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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E在末后之�。一幕幕�兆的迅速8�，�明基督的再Ć已迫在眉睫。我�正E在一个十
分Ǖ、十分�要的关�。上帝的灵逐ĝ而确�地在从地上收回。Z8和灾殃，已Ć到凡藐@上帝恩
典的人身上。地上的Ʀ患，海中的灾 和社会的�Ş，以及P争的)云，都凶º万分：凡此种种，
都¾示着那�等重大的事即将	生。 {T9 11.1}

罪�的各种权]，正在ğ集力量以巩固Ģ`，¾x8付最后的危机。世界上将要	生重大的!
�，而且最后的几幕将是非常神速的。 {T9 11.2}

我�看到目前世界各方面的情形，就可知危急的�候已�到来。每天Z上所登'的，都表明不久
将有可怕的争斗	生。大胆劫�有所�，偷窃ƻÉ案件比比皆是，Ű工的)潮亦屡�不Ç。人受
了�魔的支配，沉溺于罪�之中，É人害命，无所不�，以致各种罪�的]力，日甚一日。 {T9 11.3}

仇ļ已成功地Ʋ倒了公µ,使人�心中充M了自私的欲望。 “公平7而退后，公µ站在=E，ā�
在街上仆倒，正直也不得&入。” 以³ÌR59:14 在d多大城中，常�可怜的Ɯ民，衣食住三大需
要，竟无着落；而同一城中却有d多Ʈ衣玉食，Ł奢极侈的富翁。他�把所有的金H，消耗在cÓ
的ž室和无ă的服装上；更有甚者，�M足口腹之欲，便不惜在烟酒和其它足以ıBp力，ŝ坏神
�和使灵性堕落的事物中，大肆Ū霍。那些将要Ï死的人所	的呼声，已h到上帝面前；但是，仍
有人藉着种种±迫勒索的手段，大肆Ȃ聚,以M足其	Ü的欲望。 {T9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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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凡是把Ü力用于�种事上的人，唯愿他�能象上帝那�来察看他�自己的行径！他�虽然
拼命地在建造高楼大厦,但是在宇宙之主的眼中，他�的打算和O划是何等愚昧啊！他�并没有尽心
竭力地去探°C怎�荣耀上帝。他�竟没有看到�是人类的第一个本分。” {T9 12.2}

当�些高大的楼房落成�，屋主�都傲然得意，因�他��得有金H可以M足自己的欲望，并能
引起ƪ舍的羡慕。他�所用的金H，大半是以勒索的手段, 从Ɯ民身上榨取而来的。殊不知天上
于
人类的一切Â止行�，都有í�的4'。凡是不公平的事情和欺Ǿ的行�，无不一一4�在案。�
候将到，�些ȄǾ傲慢的人，必走到一个上帝不能容忍的地步。那�他�才会知道，耶和c的ÿ容
也是有限度的。 {T9 12.3}

此后，我忽然听�失火的警Z。人�望着�些想来能防火的大厦�：“不要�，�些房子是�
不
会有危º的。”Ǧ知�些房子却完全被火Ò²，好象是松脂做的一�。救火�不能扑ũ火]，消防�
也无ċ于事。 {T9 13.1}

我受指示，知道野心勃勃的人�Ɗ傲自大的心，若不改!�来，那么，主的日子一到，他�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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Ŭ得那有力量施行拯救的手，也有力量施行ŝũ。世上没有什么能力可以阻止上帝的作�。到了上
帝所¾定的日子，他就要照着世人蔑@他律法和妄自尊大的行�而施以Z8。那�世上没有什么材
料能建造一种上帝所不能摧ŝ的建筑物。 {T9 13.2}

世界上的人，乃至在教育家和政治家中，也没有几个能明白今社会所以呈此景象的原因。ĉ政
者也无法解决当今道德ǳǄ，不法·增，以及ǴÏ、Ł困等(1。他�虽极力地v法要想出更可靠
的体制，来E理人类的事;，但也是徒ē的。人只有
上帝的�和教Í多加留意，才能找到解决�
些 1的答案。 {T9 13.3}

圣�¾言了基督复Ć之前世上所必有的情况。 它V到人�藉Ɨ勒索之手段攫取的事�：“你�
在�末世只知_ïHÜ。工人�你�收割庄稼，你�ż欠他�的工H，�工H有声音呼叫；并且那
收割之人的冤声已�入了万o之主的耳了。你�在世上享美福，好宴�，当宰É的日子竟Ž养你�
的心。你�定了µ人的罪,把他É害,他也不抵Ə你�。”雅各R5:3-6 {T9 13.4}

但是在一般Ɓ恋世俗的人，
于当今各�很快8�的�兆有什么感想呢？受了什么Ƌ戒呢？他
�的n度有了什么改!呢？唉！没有什么改!，正与挪Ì�代的人无异。洪水以前的人，由于沉浸
在俗�与快�之中，以致“不知不�洪水来了，把他�都冲去。”y太福音24:39 他�虽然有天上的警
告，却不听从。照�，今日的世界，也完全不把上帝的警告放在心上，正向永久ũ亡的路上跑去。
{T9 14.1}

P争的精神已鼓�了全世界。但以理R十一章的¾言，几乎全部8�了。不久,¾言中所V到的种
种Ɩ 情景就会出。 {T9 14.2}

“看哪，耶和c使地空虚，!�荒凉；又翻7大地，将居民分散。……因�他�犯了律法,……背
了永¦。 所以地被咒ȉ吞ũ，住在其上的£�有罪。……b鼓之�止息，宴�人的声音完ĭ，Ĭ琴
之�也止息了。” 以³ÌR24:1-8 {T9 14.3}

“哀哉，耶和c的日子Ć近了！�日来到，好象ŝũ从全能者来到。……谷种在土�下朽Ġ；Ƭ也
荒凉，ɍ也破坏，因�五谷枯干了。牲畜哀ƨ，牛群混乱，因�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葡萄ý枯
干，无花果ý衰残，石榴ý、棕ý、苹果ý,W田野一切的ý木也都枯干;Ø人的喜�尽都消ũ。” ¦
珥R1:15-18, 12 {T9 15.1}

“我心疼痛！……我不能静默不言,因�我已�听�角声，和打仗的喊声。ŝ坏的消息Wě不�；因�
全地荒ġ。” 耶利米R4:19, 20 {T9 15.2}

“我{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看天,天也无光。我{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小山也
都Ê来Ê去。我{看，不料，无人，空中的KĒ也都ŭ避。我{看，不料，肥田!�荒地，一切城
邑……都被拆ŝ。” 耶利米R4:23-26 {T9 15.3}

“哀哉！那日�大，无日可比，�是雅各遭 的�候；但他必被救出来。” 耶利米R30:7 {T9 15.4}

�全世界的人，并非都站在仇ļ一<与上帝�ļ，也不全是不忠心的。�有少数忠心®从上帝的
人，因�¦翰�：“他�是守上帝ȣ命和耶Ȧ真道的。” ī示�14:12 侍奉上帝与不侍奉上帝的两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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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久就要起一种可怕的争斗，以致凡能被震�的.西，都要震�， “使那不被震的常存。” {T9

15.5}

撒但也十分用功地研究圣�。他知道自己的�候不多，因此便在各方面v法要抵消上帝在地上的
工作。他要把以前逼迫圣徒的手段重新施行在圣民的身上。但同�上帝要把天上的荣光照在地上。
此�，圣徒在地上的��是无法形容的。他�必在从上帝宝座那里来的光中行走。天与地也要藉着
天使�常相通。但是另一方面，撒但也要在d多�天使的m戴之下，冒充上帝，并且行各种神迹奇
事；倘若能行,W:民也会被欺ė。所以，上帝的百姓靠行神迹奇事是不足以站立得Ĥ的，因�撒但
也会模仿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不�，凡上帝之受�#Ŋ的百姓，都可以从出埃及4三十一章十二
至十八Q所'的�据上得着力量。“�上4着�”，�句充M生命力的�是唯一安全的立身根基。凡ƍ
背与上帝所立之¦的人，到那�就没有上帝同在，也没有什么希望了。 {T9 16.1}

敬拜上帝的人，可以从他�
于第四条ȣ命的n度上特别区分出来；因��条ȣ命，是上帝�造
权力的4号，也是他要求人类敬畏和效忠他的明�。�人也必因他�竭力推翻�造主的ä念日，并
高ÂĂy教á的行�而被区分出来。在争ĉ	生之¹，基督教界必分成两等人：一等是遵守上帝ȣ
命和耶Ȧ真道的，一等是敬拜ū和ū像，并受它印4的。虽有地上的国度与拜ū的教会�合起来，
用强权使“Ø人，不V大小Ɯ富，自主的，�奴的，” 都受ū的印4，但是上帝的子民，是不会受�
印4的。 ī示�13:16 先知¦翰曾在拔摩海z看�“那些Õ了ū和ū的像并它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
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唱着摩西和羔羊的歌。 ī示�15:2 {T9 16.2}

可怕的#Ŋ和磨 ，正等待着上帝的子民。地上的邦国，从�<到那<，无不受着好P精神的鼓
�。但是,上帝的:民，在将要来到的Ɩ �期中──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没有��的（但以理R
12:1）──必毫不Ê�。撒但和他的使者，决不能B害他�，因�有比魔鬼力量更大的天使在保�着
他�。 {T9 17.1}

上帝
他的百姓�：“你��要从他�中�出来，与他�分别，不要沾不洁²的物，我就收ŏ你
�。我要作你�的父，你�要作我的儿女。”“你�是被Ȗ: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
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宣ŋ那召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哥林多后R6:17, 18;
彼得前R2:9 上帝的百姓，必æ与世人分别，成�全心全意侍奉上帝的，不求自己的荣耀，并且要4
住自己与上帝立下最庄ò的¦，做上帝的仆人并>>侍奉他。 {T9 17.2}

“耶和cŬɋ摩西�：你要吩咐以色列人�：‘你��要守我的安息日,因��是你我之�世世代代
的�据, 使你�知道我耶和c是叫你�成�圣的。所以你�要守安息日,以�圣日。凡干犯�日的,必
要把他治死;凡在�日作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作工，但第七日是安息日，是向耶和c守�圣
的；凡在安息日作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 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永=的¦。�是我
和以色列人永=的�据，因�六日之内耶和c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ō。” 出埃及431:12-17 {T9

17.3}

以上�些�，不是指出我�是上帝特:的百姓�？不是�明我�8C永久保守�神圣特:的地位
�？从前的以色列民，上帝要他�守安息日，作�“永=的¦”。�代以来，安息日并未失去它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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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在仍是上帝和他百姓中�的4号，且必成�永久的4号。 {T9 18.1}

第二章蒙召作�

在一种特别的意µ上�来，基督复Ć安息日会的信徒是作�守望者和擎光者的身份被安置在世上
的。他�受了重托，要把最后的警告F��将亡的世界，从圣�中有奇异的亮光照在他�身上。上
帝已托付他�一¢最òǕ的重要工作，即Fŋ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天使的警告。再没有比�更重要
的工作了。他�不可�任何其它的事吸引他�的心神。 {T9 19.1}

上帝已�把�最òǕ的真理托付�我�，要我�去F�天下万民。Fŋ�些真理就是我�的工
作。全世界的人必æ听到警告。上帝的百姓�必忠于交付他�的委托，他�不可从事投机+�，也
不可与非信徒合伙s企;；因���作，]必阻Ț上帝授予他�的工作。 {T9 19.2}

基督
他的百姓�：“你�是世上的光。” y太福音5:14 上帝的O划和意/如此明白地告©我�，
�非同小可。我�能照着确信的¾言指示去明白上帝的旨意，�确是我�无上的特权。上帝将��
重大的ð任放在我�肩上。他期待我�把从他那里得到的知�F�别人。他的宗旨是要人力与神力
合作，去Fŋ末世的警告。 {T9 19.3}

按着各人的机会，凡是2受了真理之光的人，都ë有与以色列的先知相同的ð任。上帝
他
�：“人子啊，我照�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 替我警戒他�。我
�人
�：‘�人哪，你必要死！’你以西5若不开口警戒�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人必死在罪孽之
中，我却要向你°他Ǆ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人7离所行的道，他仍不7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
却救自己脱离了罪。” 以西5R33:7-9 {T9 19.4}

 道我�要等到末世的¾言都8�了之后,才开口宣a�？那�我�所a的�有什么价�呢？ 道
我�要等到上帝的Ƙ判Ć到罪人身上�，才去告©他�怎�ŭ避�？��，我�
于圣�的信心又
在哪里呢？ 道我�要等到看�了¾言成�事�之后，才相信上帝所�的��？上帝已�用清晰明
了的亮光，使我�知道耶和c的日子确已Ć近，“甚至在門口了。”愿我�及早研究，及早醒悟，否¨
悔之晚矣！ {T9 20.1}

我�8当献身作神圣的媒介，使天上的生命可以通�我�流�别人。圣灵要激	并充M全教会，
使Ø人的心得以洁²，并¡5起来。凡在受浸礼�与基督同葬的人，就8C以新的生命而重生,做基
督生命的活代表。我�的身上ë有神圣的ð任，就是基督所交�我�的使命：“所以，你�要去使万
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他�施洗。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Í他�遵守，我就常与
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y太福音28:19, 20你�已献上自己作宣ŋ救世福音的工作。 上天的
全x乃是你�的能力。 {T9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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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洁的生活

我��上帝作��，不¸是宣a真理，或散	R刊就算了事。æ知�基督化的生活，乃是Ǟ人ü
向基督的最有�服力的宣F。反之，一个卑劣的基督徒品格
世人的危害要比一个普通庸人俗士的
影响ò重得多。所写的一切R籍不都能使人h到一个圣洁人生的目的。人�所相信的，不是牧D的
宣a，而是信徒的生活。教士�在a台上所a的道，常被那些自以�宣ŋ真理之人的行�抵消掉
了。 {T9 21.1}

上帝的宗旨，是要从他的百姓身上,在世人面前得着荣耀。凡以基督名号自ă的人，都要在思想，
言g和行�各方面做他的代表。他�的思想要Ä洁，言g要高尚，足以吸引周¤的人来就近救主。
他��的�或做的事，都æ有基督的信仰交Č在内。他�在商�上的每一笔交易都要散	有上帝同
在的馨香之气。 {T9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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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基督已看到人类因罪�的ǿ生，以致被那空中掌权的王Ȥ管， 而竭力从事于邪�的作�。他也看
出，必æ有一种更强大的]力，来PÕ撒但。他�：“在�世界受Ƙ判，�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翰福音12:31 他知道人若信靠他， 就能得着力量来抵抗那些名叫做“群”的�使者。基督常想到自己
将要付出的至大Ǣ牲成就之后，�世界的王就要被赶出去，人�就可以藉着上帝的恩典恢复以前Ǆ
失的地位，想到�一点，他的心就更�定了。 {T9 21.4}

