的子民，所以当�使者�毒的气氛逼在�些儆醒的人身上�，圣天使就不住地在他�上面ē�
翅膀，ǲ散那ŉ密的黑暗。 {CET 175.2}

当那些祈祷的人�]他�Ȫ切的呼吁�，偶尔有一道光从耶Ⱦ那里射下来，鼓励他�的心并光照
他�的�。我看出有一些人没有参与�种Ʊ扎Ȫ求的工作。他�似乎漠不关心，毫不介意。他�没
有抗拒那�Ƴ着他�的黑暗，�黑暗便像一Æŉ黑的云ǀ将他�罩住了。上帝的使者离开了�一等
人，去帮助那些Ȫ切祈祷的人。我看�上帝的使者急忙去Ń助一切竭力Ʊ扎抵Ư�使者，并恒切地
呼求上帝而力0自助的人。但他的使者离开了那些不肯出力帮助自己的人，我就再也看不�他�
了。 {CET 175.3}

我(到我所�的震�的意·，便蒙指示得悉�震�乃是那“�Ĉ信真���的”所F�老底嘉教会
的勉言所引起的。�种勉言
于3受的人必要生效，并使他�高Ä上帝的�准，并b出正直的真
理。另一些人©不肯3受�直率的��。他�要起来反抗，�就要在上帝的子民中引起震�。 {CET

176.1}

我看明大家都没有全心听从那Ĉ信真���者的�言。他�若不是完全无A于�有关教会前途的
ôǭ�言，便是把它T看了。��言必æ引起深刻的悔改；凡真心3受它的就必°从它，而得蒙洁
´。 {CET 176.2}

天使�：“你听！”�不久我听到一个声音，好像e多�器一Į	出完美的音�，甜蜜而和ǔ。我
从没有听���的音�，它似乎充M了怜�，慈悲，和高尚圣洁的喜�。它深深地感�了我的身
心。天使�：“你看！”我就注意到我先前所��的那一班曾�大大地被震�的人。我蒙指示看到先前
所�痛哭并以沉痛之心祈祷的人。�Ƴ他�的�Ï的天使数目已�增加一倍，而且�些人已�从�
到脚都穿了p装。他�以ô整的秩序&行，好像一�精兵似的。他��上表露着他�所忍受的激烈
的ö斗，和所��的痛苦的Ʊ扎。他�的容貌虽然¤露着内心的¹痛，但��却Ȧ	着上天的光
荣。他�已�得Õ利，�Õ利已�使他�	出由衷的感激和圣洁的喜�。 {CET 176.3}

�班人的数目已�减少了。有一些人已�被震�而撇在路旁了。那些粗心大意，漠不关心，而没
有和那些因珍AÕ利与救恩而一同恒切祷告Ʊ扎的人，就没有得Õ，却被撇在黑暗里，他�的地位
就立即被其他3受真理而参加圣工的人所Ò充了。�使者仍然迫近他�的四¥，却无法在他�身上
施用魔力。 {CET 177.1}

我所�那些身穿p装的人大力宣b真理。�真理Ǥ有效�。e多人�去曾受§束；有一些是妻子
受丈夫的§束，有一些是儿女受父母的§束。那些曾受Ȇ阻而未得听真理的Ĉ�人，��殷切地持
守真理了；所有
于4眷的惧怕心理都消散了，惟有真理才是他�所尊重的。他�曾�如ȍ似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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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求真理，看它比生命更�宝Ô。我(�种大!化是怎�造成的。一位天使回答�：“是由于晚雨，
就是那从主面前而来的安舒的日子，就是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 {CET 177.2}

有很大的能力Ǩ��些蒙Ȯ;的人。天使�：“你看！”我就注意到�人或不信的人，他�都活ǋ
起来了。上帝子民的,心和能力已�惹�并激怒了他�。EE都呈着混乱的象。我看到�人

于那些n有上帝的亮光和能力的人采取行�。他�四¥的黑暗愈加ŉ厚了，但他�依然站į脚步，
蒙上帝的嘉ť，并且依靠他。我看到他�陷于困惑的境地，然后我又听�他�Ȫ切地向上帝呼吁。
他�日以�夜地不断呼求�：“上帝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如果你的圣名能得到荣耀的�，求你�自
己的子民开一条出路！求你救我�脱离那包¥着我�的无信仰的人。 他�已�决定要置我�于死
地；但你的膀臂能够施行拯救。”�是我所能想起的几句�。他�都似乎深深感�到自己不配，并表
示完全°服上帝的旨意；但他�毫无例外地，每个人都像雅各一�ĈȪ地祷告，并�得救而Ʊ扎。
{CET 177.3}

在他�开始Ȫ切呼吁之后不久，Ø天使激于同情，想去解救他�。但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司令天使
阻止他�。他�：“上帝的旨意�没有成全。他�必æ喝�杯。他�必æ受�洗。” {CET 178.1}

再�不久，我听到上帝的声音震�了天地。于是地大震�，各E的房屋都倒了下来。于是我听到
一ĭ清晰宏亮如音�般的Õ利ž喊。我望着那不久以前E于困 和§束之中的一群人。他�已�从
苦境8回了。有荣耀的光ǃ照耀着他�。他�看来是多么的美g啊！一切ĩĻ和疲倦的迹象都消逝
了，每个人的�上都¤出健康与美g的神色。他�的Ō人，就是他�周¥的异教徒，都像死人一�
仆倒在地；他�不能承受那照耀在蒙拯救之圣徒身上的光ǃ。�个光荣一直停留在他�身上，直到
耶Ⱦ出在天上的云彩中，而那忠心受�考�的一群人便在一霎�，眨眼之�，改!了形体，荣上
加荣。坟墓都敞开了，Ø圣徒就出来，披着不朽的生命，喊叫�：“PÕ死亡与坟墓；”于是他�与活
着的圣徒一同被提上升，在空中与主相遇，而每一个永不朽坏的口舌都	出了丰美如音�般的ł美
和得Õ的ž喊来。 {CET 178.2}

第三十一章行走窄路

一八六八年八月我在密西根州巴特溪的�候，梦�自己和一大群人在一起。�一群人中有一部分
人是准y好要旅行的。我�y有M'行李的z�。当我�旅行�，路途似乎向上斜。一=有Ǔ崖；
一=有高大光滑的峭壁。…… {CET 179.1}

当我�向前&的�候，路就越来越陡，越来越窄。在某一些地方似乎非常狭窄，甚至我�决定不
能再乘M'行李的�ď旅行了。于是我�解下z来，把�子上一部分的行李放在z上，Ĵ着z行
走。 {CET 179.2}

当我��]前&�，道路!得更狭窄了。我�不得不å�山壁，�要避免从窄路上摔下Ǔ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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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作的�候， z背上的行李碰在山壁上，使我�ËË晃晃偏向Ǔ崖。我�恐怕要ǩ下去，
跌在石�上就粉身碎骨了。于是我�把那系住行李的Ȃ子割断，行李就落到Ǔ崖底下去了。我��
]Ĵ着z，非常害怕，惟恐一走到更狭隘的关口�，身体就会失去平衡，而滑跌下去。��便似乎
有一只手ħ着ɨȂ，引3我�走�那¼峻的路。 {CET 179.3}

路越来越窄了，我�决定再Ĵz前&也不安全了，于是便将z撇下徒步?人行走，每人跟着前人
的脚踪而行。��有小Ȃ子从Å白的山壁Ã上垂了下来；我�ö力把它抓住， �要帮助自己避免滑
跌。在我�行走的�候，Ȃ子也跟着我�向前行。路N于!得非常的狭窄，甚至我�决定脱下鞋子
就能更安全些；我�便脱下鞋子，走了一段路。再�不久，我�W袜子也不敢穿了；就把它脱下
来，赤脚行走。 {CET 180.1}

��我�才想起了那些不fÇ于缺乏与ƴ苦E境的人。�班人在在那里呢？他�不在行列中。
在每一次改!旅行方式的�候，-有一些人留在后面，惟有fÇ忍受ƴ苦的人��]行走。沿途的
辛苦只有加强他��持到底的决心。 {CET 181.1}

我�失足的危¼越来越大了。我�靠�着那白色的山壁行走，但�是不容易把脚įį地踏在路
上；因�那路已�!得太狭窄了。 ��我�几乎完全Ǔ挂在Ȃ子上，喊叫�：“我�靠着上面的能
力！我�靠着上面的能力！”行走窄路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呼喊着。 {CET 181.2}

当我�听到那似乎来自底下深渊的\笑狂�的声音�，我�就P栗起来。我�听到了Ɏɘ的虚
誓，卑鄙的\言，和下流邪淫的歌曲，我�听到了P"上的歌声，也听到了舞ĵ里的音�。我�听
到了�器的声音，和大声的�笑，ȴð着咒Ƞ和痛苦的呼ț与哀ɪ的哭号，我�便更�心地要�]
行走�狭窄ƴ¼的道路。大部分��我�必æ将身体完全Ǔ在Ȃ子上，而Ȃ子©随着我�的&步而
ĨĨ加粗。 {CET 182.1}

我注意到那美g洁白的山壁是ɂ有血迹的。我看到山壁被ɂƾ就感到惋惜。 但�种感想只是Ɍ花
一，因我随即就U��是理9如此的。那些跟在后面的人必能明瞭，已有别人在前面走��条狭
窄ƴ¼的路，从此他�就能U定别人既能行走�路，他�也必能行。所以当他�疼痛的脚掌流血
�，他�就不致因失意而灰心了；反倒因看到壁上的血，就可知道别人也曾忍受�同�的苦 。
{CET 182.2}

最后我�走到一道裂口，我�的路就此中断了。在前面再没有什么.西来指引我�的脚步，也
再没有一点立足之地了。我�必æ完全依ƂȂ子，�Ȃ子已�!成非常粗大，直至和我�的身子一
般粗。在�里，我�一�陷于困惑与苦ě之中。我�恐惧地低声相(：“�Ȃ子上面是�接着什么的
呢？”我的丈夫正走在我的前面。有大滴汗珠从他的Ŭ上流下来，他ǡ£和Ŭ上的血管比平常Ő大了
一倍，他口中	出郁ø痛苦的呻吟。我的�上也流下汗来，同�我也感到从未受�的痛苦。我�面
č着一次可怕的Ʊ扎，如果我�在�里失Ñ，那就是前功尽弃了。 {CET 183.1}

在我�前面，就是裂口的那一方，有一片美g的草原，其上的青草§有六寸�。我看不�太阳，
只�明亮而柔和的光a，宛如精金和Åë的光彩，照在草原上。我从来没有在地上看��什么像�
草原那么荣美的地方。但我�焦Ļ地相(，我�能否到i那一=呢？如果Ȃ子断了，我�就必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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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后来，我�又低声焦急地相(：“Ȃ子是系在什么.西上的呢？” {CET 183.2}

我�一�ő疑不决，不敢冒¼。然后我�大声�：“我�唯一的希望，乃是完全信Ƃ�条Ȃ子。它
在全部ƴ¼的路程中都是我�的依靠。它在决不会令我�失望的。”但我�依然犹豫作 。于是有
��：“是上帝拉着�Ȃ子。我�不必惧怕。”跟在我�后面的人反复重提�一句�，并加上一句
�：“他在决不会叫我�失望的。他已�把我�安全地*到�里来了。” {CET 184.1}

于是我的丈夫吊在Ȃ子上，一直ŵ到彼方的美g草原上。我立刻也跟他�去了。啊，那�我�感
到何等舒Ţ而感I上帝啊！我听到e多人高呼Õ利，ł美上帝。我感�快�，完全的快�。 {CET

184.2}

我醒�来了，便	我�梦中ƴ¼的旅途中所�受的焦Ļ而神��:，全身	抖。�个梦不需要
加以Ā解。它在我思想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只要我的5Á仍在，�个梦的每一个�Q都
必生�地留在我的5Á之中。 {CET 184.3}

第三十二章� 判的�辰作准�

“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要使那ŧ管�城的人，手中各拿ƃ命的兵器前来。” {CET 185.1}

“上帝将那身穿�麻衣腰�*着墨盒子的人召来；耶和d
他�，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
城中所行可憎之事ư息哀哭的人，画5号在Ŭ上。我耳中听�他
其余的人�，要跟随他走遍全
城，以行cÊ；你�的眼不要á惜，也不要可怜他�；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E女，ƺ孩和Ķ
女，从圣所起全部Ê尽，只是凡有5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从殿前的�老Ê起。” 以西6R
9:1, 3-6 {CET 185.2}