只要人能照着基督的吩咐，靠着他的能力去行，就能像基督生活在地上�一�地生活。我�与撒
但争P之�，也能得到基督所得到的一切帮助。我�靠着那�我��我�Ǣ牲的主，可以得Õ而有
余。 {T9 22.1}

凡称�基督徒，而不照着基督的行�去行的人，就是侮辱了自己所信的宗教。凡是在教会册子上
有名的人，个个都有ð任要做基督的代表，体基督内心ǥ虚柔和的精神。他�要作基督的��，
使人知道照着基督的榜�行事�人有什么好E。代的真理，要在相信之人的行�上£示其能力，
并要从他�的身上F�天下万人。凡相信真理的人，8在自己的行�上£示真理使人成�圣洁高尚
的能力。 {T9 22.2}

基督的代表

天上宇宙�的居民，都希望凡跟从基督的人，都能在�世上做光照亮别人，并且£出基督�人Ǣ
牲的恩典的能力。上帝要求所有称�基督徒的人， 个个都在自己的生活上£出基督教的最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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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被看作基督的代表,便8C£示基督的真�性。他�的�人，æ有信心、有胆量、ā心ā意、毫不
犹疑地信靠上帝和他的8d。 {T9 22.3}

凡欲&上帝之城的人，在世的所作所�都æ体基督的精神，如此才不失其�基督的使者和��
人。他�必æ�决直接地抵制一切罪�的行�，并向罪人指出上帝的羔羊，就是除去世人罪孽的。
凡接受基督的人，基督就Ǒ他�权柄作上帝的儿子。我�要&入上帝的城邑，其唯一的道路就是重
生。�条路是小的，&去的門是窄的。但我�却要引2世界上的男女老少走在�路上，并教Í他
�：若要得救，必æ有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必æ制Õ旧�的性情和品格；必æ改!自身本来的欲
望；必æ摒弃一切欺ė、奸Ǿ和�言;必æ�一种基督化的新生活。 {T9 23.1}

&定不移地服从真理

我�既已蒙召去Fŋ��神圣重大的信息，就不可在行�上有任何虚Ƈ。世人正注目{察我�基
督复Ć安息日会的人，因�他�
于我�的信仰和高�准，有所U�。假若我�不照我�所a所�
而行，他�就要嘲笑我�了。 {T9 23.2}

凡�耶Ȧ的人，æ在生活的一切�Q上符合他的旨意。既自愿投于主的名下， 他�的生活当然æ
与世俗之徒£然不同。那#探者要用ȔȾ的手段和甜言蜜g来
他��：“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
一切都Ǒ�你。”但是他�知道撒但没有什么�得他�接受的.西，所以不受他的引Ż。他�靠上帝
的恩典，能持守原¨，不偏不倚,不受Ƣ染。圣洁的天使， 不离他�的身旁；基督的形象，在他�始
N服从真理的德行上£出来。他�是基督的µ勇o，�真理作真�确切的��，表明确�有一种
属灵的力量,能使人不因Ɓ�俗世的利益而æ臾偏离公µ和真理。�种人不V在哪里，都必受天上的
重@,因�他�不â任何Ǣ牲,-要使自己的人生完全符合上帝的旨意。 {T9 23.3}

普及全球的信息

上帝把光�他的百姓，不是要他�把它封ĳ在已�明白真理的教会里，而是要去照亮世界的黑暗
之E。凡在光明中行，如同基督在光明中行的人，必会与救主合作，将主所指示于他�的7示于人,
使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都明白代的真理。�就是上帝的旨意。当今的世人，都以世俗的得
失�Į，0求今世的快�，千千万万的人，毫不念及灵性得救的(1。但�候到了，基督快来的信
息必要F遍大地。 {T9 24.1}

有d多无可置疑的事�，�明末日已Ć近了。我�æ用确切的声音去Fŋ警告；�和平之君的Ń
云降Ć准x道路。在d多尚未听�代真理的城市中，我��有d多工作要做。我�不是要建立á
模壮f宏大的机Ŏ与世人的机Ŏ比高低，而是要奉主的名，以基督3自作工�的那种始N如一的,
忱和百折不Ț的�毅，去推&主的圣工。 {T9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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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教会¡体，8在上帝面前刻苦己心，求他ǝ恕我�未能很好地完成福音使命之罪。我�
虽已在几个地方v立了很大的中心机Ŏ，但在d多重要的城市中，我��没有开展工作。愿我�即
刻起来做上帝所派�我�的工作，Fŋ警告，以ǆ醒世人，使他��悟自身的危º。倘若基督复Ć
安息日会的教友，个个都已�尽到本分，做了C做的工，那本会信徒的数目，决不止在的�一
些。全美国的各大城中也必有d多人，因受引2而听信福音，遵守上帝的律法。（ 中国的情况又何
尚不是如此！──ƾ者按） {T9 25.2}

有些地方，
遵守安息日的信息，固然已�很清楚很有�服力地F开了，但�有d多地方尚未听
到警告。我�已�明白真理的人，能否�悟到自身的ð任呢？Ƥ位弟兄啊，你�不可埋�于俗�和
利益之中去，不可忽略救主托�你�的使命。 {T9 25.3}

宇宙�的万物都在呼召：凡明白真理的人，要毫无保留地献上身心，照着他�所知的三位天使警
告去Fŋ真理。我�的所�所�都足以使我�意�到自己的ð任。撒但的]力是��的猖獗， 使凡
�基督徒的人都不得不尽个人的本分。 {T9 25.4}

所需要的一种工人

上帝所交�我�的工作，是Ţ大而重要的。&行�种工作需要那些有智慧而无私的人，需要那些
能明白Ǣ牲自我尽力救人到底将意味着什么的人。但不冷不,者慨不需要，因�基督不能任用�一
等人。只有那�天下人类的痛苦而担Ğ，并在行�上�明自己是在接受，又F授那生命和恩惠之真
光的人，才是圣工所急需的。 {T9 26.1}

上帝的子民，æ克己Ǣ牲与基督接近，并以Fŋ慈悲的信息�天下万民�唯一的目的。虽然各人
作工的方法照着上帝的呼召和引 或d有所不同，可是大家都8同心Ķ力，力求做成完善的工。我
��上帝作工,8用口F和文字两方面同�&行。真理的印刷品要ƾ成多种文字，F遍地极。 {T9 26.2}

我的心常ë重荷，因�有d多可以有所作�的人却无所事事。他�T易被撒但的引Ż玩弄，任他
Ċ布。凡是明白真理的教友，都8趁着白日努力作工，因�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再�不
久，我�就会明白何�黑夜了。上帝的灵，已�因担Ğ而ĝĝ离开世界;各国互相仇恨；�P争作大
á模的准x。黑夜将到，教会8即刻醒起着手去做所派的工作。凡是信徒，不V有无文化，都能F
ŋ�个信息。 {T9 26.3}

永久的未来，正在我�面前展。永恒世界的序幕行将揭开。 我�心里�在想什么呢？我�周¤
的人，行将ǳ亡，我��在0â自己Ɓ/安逸�？我�的心，完全麻木了�？我�真不�得自己当
�别人做点工作�？我的弟兄姊妹啊，你�是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的那等人�？上帝使你�明白
他的旨意， 道是徒然的�？他屡次
你�	出末日近了的警告， 道都是无用的�？#(，你�
到底信不信上帝所�的事将要Ć到�世界呢？到底信不信他的Ƙ判确已逼近世人了呢？那末，你�
怎能安安逸逸地坐着漠不关心呢？ {T9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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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地�去，末日越来越近。我�与上帝的关系是否也一天天更3近呢？有没有“警醒祷
告”？与我�日常相E的人，都需要我�的帮助和引 。他�可能是很容易接受真理的，只要我�能
抓住�机�几句�，圣灵就会把它ǅ刻在他�的心里，好像ŷ子ŷ牢一�。我�若延至明天，那末
有些人也d再也不能与我��系了。我�
于同行的旅客，有些什么�的感化力呢？我�作出什么
努力来引2他�ü向基督呢？ {T9 27.1}

��短促，我�必æű集各种力量以成就更大的工作。需要的是：能U��工作的重大，并能着
手从事�工作的人。他�工作，不是�得工H，乃因确U末日逼近。�急的�]要求我�格外a究
效率，格外ā心献身。我M心思念�事，呼求上帝�：“求你兴起并差遣富有ð任心的使者，就是已
把那��罪�根源的自我崇拜，ŷ死在十字架上的使者。” {T9 27.2}

一个�忘的异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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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极大的苦đ中ĥ醒�来了。后来又睡着了，�得自己好象在一大群人中。有位权威人士正

着大Øa�，在他面前展开着一幅世界地/。他�，�地/描Ʒ着上帝的葡萄园是必æ栽培的。当
天上的光照在$的身上，那人就必æ把�光反照�别人。在d多地方必要	出亮光，而�光又要点
燃更多的光。 {T9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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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从各城各村，地的高E和低E，都有一道道的光照耀着。上帝的�被人遵行了, 以致各城
各村中都有人ä念上帝。他的真理F遍了天下。 {T9 28.4}

此后，�幅地/挪开了，|上了另一幅。其上只有几E	光。世界其它地方都是黑暗，只有零星
几点的微光ĔȞ着。我�的指 者�：“�黑暗是人�任意妄�的5果。他�随从了ùF养成了邪�
的ŉ向;以猜疑、ó衅、 和ð 别人�ĭ生的要�。他�的心与上帝不和,他�把光藏在斗底下了。”
{T9 29.1}

如果基督的精兵个个都已尽到自己的ð任；如果ǯ安城上的守望者个个已吹响了一定的号角，那
末普世的人都必早已听��警告了。但是�工作已�落后了d多年。当人�睡着的�候，撒但已乘
机冲到我�前�去了。 {T9 29.2}



12/16/13, 11:08 A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9 of 121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8&start_paragraph=1003640749&finish_paragraph=1003642264&references=1

我��必要完全信靠上帝、毫无私心、�定地前&，�主作工。我�8ǥ虚地把自己的眼前和将
来，完全托在他全智的手中，将起初确�的信心�持到底。要知道，我�接受天上的福气，不是因
�我�自己相配，乃是因�基督的功ē，并且我�因信基督，2受了上帝丰盛的恩典。 {T9 29.3}

第三章 家庭布道工作

凡接受了上帝的委托，明白代真理的人，上帝都期待他去作个人之工。虽不是人人都能到国外
去F道，但人人尽可在自己的家庭和ƪ里中作家庭布道。教友�将真理F�周¤的人，方法很多。
其中最有成效的，就是自己在行�上表出一种无私忘我、�于助人的基督徒精神。有d多在生活
的P"上ô斗得精疲力竭的人，我�不必花L什么H，只要
他��心地关¯，就能使他�得到安
慰和力量。原来一句仁�的�，一点āǬ的心意，就足以ſ除人�精神上的#探和疑云。从心里	
出的基督般的真ā同情，确有能力开ī那些需要基督精神ǔ慰者的心門。 {T9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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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的Ø多生灵等待着与人力合作，好向世人£明人类能h到何等崇高的地步，且因他�自己的
影响，在拯救将亡之人的事上能有多大成就。凡属真正悔改的人，其心中必充M上帝的�，以致渴
望把自己所有的喜�分�别人。上帝希望他的教会能£示出圣洁的美德以彰£基督教的能力。 基督
徒的品格是要把天国反照出来，使黑暗中人听�感恩和Ȯĵ的歌声。Ƌ于我�得到了福音的好消
息、宝Ó的8d和保�，我�就8尽力使别人得益E，以表示我�的感激。我�做�种工作，就能
使天上公µ的亮光，照亮ē苦Ğ患的人，犹如�途中疲乏干渴的旅客开了一个泉源。凡是慈悲的工
作，凡是仁�的事;，都有上帝的天使同在。 {T9 30.3}

我�的榜


我�æ以基督的工作�典范。他是在不停地奔走行善。不V在圣殿和会堂里，城中的街道上，集
市上和工"里，�是在海<和山地，他-是在Fŋ福音，医治病人。他的一生是毫无私心地�人类
服�的一生，所以是我�所8C效法的。他温和慈怜的�，使我�的自私自利与麻木不仁受到ð
x。 {T9 31.1}

基督不V到什么地方，沿途到E都撒下福惠。我�虽自命�他的信徒,#(有几个人能真正地学到
了他的仁�和慈怜,以及他舍己�人的�呢？%听他
ç弱无助之人�：“凡ē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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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 y太福音11:28 �足�他不!的忍耐和无限的�心。 {T9 31.2}

千万个在罪中奄奄一息的人散居各E, 犹如破船的碎片四散在荒凉的岸上。基督呼召我�以�Ǹ
�毅的精神去救助他�。凡要在基督的荣耀里有份的人也æ分担他的工作，就是去扶助一切柔弱、
困苦和灰心失望的人。 {T9 31.3}

凡担任�种工作的人，8�常研究学e基督的一生。他�要切�U真地尽到最大的努力�主服
�。精ā无私地工作必定收到宝Ó的效果。从那位大教D那里，工人�必得着最高的教育。但是凡
不把自己得到的光分�别人的人，必有一天会意�到自己已蒙受了重大的ı失。 {T9 32.1}

人��不可U�他�在救人工作上所作的努力可以适可而止。基督在他的工作上可曾感到ß倦？
他在他的Ǣ牲和所遇到的Ɩ 面前退Ǝ��？教会的教友也8象他那�孜孜不倦地努力作工,并�刻
准x服从主的命令ô勇向前。 我�8��仰望耶Ȧ，一看�有什么事C做，就着手去做。倘若我�
的教友能如此去行，必有成百的人来ü从耶Ȧ。假若个个教友都能够做活Ƽ有力的F道人，那末福
音必可很快地F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T9 32.2}

尽心作工的效果

我�宣F代的真理，必æi�已分别�圣的能力。倘若撒但的]力在�Õ，那是因�各地教
会忽略了上帝所派�他�的工作。�种工作，放在我�面前已有多年了；但d多人仍在酣睡之中。
倘若基督复Ć安息日会的人在能立即振作起来，去做派�他�的工作，真理就必能藉着圣灵的能
力，清晰明确地F遍我��去所疏忽的城邑了。 {T9 32.3}

我�若能全心全意地去作工， 基督恩典的功效就会£示出来。在ǯ安城上守望的人，必æ�刻警
醒，并ǆ起Ø人。上帝的百姓，必æ在上帝的工作上忠ā勤ȏ,以致在他�言行方面，不容私心有立
足之地。��，上帝的工人就可以开ā布公地坦ā相�。上帝的膀臂和在基督一生中所£出的能力
也必向他�£。信任感就可以恢复，教会内部也会¡5一致了。 {T9 32.4}

各种的服'

上帝正在呼召他的百姓去担任各¢工作。大街小巷各E各等的人都æ听�福音的信息。凡是教
会的教友，都8到那些尚未得着代真理之�据的ƪ舍中去F道。 {T9 33.1}

上帝呼召基督徒的全家都到那些在黑暗和岔路上徘徊的人中�去，以智慧和恒心�主作工。要响
8�种呼召，必æ有Ǣ牲的精神。有d多人要等困 都解决后才�工，殊不知，当他�等待�，世
上有多少人已因不U�上帝，而在毫无希望中死亡了！如今的确有d多人，�了世俗的利益，�了
求得科学的知�，竟愿冒º，到危º的地方去忍受Ɩ 困苦。但是有$�了把救主介Ų�人而肯�
�行呢？有$情愿去住在需要福音的人民中�，将那些黑暗中的人民引向基督呢？ {T9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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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出版物

上帝的子民8C把我�的出版物，*到一切三位天使警告未曾F到的地方。 我�的R籍要印成多
种文字，再由d多ǥ和忠信的人*着�些RZ出去，一面分	，一面F道，把真理F�那些一直得
不到亮光的人。凡担任�¢工作的人也8具有医学知�，遇有疾病和痛苦的人，就能帮助他�。有
d多人受了�种恩惠，就会听信�生命之道。 {T9 33.3}

在送RF道者的心中，如有圣灵充M，�人造福的前景是=大的。他以仁�和虔ā的心挨家去宣
F真理，�是符合基督第一次差遣門徒出去F道�所�他�的教Í的。藉着ǥ恭真ā的ĵ美û和祈
祷必能感化d多人。那神圣的同工者必前来感�人心，催人�醒。他8d我��：“我常与你�同
在。”我�既确�知道有��一位援助者与我�永=同在，就可以放胆向前，M有希望和信心地去作
工。 {T9 34.1}

他�æ往各国各城分	刊登有基督快来之8d的RZ。�些RZ要ƾ成各种文字，因�福音要F
�万民。基督8d把上帝的能力Ǒ�每位工人，使他的工作得以成功。 {T9 34.2}

久已明白真理的人，æ要更急切地ó求上主，使他�有愿�ƪ里作工的决心。我的弟兄姊妹啊，
你�要去拜ł你�的ƪ舍,以同情和仁�的n度去感�他�的心。但是工作的方式，æ要十分ǂ慎，
力求消除成�，而不要加深成�。 同�，也æ4住，人明白了代真理之后，若只限在自己的教会
里作工，而不肯v法去感化那些未悔改的ƪ舍，那末，上帝将要他�未尽的本分交ą。 {T9 34.3}

你�可以先把一些本会的小册子借�ƪ舍。倘若他�l生了兴趣，就可以把再深些的R借�他
�。把《基督比ȇ�Í》等R�他�看�，要把R的来�a�他�听，并且(他�是否�喜有一本
��的R。倘若他�已�有了，就Ǟ他�看其他类似的R籍。最好能v法找机会，去将真理教 他
�。要EE播撒真理的种子；虽然不Ŭ得哪一E会生�，哪一E不会生�，但是我�-当随�随地
尽力。 {T9 35.1}

挨家布道

在国内（指美国）d多州里，有一些勤ȥ操ē、家道小康的Ė人,他�尚未听�代的真理。我�
8C到�种地方去作工，�¢服�是教友8当担任的。他�可用出借或出售R籍、分送>9及与人
��等方法,在附近的ƪ里中做大量工作。 他�若M有�人之心，就必得着很大的能力去宣F福音,
使多人悔改。 {T9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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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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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弟兄姊妹，你�要献上身心�主效力。不要��一次机会。遇有疾病痛苦的人，就去拜ł他
�示以慈怜体恤之意，尽可能使他�得到更多的安慰。藉着�种方法，你�就可以感化他�的心，
�基督a�。 {T9 36.2}

只有到永恒的未来，我�才能明白�种工作的效能是何等的深=。凡愿就地尽à的人, 必得更多
机会去做其它有益的工作。今所需要的，不是学(高深的演�家，而是ǥ卑而具有基督化品性的
男女。他�已从拿撒勒人耶Ȧ那里学得ǥ恭温良的�人,能信靠他的能力，出去到路上和Ȣ笆那里

人�,“%来吧！��都ģx了”。 路加福音14:17 {T9 36.3}

凡会干Ė活并会盖普通房屋的都能参加圣工。他�可以在做好本à工作的同�£出一种高尚的品
格，使人�看出他�都可以h到�高尚的�准。凡擅�Ė;、Ü政、建筑，以及各�技Ô的人,都可
到别人所忽略的地方去改良土地， ý建�;，v立�朴的家庭，住在那里，将代的真理F�左ƪ
右舍。 {T9 36.4}

D女的工作

Ī女的工作也和男子一�，大有可�。善于烹Ȭ、裁剪的人和�士， 都可作福音的助手。他�可
到Ɯ民中去，教 人怎�烹Ȭ,怎�修Ñǌ制自己的衣服,怎�服侍病人和E理家�。W孩童也8教之
如何�比他�更困 的人做点仁慈体å的小事。 {T9 36.5}

以家庭��道的范-

做父母的，不可忘4在家庭范¤里所要做的重大工作。每一个母3在儿女身上都有上帝所托付的
圣à。上帝�：“我将�儿子、女儿交�你，�我教养，把他�的品格精Ŋ成象ž殿一�的完美，使
之在耶和c的殿院里	光，直到永=。”一个忠心的母3，若能尽忠教养儿女抵制罪�的影响，从上
帝宝座	出的荣光必照在她身上。 {T9 37.1}

人人有份

每一双手都有重要的工作要做。我�的一Â一�，都8有提拔人群的作用。需要帮助的人太多
了。凡0�ɂ乏之人ƻ福而不�一己的快�生存的人，必享有心灵的M足。ñ散的人啊！8C�醒
起来，面
生活的�。捧起圣�，U真k考。如果你能真正�行上帝的道，你必体�人生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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Ƞ，同�得到丰富的Zħ。 {T9 37.2}

在上帝Ţ大的O划里，人人都有一份。上帝不会把无用的才能Ǒ�人的。即使是小小的才能，上
帝也有其用E。只要我�忠心G用，�点才干必能在上帝所指派的工作上充分	Ū作用。 一些普通
人，若用他�看似微不足道的才能去从事挨家挨j的布道工作, 那么他��得的成就将比天ǣ深厚之
人的成Ƅ更大！ {T9 37.3}

有千万扇良机的門在向我�敞开。当各E都F出�急的呼声要求人力和物力的支援�，我�却只
知兴Ɛ力不从心。其�，我�若全然ȏ切，就必能使我�的w源增加百倍。Ə住我�去路的，乃是
我�的自私和放Ÿ。 {T9 38.1}

教友�啊，要�主	光。要放声ȏ切祈祷，向人作��，警戒人不要放Ÿ私欲，以追求愚妄无聊
的世俗愉快。要放胆Fŋ代真理。因�你的口才、光阴和感化力都是上帝所Ǒ的，所以都当�引
人ü向基督而用。 {T9 38.2}

要去拜ł你的ƪ舍，关心他�灵性得救的(1。i�你所有的精力，使我�所拜ł的人知道万事
的5局Ć近了。主耶Ȧ基督必开ī他�的心門，使我�的�在他�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T9 38.3}

一般人的灵性已落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要努力ǆ醒他�，告©他�，自己是怎�找到主耶Ȧ的，
又是怎�在�主作工�得到了福气。要�他�知道你坐在耶Ȧ脚下，从他的�中学得了何等宝Ó的
教Í，得着了何等的福气；�他�知道基督徒的人生有何等的�趣。你那,忱的�必能使他�相信
你已找到了那×重价的珍珠。要�你那愉快的精神和激�的�g，�明你确已找到了那条==超出
世俗的道路。�才是F道的工作。大家若能照此去行，就必使多人�悟起来，犹如梦中方醒。 {T9

38.4}

上帝的百姓，甚至在从事每天ē��,也能引人ü向基督。他���行�，必能确知救主照着他宝
Ó的8d，是与他�同在的。他�不可U�必æ靠自己微弱的能力。基督要Ǒ�他�C�的�，使
一般在黑暗中Ƒ扎的可怜生灵受到激励、安慰和ô兴。他�自己的信心，也会�固起来, 因�知道救
主的8d正在�。他��基督做的工，非但惠及别人，也惠及自身。 {T9 39.1}

上述工作d多人能做，也8C做。我的弟兄姊妹，你��基督做了什么呢？你�是否努力�别人
造福？你�的口��仁慈体å的��？你�是否ȏ切尽力地引2人来ü向救主？ {T9 39.2}

疏忽工作的�果

我�所做的F道工作�在太少了，5果就是基督所�我�的真理，无人教 。上帝的百姓，d多
没有在德行上�&，有d多人的p子里常充M了愁苦和怨ŀ的思想。凡不去帮助别人明白代真理
之�要性的人，必
自己感到不M意。撒但就利用�一点，引Ż他�陷入批�和挑剔的�e。如果
他�是忙于明白和遵行上帝的旨意，他�就必�得自己的身上
将亡的罪人所ë的担子是如此的沉
重，心Ę是如此的不安，以致无人能阻止去�行以下使命:“你�往普天下去,F福音�万民听。” y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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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16:15 {T9 39.3}

�大家竭智尽力

耶和c呼召他的百姓从睡梦中醒起。万物的5局Ć近了。凡明白真理的人，若能与上帝同工，公
µ的果子就必£出。由于F道工作所£出的上帝的慈�，d多人就会�悟自己的路途和行�罪�的
�况；�悟自己以前的自私自利使他�不配与上帝同工。在无私地�别人的工作中所£示上帝的
�，足以引人照圣�上所写的相信上帝的道。 {T9 40.1}

上帝极愿以圣灵的恩ǑǮ灌他的百姓，使他�在他的慈�里重新受洗。教会�在不C缺少圣灵。
基督升天之后，圣灵就以一种触b人心的感化能力，丰丰富富地Ć到一般等候、祈求并相信的門徒
身上。将来�世界必受到上帝荣光的照耀。凡因真理而成圣的人，就要
世界	出一种成圣的感化
力，全地将要被一种施恩的气氛所包¤。圣灵要在人�心中作工，把属上帝的事指示他�。 {T9 40.2}

�道的家庭

凡有真理之光的人，如�行真理,就能�基督作更多的事。有d多人全家都可去做F道人，从事个
人之工，以辛勤的双手和活Ư的�p�主ē力，并想出新的方法求得工作的成功。有d多忠ā、,
心而又善于E事的男女， 只要他�肯献身上帝，与他3近，全心全意地ó求他，他�就能�基督做
很多事。 {T9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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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完全献上身心,做上帝的工作。他是你�的力量,必在你身<帮助你ĉ行他怜ȡ的O划。你
要作个人之工，去感�周¤的人，多与他�来往，多与他�相�。>靠a道，不足以成就所8做成
的工作。上帝的天使，必与你�同往所ł之家。%人代替是不行的。>靠施舍或借ǩ金H，也作不
成此工。你�必æ3自去拜ł人，同他�面»,用同情的n度去争取他�,才能得到人心。�就是你�
所能做的最高尚的F道工作。要成功，少不了,烈的志向，�决的信心, 持久的忍耐和深切的�人之
心。 {T9 41.2}

当v法与ƪ舍接近。与他�aV真理�，宜用基督那�体å人的言g。æ知主耶Ȧ是我�的大工
D。他会Ǯ灌所撒的种子，把感人的言g放在你�心中。你�C相信上帝必扶助凡无私奉献的工
人。®从象小孩子一般的信心、0靠上帝──�些会*来平安和快�。æ存大公无私的心、仁�的心
和忍耐的心，�那些与我�接触的人作工。不可表露不耐u的情Ę。不要�一句不友善的�。心里
-要有基督的�，口里-要有仁慈的律法。 {T9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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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千百人作工的地方，在只有一人，�真令人莫明奇妙。天上宇宙，看�一般自命�上帝儿
女的人如此冷漠无情，不Õ¥奇。在真理中有一种活Ƽ的力量。你�当照着你�所信仰的出去宣ŋ
真理，使凡遇�你�的人，都可以看出真理
于你�确�一种�¹的事。 {T9 42.1}

在服'中得�

凡献身做基督化工作的人，确知真喜�的意µ。他�所â念所祈求的，=超出一己之外。他�力
/帮助别人�，自己也得以�&。他�得以熟悉最大的O划和最�人的事;。他�既置身于上帝的
光明和恩典的主流中，就不得不�&不已。�等人能从天上�得智慧。他�与基督的一切O划愈久
愈相契合。他�不会在灵性上停滞不前。他�自私的野心和利己的�机常受到Ȑð而抬不起�，因
�他�一直在高尚神圣的事;中，同属天的向往和最有意µ的事物打交道。 {T9 42.2}

第四章�真努力的必要

基督所Ȗ:召的仆人，æ靠圣灵的力量去�他�的主作��。他�的一切工作要突出主
罪人得
救的殷切愿望。首先由基督	出恩惠的邀%，在人人也要	出，遍及世界全地，�：“愿意的，都
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ī示�22:17） 教会要�：“来。”教会所有的能力都要_极地投在基督一
方。基督的門徒要在强Ů的努力中精ā¡5，ǆ醒世人，叫他�注意在正迅速8�着的圣�¾
言。无神V和灵学，在正在全世界大占q]。我��一班享有大光的人，Ǧ能冷淡而失信�？ {T9

43.1}

我�在已到了患 �期的<�，d多W做梦也想不到的困境正在我�面前。有从下面来的]力
正2 世人向天庭作P。�人已同撒但5盟，要ġ掉上帝的律法。世上的居民正迅速地!成挪Ì和
所多ď�代那�的人；前者�洪水所ũ，后者被天降的火焚Ò。撒但的权]正在努力使人�的思想
=离永恒的�在性。仇ļ已把世上的万事安排得称心如意。世俗的事�、Ő�和�髦占据了人�的
思想。人类因好游�，��无益的R籍，以致Ð坏了判断力。在那条引向永久ũ亡的路上，有成群
的人ěǃ不�地行走。�充M强暴、 狂妄和醉酒的世界正在Ʋ覆教会。上帝的律法──公µ的神圣准
¨，已被人称�无效的了。 {T9 43.2}

在��ǧM盈的�代，凡在心里有上帝之�的人必æ被一股来自一切生命之源的新生命充M。他
�必æ出去，宣ŋ那位被ŷ死而又复活的救主。他�必æāȏ不倦地尽力救人。他�的榜�必
周
¤的人	生强大的感化力。他�必“将万事当作有ı的”，而“以U�我主基督耶Ȧ�至宝。” {T9 44.1}

æ要有强烈的,忱推�我�，振ô我�沉睡的机能，勤ȏ不懈地去作工。æ要有献身的工人，到
各地去修直主的道路，在新地区取Õ。我的弟兄啊，我的姊妹啊，世上每天有d多人向坟墓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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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前未曾听�警告，也没得救，因�不知自己需要永生和救主�他�¾x的救ȗ。你�明知此
事, 却能无所ă�？�世界因破坏了上帝的律法，将在上帝面前受Ƙ判，你�能不当它是一回事�？
天上的使者, 看�一般人虽已多年享有真光，却不去把真理的火把送到世界的黑暗之E，就大�¥
奇。 {T9 44.2}