耶Ⱦ将要离开天上圣所的施恩座，而穿上Z9的衣袍，并将他忿怒的Z9ŝ注在那些没有响9上
帝所Ǩ亮光的人身上。“因�断定罪名，不立刻施刑，所以世人M心作�。” F道R8:11 那些不敬畏
上帝，不,�真理的人，非但不因主向他�所表示的忍耐和�期的Ć容而感�，反而�]硬着心ű
作�。但上帝的Ć容是有限度的；而且e多人已�越��些限度了。他�已�越�恩典的界限，因
此上帝必æ出来干涉并X�自己的尊荣。 {CET 185.3}

主曾V到Í摩利人�：“到了第四代，他�必回到此地，因�Í摩利人的罪孽，�没有M盈。”虽
然�国曾因拜偶像和种种的腐Ñ而出名，但它的�Ȁ�没有M盈，所以上帝Ű不下令将它ƃ尽。�
个民族必æ看到上帝能力的¤著表，使他�无可推ɦ。慈悲的�造主愿意容忍他�的罪，直到第
四代。然后，如果他�仍未离�行善，他的刑ƹ就要降在他�身上了。 {CET 186.1}

无œ者今日依然�各国保留着�毫无差的Ɖ目。当他凭怜ȸ的心向人	出悔改的呼召�，�个Ɖ
�没有6算；但一旦�数字i到上帝所定的限Ŭ�，他的忿怒就要	作了。于是就要6算Ɖ目了。
神圣的忍耐已�到了尽�。恩典也不再�他�ǹ�了。…… {CET 186.2}



1/7/14, 6:51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72 of 9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5&start_paragraph=1003589959&finish_paragraph=1003591160&references=1

危机很快就要来到。上帝降ƹ的�候即将č�。他虽然很不愿意施刑，但他仍要降ƹ，而且速速
Ē行。凡是行在光中的人必要看出那近在眉睫的¼兆；但他�不可默然坐A灾ǂ的来č，并安慰自
己�，上帝一定要在降ƹ的日子掩�他的百姓。断非如此。他�9当U�到自己有ò任殷勤地�别
人作工，凭�强的信心指望从上帝那里得到帮助。“·人祈祷所	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雅各R
5:16 {CET 186.3}

敬虔的酵�没有完全失效。正在教会危机最ô重，情况最低落的�候，那行在光中的小群将要因
地上所行可憎之事而ư息哀哭。 但他�更要特别�教会献上祈祷，因�其中的教友正在效法世俗的
榜�。 {CET 186.4}

�些少数忠�分子的Ȫ切祈祷，决不至于落空。当主以施行Z9者的身分降č�，他也必以�Ï
者的姿o出，来保�那些保持信仰Å洁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的人。上帝9e要�那些昼夜呼吁
他的;民伸冤，就是在�个�候。 {CET 187.1}

上帝Z9的日子即将č到我�了。上帝的印只能加在凡�地上所行可憎之事ư息哀哭的人Ŭ上。
那些同情世俗的人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他也必要与作�的人同遭Ŵƃ。“耶和d的眼目看á·人，
他的耳朵听他�的呼求。”但“耶和d向行�的人!�。” ā篇34:15, 16 {CET 187.2}

我�自己的行�将要断定我�或受永生上帝的印，或被Ê人的兵器所ȳƃ。上帝的忿怒已�有几
滴落在地上了；但及至那斟在上帝忿怒的杯中Å一不ð的最后七大灾 ŝ注出来的�候，人若再想
悔改而õ找藏身之E，已�是��太晚了。那�再没有ȯ罪的宝血可以洗除罪�的玷ƾ了。 {CET

187.3}

“那�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ƴ ，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没有��
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但以理R12:1 一旦�大ƴ �期来到，每一件
案子都已定ɳ了； 那�再没有Ć容的�期，怙�不悛的人再没有蒙怜恤的机会了。永生上帝的印已
�印在他子民的Ŭ上了。 {CET 187.4}

�一小群余民同®的大p所�率地上的权^&行殊死的争斗�，他�不能保�自己，就以上帝�
他�的保�。最高属世的权威已�ǧ布法令，凡不拜ƅ并接受ƅ的印5的人必要遭遇逼迫与死亡。
但愿上帝在帮助他的子民，因�他�若得不到他的援助，那么在如此可怕的斗争中，他��能作
什么呢！ {CET 188.1}

勇敢，�毅，信心，和
于上帝拯救能力的�
依靠，并不是一�之�得来的。�些属天的美德
乃是从多年的��中�致的。上帝的儿女藉着圣洁的努力和�持正·的人生，已�决定了自己的命
G。他�既�无数的#探所包¥，就看出自己必æ�决抵抗，否©必被征服。他�感�到自己有重
要的工作要作，而且随�可能要奉命卸下武装；如果他�č到一生的N6而�没有完成自己的任
�，那就必是永久的ľ失了。他�曾�,切地接受天来的亮光，如同初期的門徒从耶Ⱦ的口中3受
一�。当那些早期的基督徒被放逐到深山ȥ野之中，或被í在地窟里死于ȍÐ，寒冷，和酷刑之下
�，他�看明殉道乃是脱离患 的唯一出路，便因自己配�那曾�他�Ɠ十字架的基督受苦而�
喜。他�所留下r美的榜�，将要安慰并鼓舞那些面č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没有�的大ƴ �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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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子民。 {CET 188.2}

凡自称遵守安息日的人，并不是都能蒙受印5。就W那些将真理教 别人的人，也有e多不能在
Ŭ上3受上帝的印。他�持有真理的光，也知道他�主的旨意，又明白本会信仰的每一要点，但他
�没有相符的行�。那些如此熟悉À言和神圣智慧之Ý宝的人，按理9C�践他�的信仰。他�9
C吩咐自己的眷属效法他�，��，他�就可以藉着一个有良好秩序的家庭向世人�明真理在人心
灵上的影响了。 {CET 189.1}

在我�的品格�有一点瑕疵或玷ƾ的�候，我�就�不能3受上帝的印。Ī正我�品格上的缺
点，并从心灵的殿中洗去一切的ƾɖ，ò任在乎我�自己。然后晚雨就要降在我�身上，像早雨在
五旬Q�降在門徒身上一�。 {CET 189.2}

我�太容易以微薄的成就而自M。我�自�富足，已�	了Ý，却不知道自己是“那困苦、可怜、
Ƹœ、瞎眼、赤身的，”(ķ示�3:17)今正是我�要听从那位Ĉ信真���者的Ƕ告：“我Ƕ你向我
+火ş的金子，叫你富足；又+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眼Ù擦你的眼睛，使你
能看�”的�候。 ķ示�3:18 {CET 189.3}

我�在今生必æ遇到烈火的#ş并作重大的Ǻ牲，但基督的平安乃是我�的恩Ǩ。克己的表太
少了，�基督受苦的事也太少了，甚至十字架几乎完全被忘5了。如果我�要与基督一同得Õ，在
他的宝座上与他同坐，我�就必æ与他同受苦 。 如果我�Ȯ;自我放任的容易的道路，而畏避克
己，我�的信心就永>不会!��固，我�也不能体�到耶Ⱦ的平安，或因自�得Õ而来的喜�。
那得ȯ之群Ø中地位最高，身穿白衣，侍立在上帝和羔羊宝座之前的人�，都曾体��得Õ的争
斗，因�他�是从大患 中出来的。那些宁愿°从�境而不愿意投入�争斗的人，到了那大而可畏
的日子，将不知道如何站立得住；那�人人都要�受心灵上的痛苦，虽有挪Í，但以理，§伯在其
中，他�W儿*女都不能救，只能各因他�的·而救自己的性命。参以西6R14:14, 20 {CET 189.4}

任何人都毋æ�自己的情形是没有希望的，或者�自己不能度基督徒的人生。基督的死已��每
一个人作了充分的准y。耶Ⱦ是我�在需要之中随�的帮助。只要凭信心呼吁他，他早已9e要听
允你的要求。 {CET 190.1}

唉，惟愿我�能有活ǖ而`极的信心!我�需要而且必æ得着它，否©我�在考�的日子就要昏倒
而失Ñ了。到了那�，我�不可�那ǯ罩在我�旅途上的黑暗使我�灰心�望。�黑暗正是上帝在
他来将丰富的恩惠Ǩ与我��所用以遮掩他荣耀的帷幔。我�9从�去的��中明瞭�事。在耶和
d与他的百姓争ǹ的日子，�个��将要作�我�安慰与希望的根源。 {CET 190.2}

今正是我�必æ保守自己和自己儿女不沾染世俗的�候。今正是我�必æ将品格的衣袍在羔
羊的宝血里洗白´的�候。今正是我�必æ得Õƪ傲，情欲，以及属灵的ó惰的�候。今正是
我�必æ儆醒，�培养均衡品格而作�毅努力的�候。 “你�今日若听他的�，就不可硬着心。” 希
伯来R4:7 我�今日正E在一个最ƴ苦 堪的地位上，要等候，仰望主的¤。全世界都E在黑暗之
中。但是保ĉ�：“弟兄�，你�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č到你�像ǉ一�。” 帖撒ĉ尼迦前R5:4
上帝的旨意常是要使那等候，渴慕的人从黑暗中得�光明，从悲B中得着喜�，从疲ĝ中得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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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CET 190.3}

弟兄�，你�在�Ż大的准y工作中作了什么呢？那些与世界�合的人，正在接受世俗的熏陶，
准y3受ƅ的印5；那些不敢自信，而在上帝面前自卑，并藉着°从真理而洁´自己心灵的人—�
等人正是接受了上天的陶冶，准y在Ŭ上3受上帝的印。当命令	出，印5印上的�候，他�的品
格就必永>Å洁而没有瑕疵了。 {CET 191.1}

今正是作准y的�候。上帝的印决不至印在不Å洁之人的Ŭ上。它也决不至印在一个野心勃
勃，迷恋世俗之人的Ŭ上。它更不至印在一般口吐Ơ言，心地ȚȘ之人的Ŭ上。凡接受�印5的人
必æ是在上帝面前毫无瑕疵的，—&入天国的候;者。�要自己l考圣�，使你�能明白当前的非
常ôǭ性。 {CET 191.2}

第三十三章��与�展

我��个¡体自从¶成以来，已将近四十年了。(ņ者按：本R写于一九0二年春。)我也是在¶ĕ
最初成立��中有分的人之一。我熟知那�所必æ9付的困 以及成立¶ĕ所要Ī正的弊病；我也
曾|察�¶ĕ
于圣工&展所有的影响。在圣工开始的初期，上帝在�一点上�了我�特别的亮
光，而且�个亮光，W同��所�予我�的教Î，都是9C加以ƶ慎留意的。 {CET 192.1}

我�的工作一开始就是`极的。我�的人数不多，而且大半都是Ƹ寒的。我�的�解几乎�世人
所不知。我��没有礼拜堂，只有很少的一些出版物，而且推�工作的wy也很有限。我�的羊群
分散在大街小巷，和各城市、村ŭ，与森林中。我�的信息乃是上帝的ȼ命和耶Ⱦ的真道。 {CET

192.2}

信仰与教.的合一

我的丈夫同§瑟、皮司提反、�德生等位牧D，和其他敏Ǯ，高尚，真Ĉ的人，曾在一八四四
年的“定期”�去之后，�]õ找真理如同õ找埋藏的Ý宝一般。 {CET 192.3}

那�我��常以沉重的心情聚集在一起，祈求得以在信仰和教·上合而�一；因�我�知道基督
不是分門别类的。我�把要道作�逐一l考的
象。我�都以敬畏的心情翻开圣�。我��常禁
食，以便更能明白真理。在Ȫ切祈祷之后， 如果有哪一点不明白，我�就&行²V，�各人自由	
表意�；然后我�再跪下祷告，向上帝献上ĈȪ的祈愿，求他帮助我�意�相同，使我�可以合而
�一，正如基督和天父合而�一一�。眼泪不住地沿Ȱ而下。 {CET 192.4}

我���地用了很多��。有�用一整夜的工夫U真地l考圣�，使我�可以明白那有关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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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有的�候上帝的灵降在我身上， 解的�文就藉上帝所指定的方法向我�Ɋ明了，于是就有
完全的和ǔ了。我�都是一心一意的。 {CET 193.1}

我�竭力避免强解圣�以迁就任何一个人的�解。我�尽量避免�于强j一些比�不重要的，而
又是大家意�不同的(2，以便尽可能减少分歧。每一个人的心愿乃是要在弟兄当中造成合一的情
形，藉此9�基督的祈祷，使他的門徒合而�一，正如他和天父合而�一一�。 {CET 193.2}

有的�候，一两位弟兄竟ȓ固地反
某种提出来的看法，并表露心中本性的意气；但每遇有�种
情形	生，我�就Ű�停止l考，宣布休会，使大家可有机会个别向上帝祷告，不与其他的人交
½，而?独去研究争Ē之点，从上天求得亮光。我�便在友好的气氛中散会，尽快地再开会�]研
究。有�上帝的能力很¤著地降在我�身上， 而且每当清晰的亮光向我�¤明真理上某一要点�，
我�便要一同流泪�喜。我�,�耶Ⱦ；并且彼此相�。 {CET 193.3}