主�救ȗ我�而付出的无限Ǣ牲，足以£明罪�是极其凶º的.西。其�，上帝原是可以把罪人
从地面上ũ�，藉以抹去宇宙中的�一Ƣ点。可是他“�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Ǒ�他�，叫一切
信他的不至ũ亡，反得永生。” ¦翰福音3:16 既如此，我��什么不更加U真呢？�什么ÛŞ的人
�么多呢？ �什么所有自命��上帝的人，不去竭力v法照亮他�的ƪ舍和3朋，使他�不再忽@
��大的救恩呢？ {T9 44.3}

缺少同情之心

今日在一般基督徒中，太缺少
于尚未得救的人所8表示的同情心。我�的心，若不与基督的心
一起跳�，怎能�察“�你�的灵魂�刻儆醒，好象那将来交ą的人”�句�所召我�去做的工作的重
要和圣洁呢？我�常大»基督徒8CF道。�固然是a�了,但我�是否摸到了基督渴望救人的慈心
呢？ {T9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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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上帝的人决不会以八小�工作制，来O算他的工作。他无V何�都在作工，没有下班的�
候。他有机会就行善。他随�随地都能找到机会�上帝作工。他无V到哪里，都*着一股香气。他
灵性的四¤�Ɣ着健康的气氛。他那井井有序的生活和敬虔的»吐£出一种美，足以激	旁人的信
心、希望和勇气。 {T9 45.3}

0心致志的F道人，才是上帝所需要的。一�的ô兴是没多大用E的。我�必æ要善于扣人心
弦，我�必æ有深深的ĉ着。 {T9 45.4}

救人的工作要通�QQ&逼的ô斗， 在反抗、危º、ı失和痛苦中向前挺&。在一次打仗的�
候,有一个¡向ļo&攻，却被b退Ð下Ģ来，但旗手仍站在原E。及至¡�叫他把o旗扛回来�,他
却回答�:“叫全o到旗ȱ�里来！”�就是上帝授予每一位持有准¨者的工作，就是要号召Ø人向旗
ȱ看ģ。耶和c呼召全心全意的工人。我�知道，d多自命�基督徒者的罪,就是缺少引2Ø人和自
己h到准¨的勇气和能力。 {T9 45.5}

从各国都有y其ú的呼声F来�：“%�来，……帮助我�。”上帝已在我�面前开辟广大的田
地，只要人力肯与神力合作，就有dd多多的生灵ü向真理。可是一般自称�上帝子民的人却一直
睡梦不醒，没有去做分配他�的工作，以致有d多地方圣工几乎�没有开展。上帝已再三通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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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ô起做工,并立刻去做。可是在上帝(道:“我可以差遣$呢？”的�候，却没几个人回答�:“我在
�里，%差遣我！” 以³ÌR6:8 {T9 46.1}

教会中，何�除去Ÿ欲和ñ惰的罪，上帝的灵就必丰丰富富地£示出来。他的能力也必要彰£。
教会必眼�万o之耶和c旨意的G行。真理之光，必清明强烈地照射出来，以致有d多人改邪ü
正，象使徒�代一�全地必被主的荣光所照耀。 {T9 46.2}

天上的使者，已�久等待人力──教会的教友──的合作， 藉以完成所要成就的大工。他�在等待
着你。工作的范¤是如此之广，O划是如此之大，以致每一×成圣的心都必i�起来去作上帝能力
的媒介。 {T9 46.3}

同�，从下面也必有一种]力在7�。在上帝慈�的使者藉着虔ā的人作工的同�，撒但也差遣
他的使者出去活�，要�合起接受他管束的人。世上将有“d多的神,d多的主” （哥林多前R8:5），
必有声音呼喊�：“看哪！基督在�里！……看哪！基督在那里！”撒但的阴ƻ，必随E暴露出来, 就
是要使人分心，忽略当前的àð。世上必出奇迹和异兆。但是信心的眼睛，必能从�d多的象
中，辨U那光大而òǕ的将来和等待着上帝子民的Õ利的¾兆。 {T9 47.1}

兴起作工吧！把永恒收入@野，努力作工吧！æ知一切的能力都必æ分别�圣。我�有Ţ大的事
;要完成。我�当真心ā意地祈求�:“愿上帝怜ȡ我�,Ǒ福与我�，用�光照我�，好叫世界得知
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û篇67:1, 2 {T9 47.2}

人如能大略U�到救恩
于自己和同胞有的重大意µ，就必凭信心行事，而且多少-能2略人类
的极大需要了。他�看到普世的生灵涂炭，看到d多缺乏衣食者的痛苦，和千万因道µ上的Ɯ乏而
苟存于可怕死亡阴影之下的同胞的痛苦──与肉体苦 不能比ƫ的精神痛苦──就必被ɄĨ之心所
�。 {T9 47.3}

凡�教友的，æ知>有名字4在教会的册子上是不能算得救的。他�æ�明自己是上帝所喜悦的
无愧的工人。他�æ天天照着基督的指 建立自己的品格。要住在基督里面，在他里面操÷信心。
��他�才能在基督里成��足身量的男女──康健、快�并具有感恩之心的基督徒，且随着上帝的
指引，越走越光明。他�非有�种��，就必有朝一日同d多人声哀ƨ�：“庄稼已收，夏令已完，
我的灵�未得救！我�什么早不逃往那保障避 呢？我�什么把我自己灵性的得救(1@同儿[，
ȵ慢了那施恩的圣灵呢？” {T9 48.1}

“耶和c的大日Ć近，Ć近而且甚快。” 西番雅R1:14 我�要穿上福音的鞋子，一听�号令就开
拔。每一小�, 每一分r，都是可Ó的，我�哪有工夫来M足私欲呢？在我�周¤都有人的灵魂ǳ亡
于罪孽之中。我�天天有工�我�的主，我�的上帝去作。天天要向世人指出上帝的羔羊，是除去
世人罪孽的。 {T9 48.2}

“所以，你�也要¾x，因�你�想不到的�候，人子就来了。” y太福音24:44 到了晚上，æ把
一切的罪都承U了,才去休息，犹如在一八四四年，我�¾x要迎�主那�。在�件大事比我�初
信的�候更近了。所以我�要�刻准x，不V在夜�，在早晨，在中午，有人喊叫�：“新郎来了！
你�出来迎接他”的�候,你�虽从梦中警醒，也可拿起收拾好了的明灯，出去迎接他。 {T9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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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你�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

基督的教Í，以“舍己”�核心。他常用*有权力的命令式的口气，吩咐人舍弃自己；因�上帝知
道，非把那足以Ð坏全人类的私心从人的生活中ȝ除，就别无他法可以救人。 {T9 49.1}

基督�我�成了ƜŁ，使我�能在那“极重无比永=的荣耀”里有分。 哥林多后R4:17 基督情愿舍
己，甘心在十字架上就死，使人类有得永生的可能。我�也8有�同�的舍己精神。我�在用H上
要努力成全他的旨意；他是基督徒一切努力上的“阿拉法”和“俄梅嘎”。 {T9 49.2}

我�8把所能省下的HÜ，都送&上帝的ƛ房，以8付急需接ċ而尚未开工之各地的呼求。从d
多地方都有声音喊着�：“%�来，……帮助我�。”本会教友
于国内和国外的布道工作，8具深切
的关心。他�若能舍身努力地去把真理的旌旗ý立在新的地方，就必有很大的福�Ć到他�。凡�
�工作投下的w本，必�丰富的收成。新悔改的人因得着真道亮光而快�，也就愿意拿出他�的Ü
力，使别人同得真理之光。 {T9 49.3}

上帝的慈�

上帝的恩典，是白白地Ǒ�我�的，是丰丰富富地Ǒ�我�的，也是源源不�地Ǒ�我�的。地
上一切的福气都来自于他的手。倘若主止住了他的恩惠，不Ǒ�我�，那会怎�呢？地上不知要因
�遭遇的困苦、Ɩ 和缺乏，而向上帝	出怎�的悲ƨ了！我�哪一天少得了上帝�流不息的恩慈
呢？ {T9 49.4}

�世界是藉着造物主的慈�被造，也是靠着他的慈�存留到如今的。凡我�所有的，都是上帝所
Ǒ。他要我�把所2受感恩的一部分ü�他。想一想吧：他怎�照â世界，按�Ǒ下阳光雨露，使
百物生�茂盛。他使µ人和�人同受他的恩惠。我�受了他的恩典，Ǧ不8拿出自己的Ü物去帮助
困苦的人，藉以略表感戴之心�？ {T9 50.1}

有d多人�没明白那足以使他�得救的真理。我�8去指教他�。那浪子=离了父家快要Ï死
了。我�æ
他	出ɄĨ之心。你若(：“上帝怎�看待那般在罪中将死的人呢？”我便向你指出髑ȭ
地！上帝“将他的独生子Ǒ�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ũ亡，反得永生。” ¦翰福音3:16 要思念救
主的大�真是无可比ƫ的！我��作罪人�，他来�我�死，救我�脱离永=的ũ亡。�了Z答他
如此的大�，你就C以感戴之心献上I恩的祭物──就是献上你自己。你的光阴、你的才能和你的金
H，都要随着�的,潮, 涌流到世界上去¶救失Ǆ的人。耶Ȧ已使你能2受到他的�，并能快快��
地在�的芳香之醺陶下与他同工合作。他要你把所有的用在无私的服�上，�他救人的O划可以充
分有力地&行下去。他希望你0心致力于他的工作。 {T9 50.2}

你要保住你的Ül�? 把它放在那有十字架ŷ痕的手中吧。你若自己保存，N必永=ı失。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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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l一�交�上帝，就有他的印4，永不会再有!�。你若要享受你的Ül，就C用它去�受苦者
造福。 {T9 50.3}

世界需要帮助

我�的工作的广大，呼召上帝的百姓慷慨�助。在非洲、在中国、在印度，有千千万万的人，没
有听�代真理。他�必æ听到警告。海中的d多zǛ，都等着要U�上帝。在�些z上8v立学
校，藉以¾x一批学生能够到别E�深的学校去受教育和Í÷，以便再回到自己的z上，把他�所
得的亮光F�本地的人。 {T9 51.1}

在我�本国（美国）也有d多事要做。有d多城市我��没&去F警告。有d多地方的人，正�
有人提倡制Ŕ守星期日的法令，以及在国立学校F授宗教知�等(1而不安。F道士8v法到他�
当中去。福音的前&所以ĿĿ不能开展，是因�基督复Ć安息日会的人，忽略了�种天Ǒ的机遇。
{T9 51.2}

主已�我�做他的管家。他已把他的Ül交托我�，要我�忠心地去替他分布。他叫我�把他自
己的Ü物��他。他保留十分之一，分别�圣，用来把福音F至地极。我的弟兄姊妹啊，你�要承
U你�的�E，除去自私的心，把祭物献�上主，也要把你�以前所扣留的十分之一ü��他。你
�要来承U你�的疏忽, 且照主的���他。“我必�你�斥ð蝗虫， 不容它ŝ坏你�的土l。你�
田�的葡萄ý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是万o之耶和c�的。” ď拉基R3:11 {T9 51.3}

私心是上帝工作的阻碍

我蒙指示，有人扣留了那本8忠心ŏ入上帝êƛ里，以供�那些
世人宣F福音并做挨家布道之
工的牧D和教士的十分之一，以致福音F遍世界的工作因人的私心，受到了很大的阻碍。有些人，
甚至在自命�基督徒中，也无法U�到福音工作必要�L支援，�些�L基督已�供�他�了。要
推&全世界的圣工，少不了H。千千万万的人，在罪中死亡，但因�缺少�L,那8CF遍各国、各
族、各方、 各民的福音受了阻碍，不能F开。有人已作好准x去做主的使者，可因�ƛ中缺少�L,
他�不能被派到那些要求人�去把真理教 他�的人中�去。 {T9 52.1}

在�世上，有d多人渴望听�生命之道。但没人去F，他�怎能听�呢？没有�L，怎能叫那奉
差遣去F福音的人存活呢？上帝愿他工人的生活能很好地X持。他�是他的l;。倘若工人被迫在
有害身体的情形下作工，上帝就受到羞辱了。再者，教会若因缺少�L，而无力把工人派往困乏的
地方，那末上帝也受到了羞辱。 {T9 52.2}

与其抱怨全球-会的会?不能M足�大量的要求，不如�我�的教友克己Ǣ牲，�促&圣工慷慨
捐助，借此�真理的能力做个活的��。我�的姊妹��要在衣着和装Ą方面，力求Qȥ，不要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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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浪L。凡可以省的地方，都要Q省。家家jj都要把十分之一和各种捐助献�上帝。 {T9 53.1}

上帝的9物分派者

凡真正悔改的人，必以自己�上帝Ü物的分配者，将上帝交在他�手中的款¢分派出去，以促&
圣工。倘若人能遵从基督的吩咐，那末在基督的êƛ中，必有足够的HÜ，可供�他的工作之需
要。他已把丰盛的Ü物交�了世上的男男女女，要他�去ĉ行他仁慈怜�的O划。他吩咐他的管
家，要把金H用以使ǴÏ者得食，使赤身者有衣，并将福音F�Ł苦的人。人非Ǣ牲自我，就不能
造就完美的品格。 {T9 53.2}

今我�工作的�代，比本会有史以来无V什么�代都更�重要。ď拉基三章上的�Ć到我�，
叫我�知道
耶和c和他的工作所8有的忠ā。我的弟兄啊，你�若把属上帝的Ü物私自留扣，那
末你�用来+�和�¶的金H,必使你�受咒ȉ。上帝所托付你&行他工作的Ü物，æ�F福音到地
极而用。 {T9 53.3}

我�是基督的��人， 所以不可�世俗的挂Į和打算来占用我�的光阴和心力。我�的志趣当0
注于更高尚的事;上。“你�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µ。” y太福音6:33基督甘心�意地舍弃自己，
以成全上帝的旨意。他存心®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既看到他所做的一切，�能把
克己@� 堪的事�？�8C退Ǝ回避，不愿与基督同受苦 �？基督的死8C感�我�全身筋
骨，使我�甘愿献上一切所有�他作工。我�想到他�我�作的事，心里就C充M感恩和,�，弃
�一切自私的念�。在基督之�的激励之下，我�的心�能拒�什么ð任而不愿担ë�？ {T9 53.4}

我�Ǧ不C克己尽力，尽我�所能来促&上帝慈�的事;�？我�Ǧ能看到上帝的圣子��俯就
人类，甘愿受苦，而心中不充M一点,望要�他Ǣ牲点什么�？我�能与他同工，Ǧ不是无上的尊
荣�？他离开了天上的安�之家来ó找我�，我�不C做他手下的牧人去ó找迷失的羊�？我�不
C在生活行�上彰£出他神圣的仁慈和怜ȡ�？ {T9 54.1}

主要他的百姓ǂ慎�心，凡事勤ȥQ¦。我�如能把我�+Ó重家具和个人装Ą所用的H，献上
�各地F道人之用，基督十字架的Õ利就必大大推广了。 {T9 54.2}

我�不是大家都能奉献大宗款¢的，也不是人人都能大有成就；但克己Ǣ牲，£示救主耶Ȧ无私
的精神，是人人能做到的。 有人能献大笔捐款，有的只能献上两个小H，但凡出于ā心的奉献，必
蒙悦ŏ。 {T9 54.3}

我�要求Ƥ位把一切不必要的化L献�上帝。我的弟兄姊妹,不要用H去§+非必æ的物品。 你
�也d以�零碎小数派不上大用"，可是_少就能成多啊！所以要免去一切奢侈和一切M足虚荣的
事。你�的金H关系到别人的得救。凡是教友，都8按O划捐č。有人或d不能捐大Ŗ的数目，但
是人人可以每周_聚一点款子献�上帝。就是孩童也能尽到点本分。父母要教 儿女�上帝_H。
福音的工作要我�用克己Ǣ牲的精神来X持。由于上帝子民的Ǣ牲，别人就会接受真理。�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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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人�会7�来帮助增加捐款，推&主的工作。 {T9 55.1}

确定无Ā的�据，指示我�末日确已Ć近。我�必æ�和平之君的荣Ć¾x道路。望我会教友，
不要因教会常需要他�捐助而	怨言。教会�什么要��做呢？Ǧ不是因F教事;的猛&�？我�
Ǧ可因不愿捐助而使F道事;受阻呢？不要忘4，我�是上帝的同工。各教会都8ȏ求上帝，使大
家更加,心，更加慷慨。我的弟兄姊妹啊，不要U�福音工作8C�Ǝ。只要有人要救，就不能不
救；我�
救人工作的关心也不能减退。教会若�Ǝ她的工作，就等于否U她的主。我�虽不能人
人到国外去F道， 但大家都可以捐献金H，使国外的F道工作得以	展。 {T9 55.2}

我��有d多新的地区要去开工，要%大家w助。我�Ǧ可不â基督所交�我�的使命，致使与
�些相关的8d不能��？上帝的百姓，Ǧ可冷漠地不肯拿出金H来推&上帝的圣工呢？他�若
抱�种n度，Ǧ能不与上帝隔离？也d他�U�不奉献是Q¦开支，可是�种可怕的“Q¦”，足以使
他�陷入与上帝分离的地步。 {T9 56.1}

Ƥ位弟兄和姊妹啊，�候已太Ŀ了，不可再把光阴和精力全用在自己身上。不要等到末日，才	
自己没有在天上_ïÜ物。要v法促&十字架的Õ利,使人�的灵性得到光明， 要�别人的得救努
力，��，你�的工作才�得起火的#Ŋ。 {T9 56.2}

凡敬ā而有Ǣ牲精神的上帝的工人，都情愿�别人LÜL力。基督�：“�惜自己生命的，就Ǆ失
生命；在�世上恨�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翰福音12:25 真正的基督徒，既āȏ体
å帮助凡需要帮助的人，就此£出他�上帝和�人的心。他或d会以身殉à,可是到基督来聚集自己
的珍宝�，他必重得生命。 {T9 56.3}

弟兄姊妹啊，不要�了打扮，把大量金H和光阴用在自己身上。因�凡��行的，]必少作很多
使人得安慰, 使困苦人得温暖的工作。我�都需要学e如何充分利用我�常遇到的机会， 使别人在
生活上得着希望与光明。如果我�的思想0以自我�中心，怎能利用�种机会呢？凡0â自己的
人，他就失掉无数足以使自己和别人同得福�的良机。基督的仆人，在任何境遇中都有ð任自(:“我
能做点什么来帮助人呢?”若尽到自己的能力，就可把事情的5果交付上帝手中了。 {T9 56.4}

上帝已�每个人¾x了一种不VƜ富都可同享的快�，就是培植Ä洁的思想和无私的行�的�
趣，一种向人�同情的�，作仁�的事的�趣。凡��作的人，基督的光就从他�身上	出，照耀
那�愁云�ǉ的人。 {T9 57.1}

或d你会被引Ż用你的HÜ去置+地l，也d你的儿女也要Ǟ你��行。但你 道不能以更有益
的方法来支配金H�？上帝把HÜ交托你，Ǧ不是要你ř明地�¶取利，以致到主来�，你的ê子
可以加倍�？你Ǧ不明白他要你用你的Ü物来帮助修建教堂和Ľ养院�？ {T9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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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本会有d多教友�没U�到上帝圣工的重要性。有次我写信�一位弟兄向他借H,他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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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向我借H的信，我已收到。但有一�地，我的孩子�Ǟ我+下， 所以我已把余款用来+��
地了。”�位弟兄如能把他的金H，投w建Ľ养院，在那里能使人得以听�代真理的��，或�s
学校，使我�的青年可以受良好的Í÷和影响，得以造就成�上帝的F道人，Ǧ不是好得多�？ {T9

57.4}

弟兄和姊妹啊，你�要投w建立F道机Ŏ，使真理的光从此	出，吸引人ü向上帝。一个人若真
正悔改，作了上帝的F道人，就能引2更多的人ü向救主。 {T9 58.1}

上帝推�圣工的O划是他自己定下来的。他�他的子民的收入能有盈余,以使他需要他�捐助�,
他�可以回Z�：“主啊，你的一Ɍê子，已�Ō了几Ɍ。” {T9 58.2}

假如受托管理上帝HÜ的人，都能忠心地把上帝所借�他�的Hü入主的ƛ中，主的工作就能K
步前&了。d多人将被引入真理的道上，基督来的日子，也必因之加速Ć近。真āȏ切，全心全意
地�人的灵魂作工，知道自己要在上帝面前交ą的工人，必能使多人受到感化。凡是受了如同使徒
�代那�圣灵之洗的人，就必成�上帝的F道人。如果他�能在信心上真ā�定，不�私利出�他
�的主，而永=服从上帝的威权和�率，上帝就必在他�前面¾x道路，并大大Ǒ福他�。他必帮
助他�£出他自己的善良、仁�和慈怜。上帝的荣耀必作他�的后盾。天庭之上无不�¼。 工人�
的心中，也将充MÄ洁的、来自上天的喜�。�了拯救将亡的人，他�甘愿LÜL力，他�心中也
要充M慈�和感I。因�他�知道有上帝同在而得以�固,成�富足。他�的人生,也因此更�圣洁和
高尚。天上的恩惠必在他�的工作和救人ü向基督的Õ利之上£示出来。 {T9 58.3}

上帝的工作，就要��在世界上向前推&。忠心的管家�要把上帝的Hŏ入他的Ƭƛ，以差遣工
人到世界各E。地上的教会，æ以克己Ǣ牲的精神服侍上帝。��，上帝的工作就能步步向前，�
得最光Ƨ的Õ利。 {T9 59.1}

基督因�失Ǆ之人，就走向了髑ȭ地的十字架。我�若�人，也必甘愿克己Ǣ牲去拯救迷失的
人。当基督的門徒把主自己的Ü物ü��他�，他�就是�自己在天上_聚Ü宝。及至那位“因那Ċ
在前面的喜�，就T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 ，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的主，
他��:“好,你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之�，他�就可以得着所_Ĳ的Ü富了。
希伯来R12:2; y太福音25:21凡随从救ȗ主的脚步而行的人，所得的ħǑ，乃是因�d多生灵永=
得救而�喜。 {T9 59.2}

“上帝既不�惜自己的儿子�我�Ø人舍了，Ǧ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Ǒ�我��？” ĂyR
8:32 {T9 59.3}

天上的主所作出的确是无上的Ǣ牲。神圣的仁�，h到了深不可�的程度； 他再没有更多的.西
可以舍去了。他“�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Ǒ�他�，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ũ亡，反得永生。” ¦翰
福音3:16 而我�的感激，何以如此有限？我�的I恩，比起从父那里流出的丰盛慈�，犹如ƽ海一
粟。 {T9 59.4}

基督复Ć的¾兆正在迅速地8�着。我� 道听凭世人因不知道�近在眼前的大事，而来到那大
而可畏的日子�，毫无准x�？上天�人类已提供了一个完x的拯救O划。 道一般自命��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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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他ȣ命的人能毫不â及别人的灵性�？不可，断乎不可！ {T9 60.1}

凡已接受代真理之光的人，就C以不倦的,忱，把�光分�仍坐在黑暗中的人。他�æ献身尽
力、克己Ǣ牲地藉着以色列的上帝之力前去作工。福音要F到外国，也要F遍我�本国的各城各
ŗ。一切ē苦担重担的人，都渴望得着那可以使他�在基督里得安息的真理信息。$愿把�信息F
�从没有听��的人呢？$愿引2罪人到那位曾�每一个罪人Ǣ牲生命之主的脚前,而求得上帝的荣
耀和快�呢?$愿在人前高Â基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呢？ ¦翰福音1:29 {T9 60.2}

第二�文字布道的地位

第六章我�的出版物

最后的福音信息之光大而奇妙的工作，必空前推&。全世界必从我�的RZF道事;中接受真理
之光。我�的RZæ指明万物的5局已近。我蒙上帝指示,要
我�的印刷厂�:“你�要更高地Â起
�ȱ;Fŋ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使全世人类都能听�，�他�U定哪些是 ‘守上帝ȣ命，和耶Ȧ真道的’
人。 ī示�14:12 我�的RZ必æ宣F福音,在万民之前作��。” {T9 61.1}

我�勉励各位同工，要首先注意	行那Ħ述我�所信之道的RZ，就是a解圣�原理，并能¾x
一般子民，使之在将要Ć到的#Ŋ中站立得住的R刊。我�既因ȏ切祈祷,努力工作，并善用我�的
RZ向世人a解圣�，而引人接受真理的光照，就8教 他�也来做圣道的工人。要勉励他�，把
aV圣�道理的R籍散	出去，使人得到其中的教Í,就可以用真理束腰，点亮明灯，站立起来等候
主。 {T9 61.2}


散	Ĺ写良好的RZ所能有的成果， 我�以前�在好象在睡梦中一�，没有作什么事。所以我
�在必æ善用我�的期刊和R籍，�定有力地宣F上帝的道，使人能2会基督在拔摩海z上�予
¦翰的信息。每个承U基督名字的人，都8G用所有的智能向世人作��:“末日近了;你�要¾x迎
�主。” {T9 61.3}

我�æ把出版物印成多种文字,分ã各E。三天使的信息，æ以�种媒介和活的教D广�F开。凡
是你�明白代真理的人，都当�醒，ë起尽力集w的ð任，以w助一切明白真理的人去宣F真
理。我�出售出版物所收的H，一部分仍æ作ƣ充印刷事;之用，以便出版更多的印刷品，使瞎子
的眼睛得以ƚ开，人心的荒地得以开拓。 {T9 62.1}

我�有流入商;化的危º，倘若我�全神ǧ注于世俗的+�，就不能使上帝的真理在生活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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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Ä洁与能力。在人��商和�利之)，愈演愈烈。我的弟兄啊，你�C在灵性上真正悔改ü
正。在正是我�最需要明白自己ð任的�候。“ā�在街上仆倒，正直也不得&入。” 以³ÌR
59:14 撒但已下到世�，施展大能，尽一切不µ的ȄǾ在沉ǳ的人心中活�。在��代中,凡能被震
�的,都要震�,“使那不被震�的常存。”主快要来了，我�正E于种种灾Ʀ的境地。撒但的]力虽是
看不�的，却正在ŝũ人类的生命。但是我�的生命如果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 就会得�他的
恩惠和拯救。基督将到地上来建立他的国度。�我�洁²我�的舌�，用以荣耀上帝。�我�以前
所未有的努力去作工。�上�：“无V得�不得�，-要0心。” 提摩太后R4:2 我�æ竭力v法引人
注意真理， 并利用一切机会，吸引人ü向基督。 {T9 62.2}

我�既作上帝的子民，就C重新悔改。我�的生活也æ成圣，才能宣F在基督里的真理。在散	
出版物的工作上，我�8以,烈的心情,叙述救主的慈�。惟独上帝有权赦免人的罪。如果我�不向
一般没有悔改的人F述�个信息，那末他�就必因我�的疏忽而ũ亡。Ǒ福的救人灵命的圣�真
理，已印在我�的RZ。d多人可以帮助ã售�些RZ。上帝呼召我�每个人都要去v法¶救那些
将亡的生灵。然而撒但也在作工要迷惑:民，所以我�今必æ儆醒作工，使人�注意我�的R
Z。我�要毫不Ŀ延地把代真理的福音F到各城各ŗ。我�真8Cô起尽ð啊！ {T9 63.1}

我�若真把基督的教Í和生活作�自己学e的榜�，那末生活中的每件事都能�我�	Ū一篇�
人的a稿。救主从前在大街小巷中F道，就是��作的。每逢他开口aV，听的人-是由一小群ƣ
展成一大批。今日的F道人要与基督同工。他�享有第一批門徒所承受的确切的8d，就是：“天上
地下所有的权柄都Ǒ�我了。所以,你�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他�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Í他�遵守，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y太福音28:18-20 {T9

63.2}

上帝的子民所要做的工，已在圣�上�明了。“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¾x道路。在ȍ
野有人声喊着�，¾x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y太福音1:2, 3 “看哪，我的仆人， 我所扶持，所Ȗ
:，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Ǒ�他，他必将公理F�外邦。……他不灰心，也不Ǆ胆，直到
他在地上v立公理，海z都等候他的ÍȺ。” 以³ÌR42:1-4 {T9 64.1}

上帝邀%所有的人都要悉心研究他的律法。他的道是圣洁的，其意µ是深=莫�的。真理的事
;，定要一直向前推&，如明灯	亮。人切心研究上帝的道，就能明白真理。罪�和�犯，必站立
不住；惟上帝的律法必得到X�。“�造Ƥ天，ş9穹ů，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ş开，Ǒ气息�地上
的Ø人，又Ǒ灵性�行在其上之人的上帝耶和c，他如此�: ‘我耶和c凭公µ召你，必Ɂ扶你的
手，保守你，使你作Ø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2被囚的出牢Ƶ，2坐黑暗的出ő
牢。”’ 以³ÌR42:5-7 基督徒æ从圣�中求得他�的光，然后凭信心出去把�光分�E在黑暗里的
人。 {T9 64.2}

写于加州Ľ养院 1908年5月24日 {T9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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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行出版物