教会秩序的建立

我�的人数逐Ĩ增多了。所撒的种子有上帝ȇ灌并使之	展。起先我�在私人家中，在Ć大的厨
房�，Ǉ房里，ă林中，和学校�室里聚集礼拜，并将真理F�一切来听的人；然而不久我�就有
力量可以建筑�陋的礼拜堂了。 {CET 195.1}

我�的人数增多的�候，就¤然地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一定形式的¶ĕ，就 免有混乱的象，
圣工也不能作有效的推&。所以�要供养教牧人@，�要在新地区开辟新工，�要防止不合格的人
加入教会或混&教牧人@中，�要保管教会Ým，�要出版真理R刊，以及�要i到其他的目的起
�，¶ĕ乃是必不可少的。 {CET 195.2}

虽然如此，但在同道当中
于成立¶ĕ�件事却起了很大的反感。守第一日的复č信徒固然反

成立¶ĕ，守第七日的复č信徒也多数抱着同�的�解。我�ĈȪ地祷告求(主，以便明了他的旨
意，6果他藉着圣灵Ǩ下了亮光，�明教会中必æ保守秩序和ô密的ã律，—因此¶ĕ是必要的。
上帝在全宇宙中的作�都表¤着à律和秩序。秩序乃是天国的律法，所以也9作�他在地上子民的
律法。 {CET 195.3}

兴!新的事�

我�在成立¶ĕ的�程中，曾��一段ƴ苦的ö斗。主虽然ğ
�个(2Ǩ下多次的�言， 但反

的^力�很强大，所以必æ一再地9付。但我�知道有以色列的耶和d上帝在引3我�，并本着
他的美意指 我�。我�在¶ĕ教会的工作上努力，6果�个&一步的措施就很°利地	展了。
{CET 195.4}

当圣工的ƿ展使我�不得不着手于新的事<�，我�也有了相当的准y，可以随�兴t。主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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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关于教会工作的重要性。我�看出需要开t学校，使我�的儿女可以受到不ȴð虚ƥ哲理之
ɇć的教育，使他�所受的Îù可以符合上帝圣言的原©。关于保健机Ť的需要也曾强j，一方面
�要帮助并教 自己的同道，一方面�要ķ迪并且造福他人。6果�一£事<也同�推&了。�一
切都是最崇高的布道工作。 {CET 197.1}

通力合作的成H

我�的工作不是靠巨Ŭ的捐献或þm来X持的；因�我�当中没有几个富人。我�兴旺的秘Ǟ是
什么呢？我�向来听从那救我�的“元é”的命令而采取行�。上帝已�Ǩ福与我��合一致的努力。
真理已�	展而兴盛了。各种机Ť也相�兴起了。那粒芥菜种已��成了一棵大ă。所建立的¶ĕ
系�是完全成功的。根据圣�教Î所倡 的有系�的捐献也�施了。全身都“�ĥ得合式，百Q各按
各ß。” 以弗所R4:16 在我��]前&中，我�¶ĕ的制度依然�明是有效的。 {CET 197.2}

避免混乱的危/

任何人都不9以�我�可以取消¶ĕ。我�将�个¶ĕ建立起来， 是��多方的研究和多次求智
慧的祈祷，我�也知道上帝已�9允了我�的祈祷。�个¶ĕ是在上帝指 之下，并且��重大Ǻ
牲与ö斗，才建立起来的。我�的弟兄中切不可有人妄0将它拆Ŵ，因�你若��作，就必造成一
种你所没有梦想到的情形。我奉主的名向你声明，�个¶ĕ是一定要成立、加强、�定，而巩固
的。我�遵照上帝的吩咐“往前走，”就在困 重重似乎无法前&的�候勇往直前。我�知道在�去Ē
行上帝的O划�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而�些O划已�使我�i到了在的程度。所以人人�要非常
ǚ慎，以免使人
于上帝�我�的兴盛和推&他事<的成功所命定的制度	生疑(。 {CET 197.3}

天使都是很和ǔ地工作着的。他�一切的�作都是具有完美秩序的。我�越ô格地效法天p的和
ǔ与秩序，�些天国差役�我�所	出的努力就必越有成效。如果我�看不出自己有一致行�的必
要，反而在行�上凌乱不堪，无à律，无¶ĕ；那么，�些¶ĕô明，秩序井然的天使就不能很成
功地�我�作工了；他�必要悲B地离开，因�他�没有受命加惠于混乱，散漫，与分崩离析的
象。凡渴望天上的使者合作的人，必æ与他�一致行�。凡受�上帝恩膏的人，就必竭力倡 秩
序、ã律，和一致的行�，然后上帝的天使才能与他�合作。但是�些天上的使者永不会ł同无à
©、无¶ĕ，与无秩序的情形。 �一切的弊病乃是出于撒但力0削弱我�的力量，挫折我�的勇
气，并阻止我�的成功的后果。 {CET 199.1}

撒但熟知惟有秩序与和ǔ的行�方能奏效。他熟知凡与天国有关的事都是秩序井然，而且天p的
一切行�都以服从和ô明的ã律�特征。他苦心焦Ļ地引Ɨ一切自命�基督徒的人尽可能地偏离上
天的w施；因此他要迷惑那些自称�上帝子民的人，使他�相信秩序和ã律是
属灵生活有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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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且以�他�唯一安全之策乃是各自�政，与那些¡6一致，努力X持秩序与和ǔ的基督徒¡
体隔离而独立。一切�X持秩序而作的努力，都被他�U�是有危¼的，是限制合法自由的，因此
畏避之犹如教皇制度一�。�些,Ĉ的人�以�他�夸耀自己思想和行�上的独立是一种美德呢！
他�决不肯听命于任何人，也不肯°服任何人。我蒙指示，得悉撒但特殊的任�是要Ɨ人�得独断
独行，自作主:，不(弟兄�的意�如何，乃是上帝
他�的旨意。 {CET 201.1}

个人的7任和基督化的合一

上帝正在引3一班;民从世界中出来，使他�站在永恒真理—上帝的ȼ命和耶Ⱦ的真道—的崇高
立"上。他必ƕş并装y他自己的子民。他�决不至意�不合，一个人相信一件事，而另一个人持
有完全相反的信仰和|点；各人采取独立行�，不受¡体的§束。籍着他所Ǩ�教会不同的恩Ǩ和
ß分，他�将要在信仰上¡6一致。 如果一个人
于圣�的真理�持自己的看法而不á弟兄�的意
�，�自以�是，主:自己有权固守自己的特殊�解，并且强迫别人接受，他怎能成就基督的祈祷
呢？如果再有更多的人，一个一个地兴起，各自X�自由相信与自由宣b的权利，而不á及整个¡
体的信仰，#(哪里能有存在于基督与天父之�，又是基督所祈求能存在于弟兄之�的和ǔ呢？
{CET 201.2}

我�虽然各人在上帝面前都有自己的工作与ò任，但我�不可?凭自己的意志独断独行，而不á
弟兄�的意�与感情；因���行，^必在教会中引起混乱。F道人有ò任9尊重弟兄�的意�；
但是他�彼此�的关系，以及他�所教 的道理，却9受Îɕ和法度的#�；��，只要大家具有
受教的心，我�当中就不会有分裂了。有一些人是ŝ向混乱的，并且正在偏离信仰的基本要道；但
上帝却在感�他的ØF道人，使他�在教·与精神上合而�一。 {CET 203.1}

我�今日的¡6必æ有�得起考�的特S。……我�有e多必æ学f的教Î，也有ee多多必æ
放弃的ɇ�，惟有上帝和天国是确切无ć的。那些以�自己决不需要放弃一种±存的�解，或决无
必要改!自己主:的人一定会失望。在我�ȓ固地�持自己的|念和意��，我�就不能�基督
所祈求的合而�一了。 {CET 203.2}

每当一个弟兄3受了
于圣�的新亮光�，他就9C坦白地�明自己的|点， 其他的F道人也当
本乎公正的精神l考圣�，来决定所提出的b法有没有圣�的根据。“主的仆人不可争Ƭ；只要温温
和和地待Ø人，善于教 ，存心忍耐，用温柔Ƕ戒那抵Ư的人，或者上帝�他�悔改的心，可以明
白真道。” 提摩太后R2:24, 25 {CET 203.3}

上帝行了何等大事！

我既4自��了我�前&�程中的每一ƣ段，在回á我��去的�史�，我就能�：ł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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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当我看到上帝所行的大事，我心中就充M了¦奇，和
于基督�3袖的信Ƃ。我�
于将来毫
无所惧，只怕我�忘5了主以往的引3。 {CET 204.1}

我�在已�是一个强健的¡体，只要我�能�常依靠主；因�我�所n有的乃是上帝圣言的Ż
大真理。我�9当凡事存心感恩。如果我�能按上帝活ǖ的圣言所�我�的光照而行，我�就有重
大的ò任，与上帝所Ǩ的亮光相称。我�有e多当尽之分，因�神圣的真理已�委托�我�，要我
�将�真理本其所有的一切荣美F�世人。我�都欠了上帝的ǣ，æ善用他所Ǩ�我�的每一个机
会，藉圣洁的品格来美化真理，将�警告、安慰、希望，和慈�的信息，F�那些E在ɇV与罪�
之黑暗中的人�。 {CET 204.2}

我�要�那已�本会青年y妥，使他��得宗教与心智Îù的教育机Ť而感I上帝。 e多人已�
受了教育，可以在圣工各部門的工作中有分；他�不º参加了国内的工作，也已参加了国外的工
作。我�的印刷所已�出版了很多R刊，将真理的知�F播>近各方。�一切有如仁ŞM溢之溪流
的恩Ǩ，理9作�感I上帝的理由。 {CET 204.3}

我�今日有一大�的青年，如果得到正确的指 和勉励，就能大有所�。我�要我�的儿女相信
真理。我�要他�蒙上帝的Ǩ福，我�要他�在帮助其他青年的有¶ĕ的O划中有分。他�都必æ
如此地受Îù，俾使他�能正确地表Š真理，向人�明自己心中盼望的�由，并在他�所适宜参加
的任何部門圣工上�常荣耀上帝。…… {CET 205.1}

我�既身�基督的門徒，就有本分将我�所明知世人没有的亮光散	出去。但愿上帝的子民“在好
事上富足，甘心施舍，�意供�人；�自己`成美好的根基，Ày将来，叫他�持定那真正的生
命。” 提摩太前R6:18, 19 {CET 205.2}

第三十四章上帝�教会的眷�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写于奥洲墨尔本城圣ķi路Ǭ治里。】 {CET 206.1}

全球-会4�的弟兄�： {CET 206.2}

我要向弟兄姊妹��明，基督教会即使衰弱而有缺点，仍是他在地上所最关注的唯一
象。他一
方面向全世界的人	出邀%，要他�来就他以便得救，同�他也委派他的天使�予每一U罪悔改而
Ă他的人以神圣的帮助，并藉着他的圣灵4自č格在他的教会之中。“主耶和d啊，你若究察罪孽，
$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d，我的心等侯，我也仰望他的
�。我的心等侯主，Õ于守夜的等侯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d；因他有慈�，有丰盛的救
恩。他必救ȯ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CET 206.3}

F道人和全会Ø啊，我�要用��，出自衷心地感激上帝
教会全体，和
你我个人Ż大的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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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d，从今�直到永>。”“站在耶和d殿中，站在我�上帝殿院中的，
你�要ł美他。你�要ł美耶和d；耶和d本�善；要歌Ʌ他的名，因��是美好的，耶和dȮ;
雅各Ă自己，Ȯ;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原来我知道耶和d�大，也知道我的主超乎万神之
上。”我的弟兄姊妹�，#想想：主有一班人， 就是他的;民，他的教会，要Ă他自己作他在�被罪
�所打c之背叛世界上所w立的堡Ƀ；并定意使之除了他自己的以外，不注意别的权威，也不承U
别的律法。 {CET 206.4}

撒但n有一个ș大的同盟，就是他的教会。基督称之�撒但一会的人，因其会Ø全是罪�之子。
撒但教会的分子�常从事于抛弃神圣的律法，淆乱善�的分野。撒但在悖逆之子中�大肆活�，并
利用他�妄称离道背教的事�忠Ĉ。他那邪�的感化力在推�一般活着的代Ǖ者，&行他在天上
所	�之反抗上帝的大叛乱。 {CET 207.1}