在1907年3月2日晚上，上帝把d多V代真理出版物的价�和教会中弟兄姊妹�没有尽力去广�
	行的事，指示了我。 {T9 65.1}

我屡受指示�，我�的各印刷所8完全从事于印刷各种Fŋ光明与真理的R籍。在是世上各教
会E于灵性黑暗的�代。人�都因�不明白神圣的事，所以不U�上帝和他的真理。罪�的]力正
ğ集在一起，撒但向他的同伙吹虚，�他要做一种征服全世界的工作。当教会的工作E于半停ú状
n�，撒但和他的使者却在大肆活�。一些挂名的基督教会所以没能使世人ü正，是因�他�自己
被私心和Ɗ傲所腐化；所以，在引 别人h到一个更Ä洁更高尚的�准之前，他�自己必æ首先感
受到上帝使人悔改的感化力。 {T9 65.2}

一次激	人心的�*

三月二日下午，我同赫士格（S.N.Haskell） 牧D夫Ī商È奥克ø的工作和他�要向.到南ø卡
斯特（South lancaster）小住的O划。商È完了，我�得很疲乏，所以早早地睡了。当�我左身患
)湿症，痛得不能安眠。我就在床上翻来复去，想减T痛苦。我的心ņ也痛，就�得�不是个好征
兆。后来，我N于睡着了。 {T9 65.3}

¦九�半，我想翻身，就翻了个身，便�得身上的痛苦全消失了。 在我翻身伸手�，竟�得有一
种非言g能形容的舒服和安泰。我的房�里充M了美f、柔和、蔚ø色的光，我�得自己似乎在天
使的¯抱中。 {T9 65.4}

�种奇特的光，从前上帝特别Ǒ福于我�，我曾��。但�次更加清晰，更加感受强烈，使我感
�到一种无可言ȇ的安宁与和ƺ。于是我坐了起来，看�自己周¤有光明的云彩�Ɣ着，云彩洁白
如雪，其<��深粉Y色。我又听�空中充M了最柔和最甜蜜的音�，我意�到�是天使的歌声。
此后就有声音
我�：“不要惧怕；我是你的救主。圣善的天使都在你周¤。” {T9 66.1}

我�：“那末�是天国了。在我可以安息了，不必再F什么信息,也不必再受什么Ɇ陷了。 一切
事情在都可毫不L力，我可以享受和平与安宁了。啊, 我的心里充M了�不出的平安！�里果真是
天国�？我果真是上帝小小的儿女中的一个�？我将永=享受�种平安�？” {T9 66.2}

那声音回答道：“你的工作�没有做完。” {T9 66.3}

此后我又睡着了。等到醒来，又听�音�，我就想歌唱。��有人走�我的房門，我不知道他有
没有看�我房�里的亮光。�了一会，那光消逝了，然而平安的感�犹在。 {T9 66.4}

不多一会，我又睡着了。�次我好象在È事会中°VRZ的工作。赴会的有几位弟兄，是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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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2 人，老赫士格牧D和夫人也在， 同其余的弟兄�商È	行R籍、>9和期刊的(1。 {T9

66.5}

老赫士格牧D提出充足有力的理由，向大家Ħ述了�什么要更广泛地	行那些'有上帝
¯姊妹
所作指示的R籍──'有代必æF�全世界的特殊信息之R籍。他(道：“我�的教友�什么不ħ�
那些含有上帝凭�之R籍，不将它广�	行呢？�什么不去0門研究R，写那些警告人防x撒但工
作的R籍呢？我��什么不更努力去	行那昭示撒但破坏上帝工作的O划，揭穿他的阴ƻ和欺Ǿ的
R籍呢？�了
付撒但欺Ǿ的罪�，我�æv法开ī人的眼睛，使人�可以看出我��代的形]和
危机，而竭力信靠基督和他的µ。” {T9 67.1}

当�有个从天上来的使者站在我�当中，向我��警戒和ÍȺ的�。他使我�十分明白，世人正
因没听到�天国的福音而ȶĆũ亡。�种信息，写在我�已�印成，或正将出版的R籍中，我�8
当将之分	�=近各E的人。 {T9 67.2}

属世学�的危害

上帝�代所要F�世人的真理之光，不是世上有学(者所要F授的；因��些人在他�的研究
工作中，常会作出ȰĀ的5V，而且他�因�研�了d多作者的主9和理V， 就迷恋于从撒但得来
的学�。撒但披上了光明天使的外衣，把似乎十分有趣而充M科学奥秘的事物�人研究。人研究了
�些�1，就必2受ȰĀ的学�，且与迷惑人的灵�合起来，倡 新奇的学�，引Ż人偏离真道。
{T9 67.3}

本会的牧D、教D和Ĺ½�，ŧ�世上的R籍，�常有一种危º，就是将�些RȰĀ的思想Ɂî
在他�的言V和出版物中，因他�以�，�些思想在原¨上与真理之灵的教Í相同。《活着的圣
殿》（Living Temple）一R，就是个例�。 其作者宣ŋ�，�R中的教Í是与¯D母的R一致的。
以后我��必æ常常v法抵制一班研究来自撒但的科学之人的影响，撒但就是要籍着�种影响使人
将上帝和基督看作是虚无的。 {T9 68.1}

圣父与圣子各有其位格。基督�：“我与父原�一。”然而到世上来成�人形的乃是上帝的儿子。
他把皇袍和王冠ì在一<，以神性取了人性（原文�“以神性穿上人性”），使人性可以藉着他无Ł的
Ǣ牲，“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Ð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 {T9 68.2}

基督曾在各方面受�#探，正如人受#探一�，可是他从未向#探者“用ŝɃ的�罪ð他” 犹大R
9。他每遇#探， 就用上帝的�来8
。“�上4着�”是他立于不Ð之地的利器。我�作他的代表,
也必æ用永生上帝的�,去
付仇ļ的一切&攻。 我�决不可�自己随从那蛇的榜�，G用他那种科
学的Vǡ。上帝的儿女若靠主的�g�盾牌，撒但必不能得Õ。 {T9 68.3}

我�的“策士”已将�一点ǅ刻在我�心上：守上帝ȣ命的百姓必æ因真理成圣，真理必æ永=居
先。我�不可忘4撒但在仍活着，要用假科学迷惑人。 {T9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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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原是天上的主宰，生命之君；然而，他却自卑屈身�人，®从了上帝的每一条律法。他��
了每个2受基督名字的人所必æ��的路程，且从#Ŋ中出来，一罪未染。他在凡事上都是我�的
榜�。 {T9 69.2}

我�
基督的第一次降世和他的F道生活，�没有研究到8有的深度。基督�着一种克己的生
活；真理以其一切可Ó的品S，都在基督的人生上£了出来。他在世上的每一句良言，每一ȓ善
行，都是�了造福人类。 {T9 69.3}

 刊工作的高6

出R的工作是重大而有益的工作；可�¢工作却没h到上帝�它原定的高Ó圣洁的地位；因�做
�¢工作的人，常把利己的私心Ɂî在内。我�æ以R籍�一种利器，将代真理的圣光迅速地F
�世人。今天从我�印刷所印出的出版物æ有��一种特性，即巩固由上帝的�和圣灵的ī示所建
立起来的信心的每一ǽ目。 {T9 69.4}

上帝末世的百姓，如在教会中遇有F假道的人， 就C依仗上帝所�他�的真理而不�Ê。那五十
多年来�受ļ人&攻而毫不�Ê的真理，仍然必æ是上帝百姓的倚靠和安慰。 {T9 69.5}

我�æ藉着ò格攻克己身的生活，向Ø人�明我�是持有圣�真理的人。决不可�人看我�的信
仰是一套假把[，乃æ�常以主耶Ȧ�榜�。他虽是天上的王，却屈尊来�一种克己Ǣ牲的生活，
以£示并�明他父之道的公µ。�我�每个人都立定心志，竭尽全力，�我�的好行�能在世人面
前Ĕ耀。 {T9 70.1}

在前�中,�

我�
出版R籍和期刊的O划，8取得完全一致的意�，使其中的真光可以迅速F遍各E,照耀�
个世界和挂名的教会。在推ãR籍的工作上，我�所当取得的成Ƅ同�¹相差甚=。 {T9 70.2}

各位牧D，8ǆ起教友力争真理的Õ利。�上�:“兴起，	光！因�你的光已�来到,耶和c的荣
耀	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c却要£照耀你，他的荣耀要在你
身上。万国要来就你的光，君王要来就你	的光Ƨ。” 以³ÌR60:1-3 相�和¡5的精神，足以�
信徒成就奇异的事，我�的教会Ǧ能不兴起，将末世的警告F遍世界呢？ {T9 70.3}

#��B的 �（注）

《基督比ȇ�Í》（Christ’s Object Lessons，曾ƾ�《天路》──ƾ者按）是一本很有价�的



12/16/13, 11:08 A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28 of 121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8&start_paragraph=1003640749&finish_paragraph=1003642264&references=1

R。 �本R已成全了很好的工作。 我�已决定把它所得的利ń，划üÑ助教育�L之用。有d多学
校曾靠�本R得以ǎ�所欠的ǋ。更可幸的是：有d多人�了�本R，已从其真理的教Í中得了益
E，且�有d多人将从中2受福气。 {T9 70.4}

《服�真ǵ》（Ministry of Healing）一R，也可象《基督比ȇ�Í》w助学校那�，
Ľ养院和
治Ľ机关�予同�的w助。�本R含有那位“大医D”的智慧。
我本人而言，我�得能�上帝的道撰
写�些R，��无上的荣幸。将来我�当作妥善的O划，以不懈的努力来推广其ã路。 {T9 71.1}

L�K'

上帝要我�从�去的失Ð中学得教Í。他不喜�他的教会机Ŏëǋ。在今�代，我�必æ作踏
�的工作，不要建造高楼大厦，以致重蹈故ȋ，在ǋ�中愈陷愈深。我�8努力ǎ�目前所欠的ǋ
�。各地教会如果愿意帮助，也可以在�方面尽一份力。那些享有上帝厚Ǒ的教友，可以把他�的
余款存入教会，不取利息或取低息；他�也能用�意捐来帮助支持圣工。上帝叫他���喜喜地把
他所借�他�的一部分Ülü�予他，藉此成�上帝恩惠的施与者。 {T9 71.2}

 刊工作的另一意�

我在三月二日�了异象之后，不久就去参加多E的大聚会和ą篷会。 在那里有我�的牧D清清楚
楚地a明今�代的危º和	行RZ工作之刻不容œ。当�的弟兄姊妹听了�番Ǟ告，就前来§+
d多R籍。有的人只+几本，有的人+了d多。多数的人当"付H，也有人准xœ期付清。 {T9 71.3}

那�所�的R价很低,有d多R是特别减价的,所以�出很多,而且�有d多不信本会道理的人来
+。他��:“�些R一定含有0�我�的信息。�要使我�+�些R,�些人（指本会）竟愿削价Ǣ
牲,所以,我�非但自己要+,也要+些�朋友看。” {T9 72.1}

然而我�教会，却有人表示不M意。有人�：“�事必æ制止，否¨我�的¶;要受影响。”�有
一位RZ推ã?�一位弟兄挟了一大捆R，就上前ǭ住他(：“弟兄，你要�d多R作什么？”当�我
就听�我�的“策士”的声音�：“不要制止他�。�是当做的事。末日近了,你�已�失去很多光阴，
没有去	行�些R。在8到=近各E去广�	售，使之如秋天的落叶散遍大地。�种工作要~\
不停地做下去，不受任何人的制止。不U�基督的生灵正在死亡。你�C去警告他�，使他�知道
基督很快就要Ń云降Ć了。” {T9 72.2}

但有几位同工仍£出很懊Ǆ的�子。有位竟哭着�：“出��低的价H+R的人，真有些
不起我
�的RZ事;；况且我�的工作全靠所得的利ńX持，如今��作，会使我�一点利ń也没有
了。”那声音回答�：“你�没有受什么ı失。凡以廉价+了�些R籍的工人， 正是因�种削价才能
把R7�出去。有d多人本来是不想+的,在却+了,��朋友�+。” {T9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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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忠告

此后上帝又指示老赫士格牧D�：他因�急欲将�些R中的宝Ó真理供献于人，希望大家都能�
察�些R的价��在Õ于所付的价ê，并要激励大家去广�推ã，所以把他的R�得太便宜了，以
致使自己承担了�重的ë担。 {T9 73.1}

我�的“策士”�：“我��Ræ有一定的限价，即使作者得到稿酬，印刷所也有当得的收益，以便
~\出R。” {T9 73.2}

我�当研究的比N

基督�：“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他的葡萄园作工，和工人a定一天一Hê子，就打	他
�&葡萄园去。¦在巳初出去，看�市上�有Û站的人，就
他��：‘你�也&葡萄园去。所当�
的，我必�你�。’ 他�也&去了。 {T9 73.3}

“¦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行。¦在酉初出去，看��有人站在那里，就(他��：‘你
��什么整天在�里Û站呢？’ 他��：‘因�没有人雇我�。’他�：‘你�也&葡萄园去。’ 到了晚
上，园主
管事的�：‘叫工人都来，�他�工H，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止。’ ¦在酉初雇的人来
了，各人得了一Hê子。 {T9 73.4}

“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以�必要多得；$知也是各得一H。他�得了，就埋怨家主�：‘我�
整天ē苦受,，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你竟叫他�和我�一��？’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朋
友，我不żë你，你与我a定的，不是一Hê子�？拿你的走吧！我�那后来的和�你一�, �是我
愿意的。我的.西 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因�我作好人，你就Y了眼�？��，那在后的将要
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因�被召的人多，:上的人少。”’ y太福音20:1-16 {T9 74.1}

凡以>Ä的信心和�心，�上帝作工的人有福了，他�必得恩Ǒ的Zħ。我��上帝服�的价
�，不在于工作��的�短，而是看我�作工的精神和n度如何。 {T9 74.2}

8人之光

我深望我的R所含的光，能触及尽可能多的生灵；因�上帝	出�个信息是�Ø人的。�些R在
基督徒的��上含有宝Ó的教Í。我不敢禁止�些R在特定的"合廉价出售，唯恐阻止人�ŧ�，
不�真光照在一些可能悔改信道的人身上。 我
于	行R刊的工作不作限制性的á定。8C把灯光
放在灯台上，照亮全屋的人。 {T9 74.3}



12/16/13, 11:08 A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30 of 121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8&start_paragraph=1003640749&finish_paragraph=1003642264&references=1

�牟利主0者的教4

“耶Ȧ&了上帝的殿，赶出殿里一切作+�的人，推倒ƒ|êH之人的桌子和�Ȇ子之人的凳子；

他��：‘�上4着�: ‘我的殿必称�祷告的殿,你�倒使它成�ƭŵ了。”’ {T9 75.1}

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Ȧ跟前，他就治好了他�。祭司�和文士看�耶Ȧ所行的奇事,又�小孩
子在殿里喊着�: ‘和散那ü于大Î的子Ŵ！’就甚đ怒,
他�: ‘�些人所�的，你听�了�?’ 耶Ȧ�:
‘是的,�上�: “你从Ɵ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ĵ美的�。”你�没有念��？”’ y太福音21:12-16 {T9