今教会9穿上他那d美的衣服—就是“有基督�我�的·。”在高Ä上帝ȼ命和耶Ⱦ真道的事
上，9恢复那原有明确的特点，将其公之于世。教会要在其本有的光彩上更¤出圣洁的荣美，而与
那些背弃上帝律法之不忠分子的丑陋及黑暗成一
比。��我�就是承U上帝，也承U他的律法乃
是天上政府的基Ǎ及通行于他在地上ǁ国之�的。9在世人面前明白¤示他的权威；凡与耶和d律
法相冲突的，均不得加以U可。如果不á上帝的安排而听任世人影响我�的决心和行�，那就破坏
了上帝的O划。不V藉口是如何的合理，如果教会在此事上	生�Ë，©在天上的案卷中，就要�
她写下一£背弃最神圣的付托与背叛基督之国的罪名。 教会若在整个宇宙万有及世上各国之前，�
决持守他的原©；�ȧX�上帝律法的尊ô与神圣，©W世人也将予以注意与łĲ，并且e多的人
也必因他�所看�的好行�，而将荣耀Ă与我�在天上的父。凡是忠心Ĉ�的人都*有天国的凭
�，而不是地上君王的凭�。Ø人也必U出$是蒙Ȯ;有忠心的基督門徒，而且在凡尊敬上帝并�
他所看重之人得冠冕与尊荣，并3受极重无比永>之荣耀的�候，也U出他�来。…… {CET 207.2}

主已�他的教会准y了各种的能力与福分，使教会可在世人面前¤明他自己全能全有的形像，并
使教会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常代表另一教会，就是那永存的世界，以及那超越世上一切律法的
律法。他的教会必成�按照神圣�式而建造的圣殿，那ìò建筑的天使曾从天上*来那�量的金
杖，故此每�石�都是按照神圣的尺寸ɔ成的，并且磨光作天国的�5，向各方放射那公·日�的
清明光a。主要用天上的�哪来供养教会，并将其置于他唯一恩典�Ï之下。教会已穿上光明公·
的全副p装，从事她最后的争斗。渣滓和无价�的材料N必消ƃ，然而真理的感化力却要向世人�
明它使人成圣，使人高尚的品S。…… {CET 208.1}

主耶Ⱦ藉着¤示他的怜ȸ与丰盛的恩典，正在世人心中&行��。他所造成的!化是非常¦人
的，致令那意气ŠŠ，不可一世， 且n有大批�党以反抗上帝和他政府律法的撒但，也看出他�乃
是他那Țǹ与欺Ģ所无法攻破的堡Ƀ。
于撒但，他�真是一种不可思É的奥秘。上帝的Ø使者，
撒拉弗和基路伯，以及那奉命与人�代表合作之大能者，无不以¦奇愉快的心情，|望那班一度�
可怒之子的堕落的人，如今��基督的Îù，造就了与神相似的品格，得以成�上帝的儿女，在天
国的享受和快�上占有重要的一份。 {CET 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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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曾Ǩ�他的教会充分的便利，以致使他可从自己所ȯ+的m<中，�得大宗的荣耀的收入。
教会既蒙Ǩ予基督的·，就成�他的ɢ藏所，他的慈怜、仁�，与恩惠的Ý富，藉此要作丰盛而最
后的¤示。基督在他代求的祈祷中，宣称天父
我�的�是和他
自己—天父的独生子—的�同�
Ż大，并�他在那里，我�也必同他在那里，永>与基督和天父合而�一；�一宣称乃是使Ø天p
感到¦异的事，也是他�极大的快�。他圣灵的恩Ǩ，要丰丰富富，充充MM成�教会的避火Ś，
是地ǐ权^所不能制Õ的。基督必因他子民无玷ƾ的Å洁与无瑕疵的完全，而U他��自己所受一
切苦 、屈辱，和慈�的Z酬，以增益他的荣耀，—基督自己乃是那放射一切荣耀的Ż大中枢。“凡
被%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CET 209.1}

第三十五章布道工作

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十日，我蒙指示得悉如果有忠�而肯自我Ǻ牲的人，全然地献身于将真理F�
那些E在黑暗中之人�的工作，上帝就必藉�真理完成一种Ż大的工作。那些明白�宝Ô真理而献
身�上帝的人，9C善用每一次的机会，在敞开了門k的地方广F真理。上帝的使者正在感�其他
国家人民的心思与良知，使心地Ĉ�的人看到国»��ŵ情况的�兆就大�不安。他�心里便兴起
疑Ļ�：�些事将有什么�的N局？当上帝和Ø天使正在努力感�人心的�候，基督的仆人�却似
乎已沉睡了。只有很少数的人在与天上的Ø使者一同工作。 {CET 210.1}

如果F道人和Ø信徒能充分地ö起，他�就决不会如此漠不关心地停滞下来，因�上帝已�使他
�作他律法的保管者，并将�律法印在他�的思想中，写在他�的心版上，而藉此尊荣他�。�些
极关重要的真理将要#�全世界；然而就在我�的本国，也有e多城市村ŭ�没有听到�警告的信
息。有些青年人因听到要求Ń助推&上帝圣工的呼召而受了感�，尽到了一点努力，但�没有充分
地ì起工作的ò任，去完成他�所原可完成的工作。 {CET 210.2}

如果那些参加圣工的青年真有布道的精神，他�就必¤明上帝呼召他�参加工作的确�。但如果
他�不肯到新的地方去，而只M足于来往Ŕ(教会，�就�明他�并没有真正ì起圣工的重担。我
�的青年F道人的一般概念不够广大。 他�的,忱太微弱了。如果青年能儆醒起来献身于主，他�
就必�刻殷勤，并力0使自己有x格成�布道园地里的工人了。 {CET 210.3}

青年9C熟ɣ别国的方言，俾准y好以便上帝可以利用他��媒介，将他救人的真理F与其他的
国家。�些青年就是在�罪人作工的�候，也可以同�学f外国方言。如果他�能Q§��，就能
从事学¬的自修，使自己有x格作更广泛的工作。如果素常不多担ìò任的青年Ķ女肯献身于上
帝，她�也能学f并熟ɣ外国方言，使自己配作有用的人。她�可以献身于翻Ǘ的工作。 {CET 211.1}

本会的R刊9印成其他的h文，以便流F到国外。(ņ者按：当一八七一年±D母写��的�候，
本会方才开始用欧洲及其他国家的h文出版R刊。)我�可以利用印刷品成就很多工作，但如果F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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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工作感化力能配合着R刊的工作，就必更�果效。我�需要布道士到外国去用ƶ慎、�心的方
法FŠ真理。代真理的事<能藉个人的努力而大大地推广。 {CET 211.2}

当各教会看到青年,心准y自己将圣工推广到那些从未听到真理的各城市村ŭ，又看到布道士自
告ö勇地到其他各国去将真理F�他��， 各教会的会Ø就必大�兴ö而�强起来，>比他���
些没有��的青年牧养他�更�有效。当他�看到�些F道人因,�真理并渴望救人而心里火,
�，他�自己也必振ö起来。一般地�，�些信徒本人都有相当的恩Ǩ和能力来加惠并�固自己，
并把羊和羊羔3到羊圈里来。他�需要自治自养，使一切潜在的恩Ǩ可以	Ƅ作用。 {CET 211.3}

主已�感�了b�其他方言的人，他�也受到了真理的感化，以致有x格在他的圣工上作工。他
已�使他�与本会的出版社	生�ĥ，C社的�理人如果看明圣工的需要，就必能善用他�所有的
Ǽ献。我�需要有其他h文的R刊，�要在别的国家引起
于真理的兴趣和研究的心意。 {CET 213.1}

挪Í所F的道是怎�警戒，#ş，并考�了洪水从地面Ŵƃ居民之前的世人，照�，在此末期所
F上帝的真理也在	Ƅ同�警戒、#ş，和考�世人的作用。从本会出版社所分	出去的R刊*有
永生之主的印5。他�既被F播于全地，就决定了e多人的命G。我�在极其需要一些能将本会
R刊Ǘ成其他的h文的人，使�警告的信息可以F�万国，用真理的亮光#�他�，使男男女女看
到亮光的�候，就可以8离罪�来°从上帝的律法。 {CET 213.2}

9当善用每一次的机会将真理推展到其他各国。�必然需要相当的�L，但我�不可��Ĕ(2
阻Ư我�推&工作。金H惟有用在推&上帝国度的事<上，才能	Ƅ它的真价�。主将HÝ借�人
正是�了�个用途，要他�将真理F�自己的同胞。 {CET 214.1}

今正是�上帝使用HÝ的�候。今正是在好事上富足，�自己`成美好的根基，Ày将来，
以便持定那真正生命的�候。 一个人得救&入上帝的国，>比一切属世的Ý富更有价�。我�必æ
�我�所接触的人向上帝作交代，而且我�越与自己的同胞接近，我�的ò任就越重大。我�原有
手足之Ƨ，因此我�所最关±的乃是同胞�的幸福。我�不可荒Ĭ一刻的光阴。如果我��去在�
事上疏忽了，今正是我�9CU真加以挽回的�候，免得我�的衣服染上了人血。我�既身�上
帝的儿女，就没有一个人能推脱参加基督拯救同胞之大工的ò任。 {CET 214.2}

要Õ�偏�，并使不信的人自�我�出力帮助他�是别无私0的，^必非常困 。但�种困 不
9Ȇ阻我�的工作。圣�中没有�教Î我�??向那些Ĳ�并接受我�工作的人行善，或??加惠
于那些感激我�的人。上帝已�差遣我�到他的葡萄园里去作工。我�的本分就是当尽到我�一切
的能力。“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你不知道哪一�	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
撒的，或是两�都好。” F道R11:6 {CET 215.1}

我�的信心太小了。我�常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我�9C感I上帝，他竟俯就我�，肯使用我
�作他的器皿。我�每次凭着信心ĈȪ祈祷，不V是求什么，必能得到答覆。�答覆未必完全依照
我�所期望的来到；但它N必来到—也e不像我�所打算的，但是却正在我�最需要的�候来到。
唉，我�的不信是何等的罪�呀！“你�若常在我里面，我的�也常在你�里面，凡你�所愿意的，
祈求就�你�成就。” §翰福音15:7 {CET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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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更广大的�划

一八七四年，当我在加利福尼Í州的�候，我得到一个印象极深的异梦，看到了印刷所在向世人
FŠ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工作上所有的Ǽ献。 {CET 216.1}

我梦�几位在加州的弟兄正Ä行会É，研究下一季最好的工作O划。有人U�最好避开大都市，
而到�小的地方去工作。我的丈夫©,切地主:要作更广泛的O划，和更>大的努力，俾更与我�
所F信息的性S相称。 {CET 216.2}

于是有一位我屡次在梦中�到的青年来到会É当中。他以深切的关±听取各人所b的�，然后以
慎重而具有权威性的自信�： {CET 216.3}

“城市和Ł村都是主葡萄园的一部份。他�都需要听到警告的信息。真理的Ō人正在千方百O地使
Ø人8离上帝的真理而T信虚Ơ。……你�必æ在各水=撒种。” {CET 216.4}

“你�或e不能立�看到自己工作的效果，但你�不可因此灰心。要以基督�你�的榜�。他曾有
很多的听Ø，但跟从他的人却不多。挪Í在洪水之前曾向Ø人F道一百二十年；但从当�地上的群
Ø中却只有八人得救。” {CET 216.5}

那使者�]�：“你�
于�代的圣工�在眼光太狭窄了。你�竟#0将工作O划局限于自己双
手所能合抱的范¥之内。你�必æ放Ć眼界。你�不可将灯光放在斗底下或床底下，却要放在灯台
上，以便照亮一家的人。你�的一家就是全世界。 {CET 216.6}

“必æ将第四ȼ确切真�的要求，清楚地ē在世人面前。‘你�是我的��。’�个信息必要有力地
F到世界各地，F到俄勒Ȼ、欧洲、澳洲，各海{，以及各国、各方、各民。�要保持真理的尊
ô。它必	展成�雄Ż的à模。e多国家正在等待着主所要F�他�的更清晰的亮光；可惜你�的
信心太有限，太微小了。你�
于圣工的概念需要大大的放Ć。奥克ú，旧金山，Ŷ克拉門多，武
德ú，和美国的各大都市都必æ听到�真理的信息。要往前走。如果你�能存心ǽ卑地行在上帝面
前，他必以大能行事。常½V到不可能的事，�不是信心。在上帝没有不可能的事。上帝律法的要
求的亮光要#ş并考�全世界。”…… {CET 217.1}

在前一次的异象中，我蒙指示我�必æ在加州&行推广并巩固我�所已�着手的工作。我看明那
必æ在加州，澳洲，俄勒Ȼ，和其他地区推&的布道工作，>比我��去所想象，所À期与O划的
更�广泛。我蒙ķ示得知我�在并没有跟着上帝所引3的速度向前推&。我蒙ķ示如果相信�信
息的人不因不信和自私而向仇Ō�步，却集中全力于一个目�—建立代真理的事<，�代真理
就必在加州成�一种Ż大的力量了。 {CET 217.2}