75.2}

写于加州Ľ养院 1908年5月4日 {T9 75.3}

有一点是我��主作工的人�不可忘的，就是主耶Ȧ基督乃是我�的-指Ū。他已定出O划，叫
我�的学校可以藉此�清ǋ�。凡因缺乏成功的信心，而弃�上帝O划的人，主必不ĵd。主的百
姓若能同心Ķ力地起来X�他在地上的圣工，主所8d的一切美事，都必�他�成全。 {T9 75.4}

第八章更开$的眼光

教会的ëð人，
于国内和国外圣工的&行，必æ制Ŕ明智的O划，以便最有效地利用我�的人
力和物力。国外有d多地方的圣工,大半æ由我�国内各区的教会ëðX持。 �些区会，都8x有款
¢，以帮助开辟一些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考�性的真理尚未F入的新地区。在�去几年里，F道之門
已奇迹般地广�打开，需要男女同道去&入�些地区，立即努力去作救人之工。 {T9 76.1}

我�的教育机关8更多地培育工人,以适8各地圣工之需。我�8精心vO，以加强各E教育中心
的工作。必æ�心研究如何用最好的方法装x好献身的青年男女，使他�ë起�基督救人的ð任，
当教 他�如何接近Ø人，如何用富有吸引力的方法去Fŋ第三位天使信息。在�ċ管理方面所教
授的�程，要在他�将来被派到遥=荒凉之地，面
Ɯ乏，凡事必æ竭力Q省的�候，能
他�有
所帮助。 {T9 76.2}

上帝已�制Ŕ了O划，使我�学校的d多学生都能学得在日后生活中取得成功的�¹教育。他已
Í÷他�去ã售一些0用于促&本会教育和医Ù工作的宝ÓR籍。正是在ã售�些R刊的�程中，
他�将会得着d多��， 足以使他�知道如何8付将来在新地区作工�所遇到的 1。在做学生
�，d多人可以从推ã�些R籍中，学会用温Ȫ的礼貌去接近人�，÷就一种机智得体的8
，来
与人»V代真理的各个方面。而且有的人�可以学会在�ċ上有了些收�之后, 仍保持Qȥ朴素的
eÆ。�种eÆ到他�被派作F道人�，就会大有益E了。 {T9 76.3}

凡担任推ã《基督比ȇ�Í》和《服�真ǵ》等R的学生，æ事先把所要推ã的R刊，自己先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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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一遍。当他�熟悉了R中的宗旨，并努力�行其中的教Í之后，就会在知�和灵力上同��
&。�两本R的内容，含有上帝指示我并要我F�世界的真光。所以本会学校的教D，都C勉励学
生把R中的每章每句í加研究。要将�些真理教 学生,v法感��些青年，使他�
上帝已托付我
�F�世界的宝Ó意念l生�慕之心。 {T9 77.1}

有了�种�R刊的¾x，再加上与人日常接触�所得的��，就足以使参与此¢工作的人接受一
种极有价�的Í÷。在上帝恩典之下，�些青年都可以�得一种在上帝葡萄园中作工的w格。 {T9

77.2}

各区教会的ëð人，
于我�的青年都ë有一¢特殊的工作。教会的à?如果�有真ā有�的青
年愿意造就自己在上帝的圣工中作有用之材，而其父母却无力w助他�上学， 他�就有ð任v法予
以帮助和鼓励。他�C去与�些青年并他�的父母共同商È妥善的s法。有的青年人也d最适合做
家庭布道的工作，在分	我�的印刷品，并向3朋ƪ里Fŋ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工作方面，也可大有
作�。其他的青年，8鼓励他�参加推ãR籍的工作。�有些青年，或d有w格成�本会各机关中
的好助手。在d多情况下，我�
于一些有�的青年，若能善加鼓励，妥�指 ，就可引2他�因
ã售《基督比ȇ�Í》和《服�真ǵ》等R而得以自养求学。 {T9 77.3}

青年人	售�些R籍，就是在作F道人，因�他�把那宝Ó的真光*�世人。同�他�也可以Ō
H入学，~\¾x自己�上帝的事;作更大更广泛的工作。他�在校�，可以在D�和同学的激励
下，~\推ãR刊的工作；等到离开学校�，他�已�受��¹的Í÷，能适合从事一些Ɩ苦的、
急需的、具有自我Ǣ牲精神的工作。�种工作，在国外d多地方都必æ有人去做；第三位天使的信
息必æ在那Ɩ 困苦的�境中Fŋ开来。 {T9 78.1}

�种教育方式所取得的效果，与�学生�不��地工作的�e而直接上大学，到ĭ;�背上ǋ�
的包袱，而且
自己在新的未�#�的地方作工�，所要遇到的困 毫无意�的情况相比，真不知
好多少！ 若要他�8付在国外开�圣工�所遇到的�ċ(1，(1就更大了。而且�要背着他�在
做学生�所欠的ǋ�的包袱，直到�清�止。 {T9 78.2}

另一方面，如果采用了自养的方法, 所能得到的益E是何等大啊！学生在ĭ;�可以完全或者近
乎完全不ëǋ；学校的�ċ也可以格外ÿ裕;而且学生在本国各地所得的��和教Í，
他�在国外
工作�，会有�不尽的好E。 {T9 79.1}

我�当定下妥善的O划来帮助一些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只要他�自己愿意，就可以藉着�R，供
�自己求学的L用。凡在�种情形中求成其学(的人,必得到一种最宝Ó的�¹��，有助其适8到
别的地方去开辟圣工。 {T9 79.2}

在短�期内，我�在�世界上有一件极重大的工作要作，所以我�必æ切心研究，以便可以�从
前更加明白，更加重@上帝把�两本宝Ó的R──《基督比ȇ�Í》和《服�真ǵ》──交在我�手
中的用意，就是要我�用它来帮助q良的学生解决求学的�L(1，同�用以清理本会教育和医Ľ
两个部門的ǋ�。 {T9 79.3}

我�若用明智的方法，去�ã上帝Ǒ�我�促&代真理事;的宝ÓR籍，就必有很大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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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存留。我�如果照上帝的O划去努力，就可以培养出d多虔ā的青年去=方作一个��的F道
士。 同�，国内的各区教会也会有充足的�L，可以源源不�地接ċ新开辟地区的圣工所需。 {T9

79.4}

写于加州Ľ养院1908年4月17日 {T9 80.1}

上帝要本会的信徒都意�到ã售《基督比ȇ�Í》，是上帝所指定用以清理本会学校ǋ�的方
法。因�我�忽略了�个O划，所以在会�得�般拮据，没有�L开展工作。各校如采用了上帝
替它�¾x的方法，那未在校ƛ之中和上帝仆人的手中就能有充足的�ċ�力,以此解救别的部門工
作上的短缺。此外，更重要的是校中的D生都可由此学得做主的工作所不可少的��教Í。 {T9 80.2}

在与我�的Ľ养院和学校相近的各城市中，我�可做很多F道工作。可惜目前我�所作的一点
工，犹如杯水�薪。有些地方已有了很好的开端。但上帝的旨意是要我�通�推ã《基督比ȇ�
Í》和《服�真ǵ》�两部R，筹得大宗款¢，作�Ľ养院和学校之用；使我�的教友可将捐款慷
慨帮助在新地区开�圣工。如果本会教友都能及�各尽本分去从事推ã�两本R的工作，我�就能
有比目前多得多的�L，照上帝的O划去&行他的工作了。 {T9 80.3}

第九章 篷大会与出版物

ą篷大会（camp-meeting）是美国各区会每年一度的大聚会。凡是教友，一般都会参加。聚会地
点，大都是在郊区林中或花园等美f空ȍ之地。会"是ą篷搭成的。赴会的人也大都住在ą篷里，
�一种野外露宿的生活。会期大概是十日左右。每日所°V的，多半是本会的各种要道和各部門圣
工&行的方法。晚上�有布道会。�种ą篷大会，在我国因�种种原因尚未�行。──ƾ者附� {T9

81.1}

在�去的ą篷大会中, 上帝的仆人已利用了不少宝Ó的机会，把在ƪ里3朋之�Fŋ第三位天使
信息的救恩真理的切�方法教�我�的教友。有d多人已从中学会了如何在自己的地区作自养的F
道。d多人每年赴了大会回家后，比以前更有,情、更有智慧地作工了。 {T9 81.2}

如果我�的教友在�去的几年内，从ą篷大会中受到更多的�¹教Í，上帝就必更�喜悦。各区
会的à?以及弟兄姊妹�都84住，我�每年开ą篷大会的宗旨之一，就是要使大家学到作个人F
道之工的切�方法。关于ą篷大会的情况在“致教会的�言（Testimonies For The Church）”第六卷
上已�得很清楚，摘�如下： {T9 81.3}

“上帝已将极神圣的工作交在我�的手里，我�必æ聚集ȃ来接受培Í，使我�能有w格做�¢工
作。各人必æ知道自己
于在地上建立上帝的事;，X�上帝的神圣律法，并Â起救主──“上帝的羔
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翰福音1:29 ──的工作中，当尽何等的ð任。我�æ聚集一起，并2受圣
灵的感�，以便明白自己在家中所当作的工。�父母的，C知道如何在自己家庭的圣所中，教育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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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子女，以便派他�出去作照亮世界的光。至于分工任命，以及各方面工作C如何&行， 我
�也æ明白。每个人都当知道自己所要做的一部分工作，使大家可以ģ心Ķ力，在O划上、工作上
都能配合默契。” 原文第32, 33t {T9 81.4}

“ą篷大会，如能行之得当，就是一所学校，足以教 牧D、�老和ĉ事��主作成更完美的工；
也可以使教会的教友，无V男女老少，都有机会更加完x地学e上帝的道；并且使信徒能在此接受
教育，帮助他�更好地去帮助外人。……” {T9 82.1}

“牧D所能�予教友的最大帮助，并不是a道，乃是�他�安排工作；使每个人都能�别人作些
事；并且帮助他�U�到自己既2受了基督的恩惠，就有ð任�他作工。凡做教会2袖的人，�8
C3自教 教友如何作工；尤其是
一般新&教会的人8C教 他�与上帝同工。一旦大家ô起作
工，灰心Ǆ志的人就会忘4他的ǲǄ；ç弱的人就会!得�强；愚昧的人也会7�ř明;无V什么人
都可以FȮ在耶Ȧ基督里的真理了。他�一定会ó得那位永=立于不Ð之地的援助者，就是那位曾
8d要拯救一切到他面前来之人的耶Ȧ。” 原文第49, 50t {T9 82.2}

有些区会的2 人，
采用�种切合�¹的教育方法，�有âĮ。有些人生来是善于a道而不善
于教 的。然而每年Â行ą篷大会�，我�决不可���个机会教 教友在自己的周¤，作切合�
¹的F道工作。有�最好指定一些人在�些大会中，分任各¢Í÷教友的工作。 有些人可帮助教友
学e怎�与人k�和怎�Â行家庭聚会。其他一些人，可以Í÷教友如何ĉ行Î生和Q制的原¨，
并学会治Ľ病人的方法。�有的人，可以在我�的R刊工作上出力。在�一¢工作上，我�æ特别
Ȗ:几个工人，0門从事F授�ã《基督比ȇ�Í》和《服�真ǵ》�两本R的方法。 {T9 82.3}

有d多人，从来没学会怎�去推ã�些促&教会工作的R籍。然而他�决不C因此原š自己，乃
æ切心研究怎�才能在推ã�些宝ÓR籍的工作上尽忠尽à。我�必æ高水准、高效率地�¶我�
的学校和医院；我�各人都ë有重大的ð任，即通�广泛推ã�种能改善�ċ的R籍（�第七章附
注），使�些机Ŏ可以E于qÕ的地位。我�每一个人，如果都能有兴趣而_极地将�些R送到需
要救恩福音的Ø人手中，上帝就必因我�而得荣耀了。 {T9 83.1}

在南加利福尼Ì区会的�践中，上帝已一次又一次地将行善的机会放在我�面前，要我�竭力遵
行他的旨意，在�ċ方面w助学校和医院。那里的条件非常有利于开展�期推ã《基督比ȇ�Í》
和《服�真ǵ》的工作。我�南加利福尼Ì区会的弟兄和姊妹，
于�个集w�ǋ的O划，决不可
存日久生ß之心。裴南多学校（Fernando School） 的学生和三所Ľ养院的�士�， 决不可失去�
些通�推ãiQ�ċ的R而得可Ó的F道��。那里的区会，也决不可不~\提倡�种工作，而在
灵性和�ċ双方面失掉可Ó的效果。 {T9 83.2}

然而�光一年年地�去，一些8通�F道�践而得丰富��的学生,却没人鼓励他�去竭力推ã�
本《基督比ȇ�Í》。各地的教友，虽然每天与d多外教人──旅客以及富裕或有影响力的男女人士
──相遇，却当面��了机会，没有去向他�推ã《基督比ȇ�Í》和《服�真ǵ》�两本R。d多
心地正直的人，本C因我�全心全意的服�而受感化的，却没有得着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真光。 {T9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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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遵行了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圣名就必早已得了荣耀,我�在灵性工作P`上也必早已得了
d多Õ利。 主必3自以非同ó常的方式，指 我�在交通干`附近建立有力的医ĽF道中心,致使d
多富有Ül的人,能够并愿意前来帮助主的工作。学生�也必能受到Í÷，以致大大地提高他�在国
内外作切�F道之工的效率。教会也必得到属灵的福气而兴旺起来。d多人必2受真理，而且反�
来增加教会的感化力和�L。 {T9 84.2}

象南加利福尼Ì那�人口流�量极大的地方，d多旅游者来ó求健康和治Ľ，我�犹8不懈地努
力去Fŋ真理的亮光。《服�真ǵ》和 《基督比ȇ�Í》�两本R是特�旅游中心准x的。我�8
尽力把�些R��一般有��也有兴趣ŧ�的人。一般欲求恢复身体健康的人更少不了《服�真
ǵ》�本R。我�8当抓住每一个有利的机会，去感化�一等人。 {T9 84.3}

我听�上几个月中，南加利福尼Ì教会在改善�ċ的工作方面呈复兴景象，心中十分高兴。在Ă
y林h有些�士，
ã售《服�真ǵ》一R，已受了特别Í÷。当他�在附近的城市和Ĵ村挨家探
ł�，天上的恩典大大地降在他�身上，以致Ø人
我�的教友和工作留下了很好印象。 {T9 85.1}

在裴南多学校，教D�近来重新引起了学生�
推ã《基督比ȇ�Í》的兴趣。大�学生在<祷
告<研�了�本R以后，就同他�的教D到洛杉ȩ去作工，并在那里得了切�的可靠的��。�种
��,他�@�比金ê更宝Ó。�¹上， �种工作是上帝使青年人接受F道Í÷的指定方法之一。凡
���个机会的人，无异在他�的人生中失去了一段最有价�的��。学生通�_极投入�¢工
作，就能�e用机智得体的方式，去接近各界的男女，以便学会如何用温和有礼的n度去感化他
�，使他�
R中的真理&行U真思考。 {T9 85.2}