我看到在太平洋.岸将要出版一种Z刊。也要在那里w立一个保健机Ť，并�t一个出版社。
{CET 217.3}

��已�很短促了；所以凡相信�信息的人9C感�有ôǭ的·�，要作毫无私0的工人，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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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影响用在正当的一方面，而�不�自己的一言一行抵消那些尽力推&上帝圣工之人的努力。本
会弟兄�的看法都太狭窄了。他�所期望的不大，他�的信心也太小了。 {CET 218.1}

一种在太平洋岸出版的Z刊必能加强�信息的力量与影响。上帝所Ǩ�我�的亮光若不ē在世人
面前�他�看�，就没有多少价�。我向你�宣明，我�必æ放Ć眼界。我�只á到眼前，却并没
有展望>E。 {CET 218.2}

第三十七章"展圣工至国外

在夜�有�F�我，要我向一般明白真理的教会�：“兴起	光，因�你的光已�来到，耶和d的
荣耀	照耀你。” 以µÍR60:1 {CET 219.1}

主在以µÍR第五十四章里的�，乃是
我�b的：“要ƿ:你Č幕之地，:大你居所的幔子，不
要限止，要放�你的Ȃ子，�固你的橛子；因�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又使
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致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因�造你
的，是你的丈夫；万p之耶和d是他的名；救ȯ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全地之上帝。” 以
µÍR54:2-5 {CET 219.2}

基督
他門徒所b的�也是
他今日的子民b的：“你�Ǿ不�，到收割的�候，�有四个月么？
我告«你�，Ä目向田|看，庄稼已�熟了(原文作	白)，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蓄五谷
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 §翰福音4:35, 36 {CET 219.3}

上帝的子民面
着一种Ż大的工作，�工作必不断地	展到更¤著的地步。我�在布道工作上所
有的努力必æ大大地ƿ充范¥。在我�主耶Ⱦ基督第二次¤之前，有一番�ǁ以往更�确切的工
作必æ完成。上帝的子民不可停止工作，直到他�的工作普及全球。 {CET 219.4}

主的葡萄园包括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必æ&行工作。有些地方在�是道德的ȥ野，而�些地
方将要改!如同主的园囿。地上荒Ĭ之E都必æ开ɍ，使之如玫瑰	芽开花。新的地区必æ�由圣
灵所感�的人去开	。新的教堂必æ建立，新的教会¡体必æ¶成。就在目前，每一个城市以及地
极的>E，都9有代真理的代表，全地都将蒙受上帝真理的光照。�光将要照耀到各地各民。而
且�光也要从那些已�3受了的人身上照射出去。那晨星已�在我�心里出了，所以我�要将它
的光Ğ耀在那些行在黑暗中之人的脚前。 {CET 220.1}

我�正面č着一个危机。我�在必æ靠Ƃ圣灵的能力宣b�末世的Ż大真理。再�不久，人人
都要听到�警告并自作决定。那�末期才来到。 {CET 220.2}

在正当的�机作成正当的事，�就是一切正当信仰的本S。上帝乃是Ż大的工作3 者，他凭着
他自己的旨意�圣工的完成Ày道路。他Ǩ与机会，倡 种种影响工作的^力并敞开工作的門路。
如果他的子民能随�守候他神旨的¤示，并准y随�与他合作，他�就必看到大工的完成。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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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如果�得正当的指 ，就必比将相同的Ý力与wy用在上帝所没有¤著G行的地方，有多出一
百倍的成ơ。我�的工作乃是改革性的，而且按照上帝的旨意，是要以工作在各方面所表的r
美，而向Ø人提供具体的例�。 特别重要的是在新的地区，æ将工作建立į固，以便正确地表Š真
理。在我�一切布道活�的O划中，都9C5住�些原©。…… {CET 220.3}

上帝的守望者必æ站在Ȉ安的城Ś上，	出警告�：“早晨将到，黑夜也来。” 以µÍR21:12—�
黑夜就是没有人能作工的黑夜。…… {CET 221.1}

有呼吁来自>方的国家�：“%�来帮助我�。”�些人是比�不容易接近，而且也不像那些近在
眼前的地区一�，庄稼已�熟透可以收割了；但他�切不可被忽略了。…… {CET 221.2}

我�的弟兄�没有U�到他�帮助推&国外的工作，也就是帮助了国内的工作，凡献�一个地区
开	新工的力量，也必加强别E的圣工。当工人�能ē脱�Ĕ方面的困 �，他�的工作范¥就必
ƿ大；当人�被引3接受真理，各教会相�成立�，�Ĕ力量也就必日益增加了。不久�些教会非
但能在自己的区域内推&圣工，而且也能供9其他地区了。��，那原来落在国内教会肩上的ì担
就彼此分担了。 {CET 221.3}

当人��国外布道区的	展表一种更慷慨，更克己Ǻ牲的精神�，国内的布道工作就必在各方
面更有&展；因�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国内的工作多Ƃ于>方布道工作所反映的影响。当我�`极
供9上帝圣工的需要�，�就使我�自己的心灵接触到一切能力的源�了。 {CET 222.1}

虽然国外地区的工作�没有i到所9有的&展，但那已有的成ơ，就足够作�感恩的�由和得到
鼓励的根据了。那用于�些地区的款£>比用在国内的�少。而且工作�是在重大³力与缺少适当
wy的情形之下&行的。然而，若就所�予�些地区的帮助而V，©所有的果效�在是¦人的。我
�在布道事<上的成功，与我�所表克己Ǻ牲的精神适成正比。 {CET 222.2}

当福音的信息清楚而正确地F开�，惟有上帝能估O其所有的成果。新的地区已�&入了，`极
的工作也推行了。真理的种子已�撒出去了， 真理的亮光已�照射在e多人的心上，使之
于上帝
有更广大的概念，并
所9培养的品格有更正确的品�。千万的人�已�被引3U�那在耶Ⱦ里的
真理。他�已�充M了那生	仁�并洁´心灵的信心了。 {CET 222.3}

�种属灵利益的价��在 以估O。有什么Ȃ索可以�量所F之道的深度呢？有什么量器足以正
确地衡量那些皈依真理之人的感化力呢？他�也要成�布道士，去�别人作工。在e多地方已�建
造了会堂。圣�—那宝Ô的圣�，也有人l考了。上帝的Č幕已�在人�，他也与他�同住了。
{CET 223.1}

我�当��些地区已�展开上帝所能嘉ť的工作而�喜快�。我�要奉主的名，�国外圣工的成
果而Š起声来ł美感I他。 {CET 223.2}

然而那从来不会作�的“元é”仍在
我��：“前&！&入新的地区，在各地高Ä旌旗。 ‘兴起	
光；因�你的光已�来到，耶和d的荣耀	照耀你。’” {CET 223.3}

我�的口号乃是：前&，一直前&。上帝的使者要走在前面，�我�Ày道路。我�永不可卸下



1/7/14, 6:51 P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85 of 99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5&start_paragraph=1003589959&finish_paragraph=1003591160&references=1

那�>方所ì的重担，直到全地都因主的荣耀而	光。 {CET 223.4}

第三十八章推�刊

一八七五年九月十二日在ǎ§州ĉzŭ所开的Č棚聚会的第一天，有好几位b@向e多注意ŝ听
的会Øb道。当天夜里，我梦�一位ƞ容高Ô的青年，在我b道之后，立即来到我的房�里。他
�： {CET 225.1}

“你�已�使Ø人注意到一些重要的(2；在多数人听来，�些都是很新奇的。在某些人听来，乃
是非常有兴趣的。b�F道的工作人@已�尽力将真理F开了。但如果不作更ū底的努力，将�些
印象牢牢地ǟ刻在人�的思想中，©你�的努力就近乎徒然了。撒但已�Ày了e多�人心目的事
物来8移人的心意；而且今生的思Ļ和HÝ的迷惑都必Ƌ合全力把那撒在心中的真理种子ż住。
{CET 225.2}

“在你�在所作的每一£努力之外，你�若同�推â合宜的�物，©你�的工作就必有更良好的
收�。有关代的各£重要真理的F?9C广�免L散	，送�一切愿意接受的人。你��要在各
水=撒种。 {CET 225.3}

“印刷品是强有力的工具，能打�人�的思想与心意。今世的人�藉着印刷品并尽量利用种种机会
将有毒害的作品供人Ɓ�。如果受世俗和撒但精神所影响的人是如此,切地推âÑ坏人的RZ和刊
物，那么你�Ǿ不9当更,Ĉ地将那具有超拔及拯救人的�物介ƍ�人么？ {CET 225.4}

“上帝已�将G用印刷品的便利Ǩ�他的子民，印刷品若与其他的工具配合，就必在推广真理知�
的事上卓�成效。�要根据�»情形的需要，将小册、Z刊，和R籍散	在全地的各城市和Ł村之
中。�是人人都可以参加的布道工作。 {CET 226.1}

“9当有人受Îù从事�一方面的工作，一面作布道士，一面推â出版物。他�9当是)度良好，
不²人Þ，也不嫌Þ别人的。在必要�，人�可以将全部光阴与精力用在�种工作上；上帝已�将
大光交托与他的子民。�不是?�他�私自享受的，却要他���亮光照耀其他E在ɇ道黑暗之中
的人。 {CET 226.2}

“你��个¡体，�没有尽到9尽的二十分之一的努力，去FŠ真理的知�。一个活ǋ的F道人若
利用推â刊物、小册的方法，©所能收到的成效>比?凭b道而不采用出版物所收�的�多。 印刷
品乃是一种强有力的利器，是上帝所命定要使之与活ǋ的F道人的努力相配合，将真理F�各国、
各族、各方、各民。有e多人的思想除此以外是无法接近的。 {CET 226.3}

“�就是付上精力与Ý力，而能有最好收�的真正布道工作。�去太怕冒¼，不敢凭信心向前迈
&，而在各水=撒种。�去没有趁着所遇到的一些好机会而加以善用。�去太怕冒¼犯 了。真的
信心不是僭越自恃，但却是勇敢&取的，宝Ô的亮光和有能力的真理需要尽速地出版	行。” {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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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1}

他又�：“你的丈夫在他勉励别人参与圣工并担ì重任的努力上不可灰心。凡�上帝所悦ť的人，
撒但一定要攻c的。如果他�N于断�了与上天的�ĥ，并危害到圣工，他�的失Ñ决不会Ă咎于
你或你的丈夫，却要Ă咎于那些埋怨上帝之人的不愿了解而加以克服的乖僻性情。上帝曾#0用�
些人来担任圣工，但6果失Ñ了，以致�那些无私的忠�分子增添了很重的ì担。他�所造成的妨
碍和使人灰心的影响，足以抵消他��去所有的一切善行而有余。虽然如此，但�不9Ȇ阻上帝的
旨意，就是要将�正在	展的工作及其一切ĩĝ的重担，分成各个部門，交�各人分别去推�，要
他�在9Cì起工作�就忠心地出力去肩ì。�些人必æ�意受教，��上帝才能�他�相当的x
格，使他�成圣，并Ǩ�他�圣洁的判断力，使他�可以奉他的名推&他�所担ì的圣工。” {CET

227.2}

【ņ者按：�一篇关于推âR刊的勉言，是�最初召%那些受�Îù的文字布道士而	的。】
{CET 227.3}

第三十九章�利的教会

在异象中，我看�有两�大p在作惨烈的搏斗。其中一�的旗Ɉ�着属世的徽号，另一�却由以
z内利大君血染的旌旗3 着。我看�两p的旗Ɉ，一面一面地被拖曳在Ÿ埃之中；同�，也看�
主的p兵一�一�地投入了Ōpĭ¸；而从仇Ō的ĭ¸中，也有p兵一支一支地与守上帝ȼ命的人
�合起来。有一位天使K在空中，将以z内利的p旗放在e多人的手中，同�，一位大有能力的将
p也在大声喊叫�：“列�！凡是忠心守上帝ȼ命，�耶Ⱦ作��的，在要固守自己的Ǫ位。你�
�要从他�中�出来，与他�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我就收ť你�，我要作你�的父，你�要
作我的儿女。但愿人人都来帮助耶和d，帮助耶和d攻c勇士。” {CET 228.1}

P争酣烈，双方互有Õì。有�十字架的p兵Ñ退了，“好象拿p旗的昏�去一�。” 以µÍR
10:18 但他�¤然是以退�&，取得了更有利的ĭ^。只听得F来ĭĭ�呼之声。当基督的精兵将
他的旌旗Ȣ立在那一向�Ō人固守的城堡上�，便Š起了一片ł美上帝的歌声，又有Ø天使的声音
相和。我�救恩的元é在指 P争，并声援他的p兵。他大展神能，激励他�使P争迫近城門。他
逐步率3他�，Õ了又Õ，又以威ô秉公·教 他�。 {CET 228.2}

最后的Õ利N于得到了。 那跟从在p旗上2着“守上帝ȼ命，和耶Ⱦ真道”的一�大p，�得了光
荣的Õ利。基督的精兵行近了城門，�城也��喜喜地迎接她的君王。和平快�而且永>公·的国
度得以建立了。 {CET 228.3}

5利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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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教会也是从事P争的。目前我�是
抗着一个E在午夜的幽暗，而几乎完全沉湎于拜偶像的
世界。然而N有一日，P争要6束，Õ利要�得的。上帝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于是
万邦除了天国的律法以外，不再承U别的律法了。Ø人要�合成�一个快�¡Ā的家族，以ł美感
I�衣—就是基督的·袍。整个自然界要以其r越的美善，�常地向上帝献上Ʌł和崇拜。全世界
要同沐天上的恩光；�度那无尽的[月。那�月光必象日光，日光也要比在增加七倍。看到��
的景象，晨星就一同歌唱，神的Ø子也一同�呼，同�上帝和基督也�合宣告�：“不再有罪�，也
不再有死亡了。” {CET 229.1}

儆醒守望

�就是所指示�我的景象。然而教会必æ而且一定要与那看得�和看不�的仇Ō争P。那化成人
形之撒但的爪牙，已�上ĭ了。世人已6盟要反抗万p之耶和d。�些�盟必延]下去，直到基督
离开他在施恩座前作中保的地位，披上复仇的外袍�止。 撒但的爪牙今正在各城市之中，忙于将
那班反
上帝律法的人¶ĕ成党派。不少自命�圣徒和直U是不信者，都列身于�些党派中。上帝
的百姓再也不能示弱了。我�必æ��提防，一刻也不能懈怠。 {CET 229.2}

“你�要靠着主，倚Ƃ他的大能大力，作�强的人。要穿戴上帝所Ǩ的全副p装，就能抵Ư魔鬼的
ȚO。因我�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P，乃是与那些Ē政的、掌权的、管Ƚ�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
属灵气的�魔争P。所以要拿起上帝所Ǩ的全副p装，好在磨 的日子，抵Ư仇Ō，并且成就了一
切，�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į了，用真理当作*子束腰，用公·当作�心Ą遮胸；又用平安的福
音，当作Ày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ƃ尽那�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
救恩的�盔，拿着圣灵的宝Â，就是上帝的道。’” 以弗所R6:10-17 {CET 230.1}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的�心，在知�和各���上，多而又多；使你�能分别是非，作Ĉ�
无�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Ⱦ基督6M了仁·的果子，叫荣耀称łĂ于上帝。” 腓立比R
1:9-11 {CET 230.2}

“只要你�行事�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į，�所信的福音Į心努力；
凡事不怕Ō人的¦吓； �是�明他�沉Ȍ，你�得救，都是出于上帝。因�你�蒙恩，不但得以信
服基督，并要�他受苦。” 腓立比R1:27-29 {CET 230.3}

»此末期，我�竟能看�未来荣耀的异象¤出，�乃是上帝的手所描述的景象，也是他教会所当
珍A的。那在上帝的儿子被�受ƶ�支持他的是什么呢？—他看�了自己ĝ苦的功效，便心M意
足。他展望到永久的未来，并看到那些将要因他的屈辱而得蒙赦罪，承受永生的人的快�光景。“他
�他�的�犯受害，�他�的罪孽³B。因他受的刑ƹ，他�得平安；因他受的鞭B他�得医治。”
参以µÍR53:5 他的耳朵听到了ȯ民的Õ利ž喊。他听到了得ȯ之人�唱摩西和羔羊的歌。 {CET

231.1}

我�必æ展望到未来的>景和天国的幸福。要站在永恒世界的=�上，静听那�予凡在今生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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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合作，并因能�他受苦而感�无上光荣之人的4切�迎辞。当他�与Ø天使会合�，他�要将�
上的冠冕投在救ȯ主的脚前，�“曾被Ê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Ô、荣耀、Ʌł
的。……但愿Ʌł、尊Ô、荣耀、权^，都Ă�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 ķ示�5:12, 13
{CET 231.2}

在那里，蒙ȯ的人要迎�那些曾�指 他�去4就那被Ä起来的救主的人。他�要同声ł美那位
曾�舍命，�要使人类承受那与上帝生命相称之生命的主。斗争�去了。一切的患 和Ž争也都止
息了。当ȯ民聚集在上帝宝座四¥的�候，Õ利的歌声要洋溢天庭。人人都要唱那快�的ā歌： “那
曾被Ê而复活得Õ的羔羊，是配得荣耀的！” {CET 231.3}

“此后，我|看，�有e多的人，没有人能数�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
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ă枝；大声喊着�，愿救恩Ă于坐在宝座上我�的上帝，也Ă与羔
羊。” ķ示�7:9, 10 {CET 232.1}

“�些人是从大患 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了。所以他�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
他殿中事奉他；坐宝座的要用Č幕覆庇他�。他�不再ȍ，不再渴；日�和炎,也必不B害他�；
因�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3他�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
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以前的事都�去了。” ķ示�7:14-17; 21:4 {CET 232.2}

第四十章$#努力的��

“人……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ĲǨ。” 哥林多前R3:14 那些忠心的工人聚集在上帝
和羔羊的宝座前，他�所得的ĲǨ真是荣耀极了。当仍在肉身的§翰�到上帝的威荣之�，就仆倒
在地，象死了一�；因�他受不住�威荣。但是到上帝的子民得了不朽坏生命以后，他�就要“得�
他的真体。” §翰一R3:2 他�必站在宝座前，在�子里蒙悦ť。他�一切的罪�都被涂抹了，一切
的�犯都被挪去了。在他�可以清楚地看�上帝宝座的荣光。他�曾与基督共患 ，在他救ȯ的
O划中与他同工，也必与他同享那目睹e多在上帝国中得救之人的快�，在那里Ʌł上帝直到永永
>>。 {CET 232.3}

Q民的快�

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我Ƕ你�Ày迎接那乘云而来的基督。你�要天天í开那Ɵ�世界的心。
要从��上明白与基督相交究有何等意·。当�ƶ判而作准y，以致基督降č，在一切信的人身上
¤�可羡慕的�候，你�也可加入那安然�主的人群之中。到那日，凡被救ȯ的人必	出圣父圣子
的荣光。天使也要Ĺ奏金琴，迎接王和他的P利品，—就是那些在羔羊之血中洗白´的人。Ǣ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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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洋溢在全天庭之中。基督PÕ了。他*着他所ȯ的人同入天庭，�些人就是��他所作的Ǻ牲
和他所受的苦 到底不是徒然的。 {CET 233.1}

主的复活与升天，乃是上帝的圣徒PÕ死亡的确据，也是保�天国的門仍然
那曾用羔羊的血把
自己品格的衣裳洗白´了的人开着的。耶Ⱦ升到天父面前作人类的代表，上帝也必使凡反映他形像
的人目睹并同享他的荣耀。 {CET 233.2}

世上寄居的客旅乃是有家可Ă的。·人必身穿·袍，�戴荣冠，手Ē得Õ的棕ă枝。在未来的世
界中，我�就会明白在上帝美意之下所遭遇的困惑，究竟有何用意。 懂的事也都能得到解Ĥ了。
那种种恩典的奥秘也都能向我�¤明了。我��有限的心思所看出的，只是混乱与背§，到那�就
会!成天衣无ǥ与美妙的和ǔ了。那�我�就会知道在所受的似乎极其困 的��，无非是无限
的慈�使然。我�便看出上帝是如何地眷á我�，如何地使“万事都互相效力，”(�ĉzR8:28)叫我
�得益E，我�就有�不出来“M有荣光的大喜�”了。 �彼得前R1:8 {CET 235.1}

在天上的气氛之中，没有痛苦存在的余地。在被ȯ之民的家Ł决没有流泪，ǝ葬，以及ɯ素悲哀
的表号。“城内居民必不�，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 以µÍR33:24 大量澎湃的
喜�之潮必�流不竭，愈来愈深。 {CET 235.2}

我�在仍E于各种属世的Žň与阴影之中。但愿我�极其,切想念到那将来的幸福。但愿我�
以信心穿透一切ų云，仰望那位�世人之罪而死的主。他已�凡接待而且相信他的人开了�园的
門，并且Ǩ�他�作上帝儿女的特权。更愿我�所遭受的一切 堪的苦楚都成�有益的教Î，足以
教我�向前努力去得上帝在基督里召我�来得的ĲǨ。但愿主必快来的�种思想激励我�。但愿�
希望使我�的心中快�。“因��有一点点�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ő延。” 希伯来R10:37 等到主
人来了， 看�仆人儆醒等候，那仆人就有福了。 {CET 235.3}

在;途中

我�正在Ă途中。那�我�甚至�我�而死的主，已�我�建造了一座城。新耶路撒冷便是我�
安居之所。在上帝的城中必不至有ĩB。没有痛苦的ư息；�望的悲Ǆ和失恋的哀歌，永不会再入
我�的耳中。我��愁苦的外袍，即将}成婚姻的礼服。我�即将4眼看�大王加冕。凡已将生命
藏在基督里的人，凡曾在世上�真道打�那美好之仗的人，必在上帝的国中	出救ȯ者的光ǃ。
{CET 236.1}

再�不久，我�就要4自会�那位永生希望所寄之主了。在他的面前，今生一切的ƴ 困苦都不
足介意了。“所以你�不可í弃勇敢的心；存��的心必得大ĲǨ。你�必æ忍耐，使你�行完了上
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9e的。因��有一点点�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ő延。” 希伯来R
10:35-37 要向上看，向上看，使你�的信心不住地增加。��信心引 你�走上那条通入上帝之城
的門，i到�被ȯ者而Ày的Ż大无œ未来荣耀的窄路上。“弟兄�哪！你�要忍耐，直到主来。看
哪！ġ夫忍耐等候地里宝Ô的出m，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也当忍耐，�固你�的心，因�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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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近了。” 雅各R5:7, 8 {CET 236.2}

附�

0言的恩M

起初上帝�造人类并将人安置在伊甸园的�候，他能与�造主和Ø天使面
面交½。及至罪�&
入世界，�特权就被撤回了。人就成了必死的，不能瞻仰上帝不可思É的荣耀，也不能生存在他的
面前。 {CET 237.1}

堕落了的人类虽然不能与上帝直接交½，但我�慈�的天父却始N保持着与人类的交往。通�圣
天使的服�，上帝已保�人类脱离邪�的^力，并帮助人类遵照他的旨意而生活。他藉着圣灵�媒
介，向人的心灵b�，并使那罪�深重而又愚昧的人也能找到那 向·行与永生的道路。 {CET 237.2}

上帝也藉着他所Ȯ;的代言人向堕落的人类��，在异象和异梦中将有关他旨意的知�F�他
�。�些Fi他旨意的人通称�神人或先知，是主4自分别出来，特别担任3受从天而来的信息并
将它F�人类的工作。上帝�：“你�中�若有先知，我耶和d必在异象中向他¤，在梦中与他�
�。”民数512:6 {CET 237.3}

圣�乃是从上帝如此¤著地重用之人的著作所Ƌņ而成的。 �些人曾向他�当代的人Fb上帝所
Ǩ的信息；同�他�也曾向未来的教会F出e多属灵的真理，并留下了Ƕ勉和警告。“Ø先知”“得了
ķ示，知道他�所Fb的一切事，不是�自己，乃是�你�；那……F福音�你�的人；在将�
些事Z�你�。”彼得前R1:10-12 {CET 237.4}

在族�代

À言的恩Ǩ不限于任何一个�代。在圣�最早的5�中，我�已�可以看到它¤的�例。Í当
的七世Ə以Ņ乃是个先知。他曾展望到以后的世世代代，在异象中看到主的降č，以及在那不敬虔
的人身上施行最后ƶ判的事。(犹14,15) {CET 238.1}

主曾在异象中向Í伯拉罕，以撒，雅各¤，À言到那将要č到他�子Ə的福惠。他曾与�些子
Ə重申他所立的§，他�就被引3而仰望·人最后的ĲǨ，并>>望�上帝所�¸所建造的天城的
荣耀。�希伯来R11:10 {CET 238.2}

蒙上帝Ȯ;率3以色列人出离埃及�奴之地而&入迦南的摩西，也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先知。他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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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弥µÍ的来č�：“耶和d你的上帝要从你�弟兄中�，�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要听从他。”
申命518:15上帝曾将e多ķ示Ǩ��个忠心的人；虽然神的荣耀未曾完全向他¤，但圣��上帝
曾和他“面
面”��。�申命534:10 {CET 238.3}

在以色列人定居迦南之后，那包¥着他�的拜偶像之人的影响使他�8离了真神，去崇拜日、
月、星辰，和e多用金ë木石所造成的偶像。 ��，他�就ƭ犯了上天�他�的好E所Ǩ下的ȼ
命。当上帝看到;民ĨĨ>离了他�的�造主和施恩主而�于ƃ亡的途径�，他的慈心就不ÕB痛
了。 {CET 238.4}

在当�普遍性的背道)气中，�有少数的人保持着效忠耶和d的心；于是上帝就从�些人中Ȯ;
了先知，委派他�去呼召Ø人悔改，并
他�的行�所必然招致的ǂ害予以警告。“耶和d他�列祖
的上帝因��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代志下36:15 {CET 239.1}

以色列最杰出的先知中有撒母耳、以利Í、以利沙、以µÍ、耶利米、以西6，和但以理。他�
曾用�人的�h号召Ø人8离自己的�行，并向他�保�耶和d一定要开恩收ť且Ǩ福�他�，并
要医治他�背道的病。�些先知的著作中，也有一些是特别适合我��代的。他�曾bV到“末后
的日子”和“末�”的事。�以µÍR2:2但以理R12:4 {CET 239.2}

在基督第一次降>的�代

旧§�代最后的一位先知乃是ę拉基。根据所有的�史材料，在基督降生之前形式主·盛行的一
段�期中，并没有À言之恩Ǩ的¤。但在弥µÍ降生的前夕， 上帝就差派了先知来�他Ày道
路。施洗§翰的父4撒迦利Í“被圣灵充M，就À言�。”路加福音1:67西面乃是一个“又公·又虔
Ĉ”的人，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受了圣灵的感�&入圣殿，b述有关耶Ⱦ的À言，
�他“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女先知Í拿也曾“将孩子的事，
一切盼望耶路
撒冷得救ȯ的人b�。” �路加福音2:25, 32, 38 各世代先知中没有比施洗§翰更大的；他蒙上帝Ȯ
;向以色列宣布“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的来č。§翰福音1:29 {CET 239.3}

在使徒�代

基督教�代的开始，有圣灵的沛降和各种属灵恩Ǩ的¤��5。在�些恩Ǩ之中，也有À言的
恩Ǩ。在使徒行F一R中，我�可以�到早期基督教会中的彼得、司提反，以及其他的人出于灵感
所b的�；又有腓利的四个女儿，“都是E女，是�À言的；”也有关于先知Í迦布的事。使徒行F
21:9, 10 {CET 240.1}

使徒保ĉ曾看�有关天国荣耀的异象 �哥林多后R12:1-7。他在哥林多前R第十二章中，ï�²
V圣灵的恩Ǩ，�明�些恩Ǩ不是?Ǩ�一个世代的，而要�]到“直等到我�Ø人在真道上同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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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U�上帝的儿子，得以�大成人，M有基督�成的身量”的�候。以弗所R4:13 “上帝在教会所
w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D，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Ǩ医病的，帮助人
的，治理事的，�方言的。”哥林多前R12:28 {CET 240.2}

耶Ⱦ的十二使徒中，最后生存在世的§翰也是先知。 在圣�的末后一卷R中，他b述他被放逐在
拔摩{�所得的异象。他将�些异象5�下来，并�明�都是“耶Ⱦ基督的ķ示，就是上帝Ǩ�他，
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Ø仆人；”他又�：基督“就差遣使者，Ɔɬ他的仆人§翰；§翰便将上
帝的道，和耶Ⱦ基督的��，凡自己所看�的，都�明出来。”ķ示�1:1, 2 {CET 240.3}

消失于大背道的�代

圣�À言将有一个大背道�期，�种象在使徒�代已�开始¤露了；那�在教会中有某些假弟
兄出，而且N必	展到保ĉ写信�帖撒ĉ尼迦人所�的“离道反教，”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Ȍ之
子”¤露出来的地步。�帖撒ĉ尼迦后R2:1-7 {CET 241.1}

�些À言果然9�了；根据�史的5'，在耶Ⱦ的使徒中最后一个逝世之后，教会中的一些教友
就开始偏离基督所教 的Å正的真理，于是�些教友就ĨĨ在邪教的)俗上与世界�合了。 {CET

241.2}

随着[月的流8，教会数目增加，工作°利，所以e多人在遵守圣�教Î的事上就越来越松懈
了，直到最后，在主后第五和第六世ã中，大多数自称�基督徒的人，他�的生活�»上已与基督
的教Î不符了。此后的好几世ã中，一种背道的基督教就大�得^。真理被抑制而湮没，愚妄的事
却盛行了。 {CET 241.3}

�几世ã离道反教的�期，在�史上通称�“黑暗�代”是Ǥ�适当的。在此�期内，屡次有人企
0Ɩ改或Ĭ除圣�中的e多基本教Î。在�种情形之下，正如在基督第一次降č之前的几世ã中，
À言恩Ǩ的¤示几乎全然消失，�不足�奇。 {CET 242.1}

末世0言恩M的恢复

圣�虽然À言到�一段可怕的背道�期，但它也清楚地指出在基督复č的前夕，e多人要从ɇ道
和迷信之中被拯救出来。全地要再度因上帝的荣耀而	光。圣�中的Å正真理要照耀出来。»此特
蒙上天光照的č近末日的�代，圣灵的恩Ǩ要在真教会里再度¤。“上帝�，在末后的日子，我要
将我的灵ȇ灌凡有血气的；你�的儿女要�À言；你�的少年人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在那
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就要�À言。”使徒行F2:17, 18;§珥R2:28, 29
{CET 242.2}

先知§翰曾用清楚的û句提到“其余的儿女，”或末后的教会；他�“就是那守上帝ȼ命，�耶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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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ķ示�12:17 在另外一E，�同一位作者又将“�耶Ⱦ作��的”意·作一明白的解Ĥ。当
§翰想拜那在异象中向他¤的天使�，天使
他�： {CET 242.3}

“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耶Ⱦ作��的弟兄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上帝。”ķ示�19:10
{CET 243.1}

在另一次相同的情况之下，�位天使又�： {CET 243.2}

“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Ø先知……同是作仆人的。”ķ示�22:9 {CET 243.3}

�两段�文的意思乃是相同的。在一Q里，�§翰的“弟兄”是n有“耶Ⱦ的��”的；在另一Q中，
�些“弟兄”却被称�“Ø先知”。 {CET 243.4}

由此可�那“有耶Ⱦ的��”的人就是“Ø先知”；而且�位向§翰¤的天使，很明¤的必是1門F
信息�Ø先知的一位—无疑地就是那曾向但以理¤的加百列。�但以理R8:16; 9:21 �同一位天使
更告«§翰�：“À言中的灵意，乃是�耶Ⱦ作��。”ķ示�19:10 {CET 243.5}

我�拿“�耶Ⱦ作��”�一句�，和ķ示�十二章十七Q所�“其余的儿女……就是那守上帝ȼ
命，�耶Ⱦ作��”的�一同研究之后，就可得出以下的6V：在基督复č之前，他的真教会必定遵
守他的ȼ命，并有À言之灵的恩Ǩ。 {CET 243.6}

圣�中有关世界�史末u之�兆与事件的迅速9�，乃是确ɔ的凭据，�明我�所E的�代乃是
末世了。因此，今理9有一班守上帝ȼ命和耶Ⱦ真道—就是n有À言之灵—的基督徒出。%(
从哪里可以找到�班人呢？ {CET 243.7}

接受圣
的考)

由于e多妄称受教于上帝之人所造成的狂,象，e多善良的人
于任何受神圣ķ示之人的宣
述，深表±疑或全然不信。凡õ求真理者固9提防假先知和假教D的欺Ģ，同�也要ǚ慎，以免不
能辨�真的。使徒写道：“不要藐A先知的bV，但要凡事察�；善美的要持守。”帖撒ĉ尼迦前R
5:20, 21 {CET 244.1}

本乎上述的指示，基督徒9C毫不偏Ǥ地思考今日复čG�得蒙神圣引3的凭�，以及与�G�
有关之À言恩Ǩ的¤示。若忽A圣灵藉�恩Ǩ所有的成就，那是危¼的。但也有Ƕȼ我�的�
�：“你�要防y假先知；他�到你��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其察�的方法乃
是：“凭着他�的果子，就可以U出他�来。”z太福音7:15, 20 {CET 244.2}

人若想在一个卑劣的欺Ģ者身上õ得Å正的真理和使人成圣的能力，不啻在荆棘上摘葡萄，在蒺
藜里摘无花果。“凡好ă都6好果子，惟独坏ă6坏果子。好ă不能6坏果子，坏ă不能6好果子。
……所以凭着他�的果子，就可以U出他�来。”z太福音7:17-20 {CET 244.3}

郝�ń姊妹，婚后称�±�ńD母，`极参与圣工，�七十年，其中六十年在美国，十年在欧洲
和澳洲。在�悠�的�期中，她多次得蒙她所深相信是来自上天的ķ示， 遂将�些ķ示据�地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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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以Î 教会。�些著作多半已�出版，并且广�â行。也有千万人根据圣�，相信我�正E
于世界�史的末u，并U定±D母�上帝的代言人，藉着À言之灵向他的余民教会	言。此一信念
是�得考Ļ的。而且她工作的�S9C以她的生活，教Î，和所得的ķ示�察�的根据。 {CET 244.4}

±�ńD母一向希望人以圣�来作�#�她工作与教Î的�准。她写道：“9当按着�言所6的果
子来判断它�。�言教Î的精·是什么？它�感化的6果是什么？……上帝正在教 他的教会，ò
y其�失并加强其信心，否©不然。�是上帝的工作，否©不是。上帝与撒但不能夥合。我的工
作……若是没有上帝的印5，便是有仇Ō的印5。�件事不能中途妥Ń。 {CET 245.1}

“主曾藉着À言之灵在我面前4自¤了�去，在，及未来之事。我蒙指示��一些从未��的
面貌，到了几年之后，我一�到他�就U�。我曾从沉睡中被Ǡ醒，
于以前q中所想�的2目，
有了生�的感�；我曾在半夜写信，寄往大î的另一方，而在危机č�之�到i，使上帝的圣工免
受大害。�就是我多年来的工作。有一种能力激�我， 去斥ò那些我从未想�的�ć。�工作……
究竟是出于上�的�是出于下面的呢？……那些真心要明白真理的人，必得充分的凭据，足x征
信。”—《教会�言》卷五原文第671,672面。 {CET 245.2}

高1基督

福音的大旨乃是上帝的儿子耶Ⱦ基督道成肉身，以及“基督在你�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因�
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歌ĉ西R1:27;
2:9, 10 人接受或拒��一£真理，乃是上帝所指定�自称有À言恩Ǩ之人的#�。 {CET 246.1}

使徒§翰写道：“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要#�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世上有e多假
先知已�出来了。凡灵U耶Ⱦ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从此你�可以U出上帝的灵
来。凡灵不U耶Ⱦ，就不是出于上帝。”§翰一R4:1-3 {CET 246.2}

假先知并不高Ä基督。他�宁愿使人注意他�自己。他�“�悖ɇ的�，要引Ɨ門徒跟从他�。”
使徒行F20:30 �要i到�个目的起�，他�所有的教Î都是1門²好那些心里�：“
先��，不
要望�不吉利的事；
先知�，不要向我�b正直的�，要向我��柔和的�”的人。 以µÍR
30:10 �些假先知和假教D是“属世界的，所以V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翰一R4:5 {CET

246.3}

±D母的教Î乃承U并高Ä基督�罪人唯一的救主。除了基督之外，“在天下人�，没有Ǩ下别的
名，我�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F4:12 在她自己�救主所作的工作上， 她�践了她所F�其他F
道弟兄�的以下教Î： {CET 246.4}

“基督被Ɠ，基督复活，基督升到ǁ天之上以及基督复č等，9当那�è化及充MF道人的心灵，
使之��，以致他能本着仁�和Ȫ切，向人FŠ�些真理。��，耶Ⱦ就被表出来，人就不再�
那F道人了。你��教 人的9当高Ä耶Ⱦ，在b道、唱ā、祈祷上，都要高Ä他。要G用你全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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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力，向那模糊、惶惑、迷亡的人�，指出‘上帝的羔羊。’9当高Ä那复活的救主；并
听的人
�，来就那‘�我�，�我�舍了自己’的主。以弗所R5:2 9当把救恩的科学列�每次b道的重心，
并作每首ā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事尽情的ŝ述出来。在你�所b的道中，不可另加别的来
Ò充基督，因�他乃是上帝的智慧与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明耶Ⱦ是悔改之人的希望，
相信之人的保障。要向那些在苦 及�望中的人，¤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全y”—《F
道良助》第159,160面 {CET 247.1}

“3T和法度”

公·的仇Ō一Ȁ的O策就是要使人忽A耶和d的律法的要求。反之，上帝常藉他的先知w法使人
体会到他永久不!的律法的正·要求。圣�V到他古�的子民�：“耶和d藉Ø先知，先�，Ƕ戒以
色列人和犹太人， �：当离开你�的�行，ǚ守我的ȼ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列祖，并藉我仆人
Ø先知所F�你�的律法。”列王5下17:13 {CET 247.2}

»此人人忽A上帝律法的无上权威的今日，±D母却�毅而无畏地努力将上帝律法的神圣性S打
�人�的良心。她向公Øb道�，不断地强j�律法的不!性，以及人�靠基督的能力遵守其中的
每一条的必要。她V到律法与福音的关系�： {CET 248.1}

“律法的原©已在基督的生活中¤明了；当上帝的圣灵感化人心，基督的光¤明人需要他那使人洁
´的血和使人称·的·�，律法仍然是引我�到基督面前的Î蒙的D傅，使我�因信称·。‘耶和d
的律法全y，能İ醒人心。’” {CET 248.2}

“耶Ⱦ�：‘就是到天地都Ĭ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Ĭ去，都要成全。’在天空照耀着的太阳
和人�所居住的大地，都是上帝的��，�明他的律法是不!的，是永久的。Ɣ使太阳和地球Ĭ
去，而上帝的律法仍将永>�存。‘天地Ĭ去，�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容易。’(路加福音16:17)那
些指明耶Ⱦ�上帝羔羊种种À表性的制度，在耶ȾƓ死�都要Ĭ去。但是十ȼ的律法却象上帝的宝
座一�，是永不更改的。”—《�代愿望》第309面。’ {CET 248.3}

尊重圣


±D母的著作常以圣��一切属灵真理的源�。�些著作充M了她所引�的�文，她
于�些�
文也从来没有加以离奇的强解。 基督复č安息日会的信徒决不以她的著作�圣�的Òņ，也不以研
究�些著作来代替研究圣�。她自己写道： {CET 248.4}

“圣�足能光照那最�昏迷的心智，而且凡愿意明白的人都能明白。虽然如此，但有一些自称研究
圣�的人，却在生活上恰好ƭ背了其中最明¤的教Î。所以上帝�要使他�无可推ɦ起�，再Ǩ�
他�坦率，明确的�言，叫他�8回来°从他�所疏忽了的�Î。”“�些�言不是要减T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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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高Ä并吸引人来注意��，使真理的?Å与美妙可以感�Ø人。” {CET 249.1}

“我�的警句9当是：‘人当以Îɕ(英文Ǘ作“�言”)和法度��准；他�所�的，若不与此相符，
必不得�晨光。’(以µÍR8:20)我�有一部M'极宝Ô真理的圣�，它含有知�的阿拉法与俄梅戛
(即“始”与“N”)。圣�乃是出于上帝的默示，‘于教Î，督ò，使人Ă正，教 人学·，都是有益的；
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Ày行各�的善事。’(提摩太后R3:16, 17)9当用圣�作你的�本。’” {CET

249.2}

她写�她F道的弟兄��：“不可提倡基督未曾��，及在圣�上无根据的理V或#�的方法。我
�有Ż大庄ô的真理要F�Ø人。当向每人ū入心坎地�明‘�上5着�’乃是#�的准©。“我�当
以圣��向 ；当õ求‘耶和d如此�。’人的方法已�够多了。??受属世学(Îù的�q， 不能明
白属上帝的事；但�个�q如果悔改成圣了，就会看出圣�中的神能来。”—《F道良助》第
308,309面。 {CET 249.3}

0言的�)

ƫ别真神与假神之�的特征之一，就是真神能够将�去和未来的事正确地ķ示�世人。耶和d曾
藉先知以µÍ向异邦所敬奉的ǁ神挑P�：“可以声明，指示我�将来必遇的事，�明先前的是什么
事，好叫我�思索，得知事的6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要�明后来的事，好叫我�知道你
�是神。”�些假神既作不到�一点，耶和d便�：“看哪，你�属乎虚无，你�的作�也属乎虚空；
那;�你�的是可憎�的。”以µÍR41:22-24 {CET 250.1}

上天所定察�上帝真先知的方法之一，就是他所b的�是否9�。上帝曾藉Ż大的先知摩西向古
代以色列人�： {CET 250.2}

“你心里若�，耶和d所未曾吩咐的�，我�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d的名��，所�的若不成
就，也无效�，�就是耶和d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的，你不要怕他。”申命518:21, 22．
{CET 250.3}

有e多例子可以提供来�明上帝所Ǩ�±D母的先�之明。她�常在异象中看到她所不U�的
人。后来她在出外旅行的�候遇�了�些人， 并将她在异象中所得到有关他�的信息F�他�—�
些信息都¤明她很熟悉他�的行�和�机，�种知�是她不可能从旁人得到的。 {CET 250.4}

在她早年从事圣工的�候，只有她和她丈夫及§瑟牧D是G�的	起人，FŠ安息日的真理，
当�，此G�力量甚微，而关于�个G�未来的	展却ķ示在她面前了。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在麻沙却塞州多ū斯特的一次聚会中，±D母得到了一个异象，看��信息以初升旭日�象征，越
照越明，直到普照全球。 {CET 251.1}

她出离异象之后，便告«丈夫�：主要他开始印行一个小Z刊，并�明�种印行真理的工作必要
	展，直到它象一道一道的光芒�Ƴ全世界。在人看来，�是一个大胆的À言。那�信徒很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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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Ĕ能力又极微薄，他�的信仰也不�大Ø所�迎。但那凡事都能的上帝已�奇异地�了他
的�，从那�直到在，本会文字布道的工作逐步地	展着，直到在全世界M'真理之R刊的	行
数量每年-�i七百万美元。 {CET 251.2}

±D母根据所�的异象，很早就生�地形容基督复č安息日会的信徒在主复č之前所必有的�
�。在当年通灵¬最初在ǎ§州出的�候，她就看到�种邪¬所必有的非凡而迅速的	展。她曾
À言到当�享有完全宗教自由的国家中，将来要通�强迫遵守星期日的律法。ǁ如此类的À言都已
�刊印成R，并且广�	行。 随之	生的e多�事已��明她所bÀ言的真�性，�些À言的9�
也使我��信她所�有关本会最后Õ利的À言也必照�9�。�个G�的兴盛，也有Ƃ于她藉着口
舌笔墨所F�本会3袖和同工的Ƕ勉与Îȼ。 {CET 251.3}

在异象中的情形

±D母常在e多��人面前�到异象，尤其是在她早年工作�期往往如此。在�种情形之下，她

于当�的�境是完全没有知�的。但她在�明她所�到的景象�，也�常以r雅的ƞo往来行
走。她具有超人的体力。常有强壮的男子上去#0推�她的手臂，使之改!姿^，但N属徒然。有
一次在ȱ因州托普Ź的柯提司弟兄家中，她从Ǝ子上取下来一本重i十八磅的圣�，用左手Ä起高
��部，用右手来回翻揭Ru。她Ä目望着上空，用右手指出数E�文，正确地逐一宣�出来。平
常靠她自己的能力用双手也不容易Ä起�部圣�；但在异象中， 她竟以超自然的能力用左手Ä起圣
�i三十分s之久。 {CET 252.1}

±D母在叙述她所�的异象�，常提到一位教 她的天使，称他�“陪同我的天使”，或“我的指
 ”，或“我的向 ”。�些称Ċ乃是指着一位始N作她的向 和教 者的光明荣耀的天使b的。 {CET

253.1}

±D母虽然常在异象中b�，但b��口里没有气息。一八五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在ǎ§州的ĉū
斯特�异象�，有两位医生#0�明她的肺里依然有气息。他�所使用的种种#�方法之一，就是
将一枝点着的蜡Ȏ放在她嘴前，以不灼B她的嘴唇�度尽量挨近口=。当�她虽大声b�，而Ȏ焰
毫不ȗ�。她出离异象的�一个象就是深深地吸一口气，�几秒s之后，她就再吸一口气，于是
她便逐Ĩ恢复正常的呼吸了。 {CET 253.2}

�些生理方面的象，与但以理�异象的情形相同。犹如他在他的À言R第十章所叙述的一�。
他提到自己首先失去气力，然后有一位天使出，Ǩ他超人的能力。他�：“我一�异象就Ǐ身无
力，毫无气息。有一位形状象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但以理R10:17, 18 {CET 253.3}

一个目�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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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夫Ķ的一位N身的老同工施密斯•ų利Í
于±D母所3受的恩Ǩ作了以下的��： {CET

253.4}

“尽人之所能做到的ǁ般#�， �明了�些异象是真�的。所有的�据，无V是内在的或外表
的，都是确切无ć的。它�与圣�符合而不相矛盾。�些异象的Ǩ与乃是在圣灵特别č格之�，除
非那些有x格从事ƫ别的人始N都受了欺Ģ。所有的征象都是宁静，庄ô，而生�的。足能使每一
个看�的人感��决不是虚假或狂妄的表。 {CET 253.5}

“�些异象所6的果子，�明他�的来源是与邪灵恰恰相反的。 {CET 254.1}

“(一)它�倡明最Å正的道德。它�反
一切的罪�，并Ƕ人�行各�的美德。它�指出我�奔走
天国道路上所必�的e多危¼。它�揭露撒但的ȚO，警告我�>避他的ĉ网。它�也破坏了仇Ō
所多次企07目混珠地渗入于我�当中的狂,象。它�揭露了ĳ藏的罪�，¤明了秘密的�ć，
并暴露了假弟兄的邪��机。它�屡次激励我�更完全地献身与上帝，更努力地追求内心的圣洁，
并更殷勤地事奉我�的主。 {CET 254.2}

“(二)它�引3我�到基督面前。它�象圣�一�，高Ä基督�人类唯一的希望与救主。它�以生
�的言辞向我�Ɋ明他的圣洁生活和虔Ĉ的榜�；并以无可抗拒的Ƕ勉激励我�跟从他的脚步。
{CET 254.3}

“(三)它�引 我�更注重圣�。它�高Ä圣��上帝所默示的，不可更改的圣言。它�Ƕ勉我�
以圣��我�的á(，�我�信心与行�的准©。它�有力地Ƕ我�深入而殷勤地研究其中的篇
章，熟悉其中的教Î， 因��必在末日作ƶ判我�的�准。 {CET 254.4}

“(四)它�已��e多人*来安ǫ与慰藉的信息。它�已��强了è弱的人，勉励了灰心的人，ö
兴了�望的人。它�从混乱中恢复了秩序，使弯曲的道路!�正直，并且光照了黯淡而ƴ深的(
2。故此凡是思想开明的人�了�些号召人追求Å正而高尚的道德，又高Ä上帝与救主，斥ò罪
�，并Ƕ人8向一切圣善之事的文字之后，就不得不�：‘�不是鬼附之人所�的�。’§翰福音
10:21” {CET 255.1}

-�母工作的价&

一九一五年七月十六日，±D母在e多国家中&行了足足七十年写作和F道的工作之后，就在加
州圣特利那自己的家中在耶Ⱦ里面安息了。七月二十四日，她被葬在密西根州巴特溪的橡山墓地她
丈夫坟旁=。基督复č安息日会全球-会会�但以理牧D，在ǝ事礼拜的b道中曾V到±D母一生
的工作�： {CET 255.2}

“也e我�在�不能�±D母那一部分的工作
于世人最有帮助；但似乎是她所留下的e多属灵
水准极高的宗教著作，将要
人类作最大的Ǽ献。她所著的R有二十部之多，其中一部分已�Ǘ成
世界各国方言。它�的â售-量已�i二百万部之多，今�是成千上万地向外	行。 {CET 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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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察福音真理的全部范畴—人与上帝并人与人之�的关系—�， 我�必能看出±D母一
生的工作已�ǻ��些Ż大的基本要道以`极性，建w性的n�。她已�触及与人类生命攸关的ǁ
般的需要，并且提拔到更高的水准上去。 {CET 255.4}

“在她安息了。她的声音已�沉寂；她的笔也放下来了。可是�一`极，有力，而充M圣灵的人
生的Ż大感化力，必要�]	Ƅ其效能。她的生命是与永生上帝密切相�的，是‘靠上帝而行’的。她
所宣b的信息和所作的工已�留下一个永>不会崩坏或消逝的ã念。她所留下来的e多R卷涉及人
生的各方面，提倡一切有关改&社会，包括家庭、城市与国家所必需的改革。�些著作要�]陶冶
公Ø的|感和个人的品格，而且人�将来要比�去更珍A�些著作。±D母所献身的事<，也是她
在一生中多方塑造全力推&的事<，必要随着[月的流8而突K猛&。我�在圣工上有分的人，9
C一无所惧，除非是我�不忠心地�践9尽的本分。” {CET 25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