我�最大的抱ë，不是筹集w金，而是救人。在�个目�上， 我�æ尽全力教 学生如何引人明
白三天使的信息。我�如能在救人的工作上�得成功，那些被救的人也会用他�的才能去将真理F
�别人。我�若能勤ô地去救我�的同胞，上帝必使我�的一切努力都能5出ǁ果。 {T9 85.3}

我要
各区会的会�和各位ëð人�：我�大家8C尽力使各教育机Ŏ的教D明白：《基督比ȇ
�Í》�本R是来自天上的礼物，凡尽心竭力利用此R的人，将要2受藏于其中的极大的福气！我
�要鼓励教D�和学生�一起ȏ切祷告并研�此R，然后再&行�地推ã我�要帮助从事教育的
人，2悟自己
此事的ð任。更要尽力恢复推ã《基督比ȇ�Í》的工作，并制ŔO划，掀起推ã
《服�真ǵ》的大G�。 {T9 86.1}

当教D和学生�都尽心参与�¢工作�,便可得一种��，足以使他��ą篷大会作极有价�的服
�。他�可以指 赴会的信徒，也可在会"附近，ã售大量R籍。��，他�就可尽自己的ð任，
感化需要三天使信息的Ø人。愿教D和学生�都慷慨地ë起自己的一份ð任，去指 我�的教友如
何把福音F�3戚、ƪ舍、朋友。 {T9 86.2}

当我�照上帝的O划而行�,就成了“与上帝同工的人。”我�不V身居什么à位──无V是会�、牧
D、教D、学生， �是教友──上帝都叫我�利用一切机会去照亮一切需要代真理的人。出版印刷
是上帝�我�用于F道的主要工具之一。在我�学校和Ľ养院里，在当地的教会里，尤其是在每年
的ą篷大会里，我�都æ学会善用�种宝Ó的工具。特:的工人，要孜孜不倦地指 教友如何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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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ȷ感人的n度去接近不信主的人；如何将那些把代真理表明得很清楚很着力的R刊，放到他�
手里。 {T9 86.3}

我3�的弟兄姊妹啊，我�行善不可懈怠。基督在世上的�候曾徒步旅行各E。他虽然�常困乏,
有�肉体疲ǀ不堪，他-不拒�前来求治的人，�要教Í他�永生之道。他肉体虽然�常精疲力
尽，却不放松工作。因一个世界要他拯救。所以他不惜Ǣ牲一切，只求真理的光照耀大地。 {T9 87.1}

以色列的上帝，要我�同他建立起神圣的�系，ý立以��原�力，并能洁²心灵的活Ƽ的信
心。他希望我�作一�有w格�他作工的工人。
于�种工人，他8dǑ�力量，叫他��他打光
Ƨ的Õ仗。 {T9 87.2}

写于加州Ľ养院 1908年7月10日 {T9 87.3}

凡在Fŋ末世福音信息的圣工中有份的2 人，必æ扶植和�惜广泛的�解和意�。凡ëð福音
工作者都8是基督学校的ř明学者， �是他�的特权。自命�基督徒者不可随心所欲；他必æŹŊ
成想基督所想并使人2会上帝的旨意和方法的人。��的基督徒才是基督工作方法的追随者。 {T9

87.4}

我�的弟兄不C忘4，上帝已�我�学校作了准x，将Ǒ福�每一位参与�¢事;者。《基督比
ȇ�Í》�本R将捐Ɖ�教育工作，学校的学生和其他教à?工可以�ã�些R，以便筹集更多的
w金来ǎ�学校的欠款。但�个O划没有按Æ例向学校a明，D生�也没有接受�ã�本R的培
Í，更没有大胆地推ã以w助教育事;。 {T9 88.1}

很久以前，学校的D生�已�学会利用有利的机会推ã《基督比ȇ�Í》以筹集w金。学生�将
出售�些R服�于上帝的事;。同�，在Fŋ�宝Ó的真理�，他�在基督徒��中要学会�些极
其重要的功�。教育工人、w助学校和引人ü向基督是Ċ在我�面前的任�，今所有的学校都C
ģ心Ķ力、忠心尽力地�行�个O划。 {T9 88.2}

第三�城市的工作

第十章城市中的景况

因�世人一意作�，日甚一日,故有一种近乎普遍的罪�，正迅速而确切地Ć到城里的居民。我�
正E于一个“罪�瘟疫流行的�代”，凡是有思想并敬畏上帝的人，莫不�之心¥。今世上所流行的
腐Ð堕落，�非笔墨所能形容。政治方面的争斗、ȔȾ和欺Ǿ，日�新奇了。暴力、不法、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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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痛苦、É人害命和凶惨如魔等事日日	生，惨不忍睹。ƻÜ害命、自É，以及精神失常的事，有
增无减，日甚一日。 {T9 89.1}

今的城市，正快速地在!成所多ď和蛾摩拉。d多假日，狂�取�的事吸引着千万人，逃避人
生正当的àð，卷入它的漩Ȏ之中。种种刺激性的Ő�，如看[、³y、Ǎ博、酗酒，以及跳舞宴
�等事，把人�的情感刺激到了Á点。 {T9 89.2}

青年人被世俗的潮流冲去了。凡一心�Ő�而Ő�的人，无异是�#探的洪流开放Ǉ門。他�尽
情地追求社交上的��和T浮放肆的[笑，无ă地消耗精力，直至Ǆ尽了做一个有用之人的愿望与
能力。他�
宗教原有的,忱已降到冰点，以致灵性的生命暗淡无光了。他�心灵上所有一点高尚
的本能，就是使人与属灵世界相通的能力，全被摧ŝÐ坏了。 {T9 90.1}

从工会和托拉斯（�合多数商;¡体所´成的机Ŏ，常含ȯ断商;之意）的成立和Ű工的事来
看，城里的生活景况正不断地!得越来越Ɩ 了。 {T9 90.2}

追求HÜ、Ɓ/虚荣和奢侈浪L，是一股强有力的潮流，使�大多数的人类不去思考人生的真
Ƞ，而�万般罪�敞开了門j。有d多人，因�沉湎于追求世上的Ü富，所以
上帝的要求和同胞
的需要麻木不仁。他�把Ü富当作追求个人荣誉的工具。所建的房屋，左一宅、右一院；所§的地
l，横一�、Ȋ一�。他�的家中堆M了奢侈品，却任凭周¤的人在困苦、罪�、疾病和死亡中Ƒ
扎。 {T9 90.3}

人�用种种±迫勒索的手段，忙着�自己_蓄巨ŖÜ富；但同�行将Ï死之人的哀ƨ已上h上帝
耳中。大批群Ø都在ǴÏ中Ƒ扎。由于迫于生O，他�只得拼命ē力，以期得一点¸供生活最低需
要的微薄工w。他�ē累�度，x受剥削，又没有希望改善景况，ë担�在沉重不堪。如果再加上
病痛和灾Ʀ，其重担真是人力所无力承当的了。他�在ĞĮ和±迫下，不知到何E去求得解脱！ {T9

90.4}

圣�提到了在基督复Ć之前世界所E的景况。使徒雅各曾描述世上所要出的Ɓ婪和±迫。他
�：“唉！你��些富足人哪,……你�在�末世只知_ïHÜ。工人�你�收割庄稼，你�ż欠他�
的工H，�工H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冤声已�入了万o之主的耳了。你�在世上享美
福，好宴�，当宰É的日子竟Ž养你�的心。你�定了µ人的罪,把他É害，他也不抵Ə你�。” 雅
各R5:1-6 {T9 91.1}

下面的一段�，也是今日情形的写照：“公平7而退后，公µ站在=E；ā�在街上仆倒,正直也
不得&入。ā�少�；离�的人反成掠物。” 以³ÌR59:14, 15 {T9 91.2}

那本8做真理柱石和根基的教会，甚至也在那里鼓励一种�宴�的私心。d多教会，在�教�筹
募捐款�，用的是什么手段呢？采用的是开vµ�市"、聚餐和游�"，甚至搞抽Ã中A等s法，
致使敬拜上帝的"所常受到Ƣ染，成了吃喝+�和游[的"地。在青年人心目中，敬畏上帝圣殿和
虔ā礼拜的{念!得淡漠，自制的防`就削弱了。外界的Ż惑使他�养成自私、好吃喝和�招Ê的
�e。�些�e，越放Ÿ就越根深蒂固了。 {T9 91.3}

�代以来，上帝已�人U出了他工作的方式。遇有危急的�候，他就要出来干涉以制止撒但O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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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无V
国家，
家庭，�是
个人，他常�事n	展到一个危急的地步， 使他的干涉非常
明£。到那�,他就要�明以色列中有一位上帝，自会X�自己的律法，保�自己的百姓。 {T9 91.4}

在洪水以前，世人想了d多方法，用了d多巧O，要使耶和c的律法失效。他�不服从上帝的威
权，因�上帝的吩咐与他�的意/相抵触。洪水以前是如此，今同�到了上帝要£出他无所不能
的神力的�候了。在�罪�盛行的�代，我�可以知道那最后的重大的危机已�到来。似乎全地的
人都E在蔑@上帝的律法，且上帝的子民正在受同胞的欺±和迫害之�，上帝就必出来干涉。 {T9

92.1}

撒但没有睡�；他是很清楚地想使先知确切的¾言失效。仗着巧妙迷人的能耐，他要竭力
抗上
帝在自己的�中所声明的旨意。多年来，撒但一直在用Ȅǡ代替上帝的真理，来控制人的思想。在
�危º的�代，凡是行�正直，敬畏上帝的人，都可以引用大Î的�来荣耀上帝�:“�是耶和c降ƞ
的�候，因人ġ了你的律法。” û篇119:126 {T9 92.2}

上帝的H判A到我�的城中

1906年4月16日，我在加州Ăy林h�， 上帝�了我一个极其奇异的ī示。在夜�的异象中，我
好象是站在一个高E，看�d多房屋都在震�，仿佛芦ȼ迎)起伏一�。大大小小的房屋都倒在地
上。d多游�"、[院、旅Đ和富j的房屋， 都被震�，塌倒在地。死亡的人不少，空中充M了¥
恐和受B者的呼叫声。 {T9 92.3}

上帝所差派的ĉ行ŝũ人类的天使正在作工。他�只一�手，人所建造得十分完美而自以��得
住任何)º的房屋，就立刻化成瓦ɇ。世上无V何E，没有一个安全之所。当�我并不�得有什么
特殊的危º,然而我眼中所�的可怕景象,�在无�来形容。真好象上帝的ÿ容已到了尽�,Ƙ判之日
已到。 {T9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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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所看�的景象，�在可怕；而天使就此事所�我的教Í，尤其深刻地印在我p海中。站在
我身<的天使
我�：上帝至高的�治权和他律法的神圣性，一定要向那些Ǻ固成性，不服从�位
万王之王的人£明。上帝必要本着慈怜的心，使一般�决不服从他的人受到Ǳƞ，使他�或者也会
猛醒回�，�悟自己的行径是何等罪大�极。 {T9 93.3}

第二天，我p中不住地回想所�的景象和天使教Í我的�。下午，我�到洛杉ȩ附近的格ø德尔
去。当夜我又蒙指示，V十ȣ的神圣和人类
上帝的ȣ命所8尽的本分， 以及上帝超乎世上一切君
王的至高无上的威权。 {T9 93.4}

我好象在一E会"，向Ø人宣a上帝的律法
于人类的要求。我从圣�中�到：上帝怎�在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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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工作完ĭ�，在伊甸园v立安息日；如何在西乃山Ǐ布律法；又如何吩咐人守安息日�“永=的
¦”，作�他和他百姓中�永久的4号，使他�可以知道自己已被他�的�造主耶和c洁²了。 {T9

94.1}

我又a到上帝的权威超乎地上的一切君王。他的律法必是人�行�的�准。人不可因不自¦而Ð
坏自己的良知良能，或在思想上屈从撒但的�影响，致使自己的思X混乱; 因��么作，他就不可能
持守上帝的律法了。圣善的主，虽然�久容忍世人�叛逆，却不会受ė，也不会�此Ʌ默。他的尊
ò，他治理宇宙的威权，N必被人承U，他律法
人类的要求，也必被�明��
公正。 {T9 94.2}

�有d多V到上帝的�久忍耐，以及必需ǆ醒罪人警�他�在上帝眼中E于º境的教Í，我都照
着主的指示Fh�Ø人。 {T9 94.3}

4月18日，就是我看�房屋倒塌之异像后两天,我到洛杉ȩ的喀尔街会堂去赴¦。快到会堂�，听
�街上�Z的孩子喊着�：“旧金山ŝ于地震！”我��第一版在急忙中印就的可怕新��，心情是何
等的沉重啊！ {T9 94.4}

两星期后，我�回家�路�旧金山，雇了一Ĉy�，用一个半小�察看了大城被ŝ的残迹， �有
d多被U�不会倒塌的房屋都成了瓦ɇ。有几幢房屋竟有部分下陷，全城呈了极可怕的景象，£
示出以人类的智能建成的防火防震的建筑物是那�的不可靠。 {T9 94.5}

上帝用先知西番雅的口，宣布了他要加在作�者身上的刑ƞ是： {T9 95.1}

“耶和c�：‘我必从地上除ũ万类。我必除ũ人和牲畜与空中的Ē，海里的6，以及ȁ脚石和�
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是耶和c�的。” {T9 95.2}

“到了我耶和c献祭的日子，必Ǳƞ首2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到那日，我必Ǳƞ一切跳
�門Ȩ、将强暴和ȄǾ得来之物充M主人房屋的。……” {T9 95.3}

“那�，我必用灯巡k耶路撒冷，我必Ǳƞ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他�心里�：‘耶和c必不
降福，也不降Ʀ。’他�的Ü宝，必成�掠物，他�的房屋，必!成荒"；他�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
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T9 95.4}

“耶和c的大日Ć近，Ć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c日子的)声。勇士必痛痛地哭号。那日,是忿怒
的日子，是急 困苦的日子，是荒ġ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Ŝ黑的日子， 是吹角ť喊
的日子，要攻b�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ƦĆ到人身上，使他�行走如同瞎眼的，因�得罪
了我。他�的血必倒出如灰Š，他�的肉必抛弃如ǰ土。当耶和c	怒的日子，他�的金ê不能救
他�。他的忿怒如火,必Òũ全地，ŝũ�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ŝũ。” 西番雅R1:2, 3, 8, 9-18
{T9 95.5}

上帝不能再忍耐了。他的Ƙ判（刑ƞ）已�开始Ć到一些地方，再�不久，他的ŀ怒就要Ć到其
它各E了。 {T9 96.1}

世上将要	生一系列的事件，�明上帝是�]的主宰。真理必用清晰、明白、无可曲解的声音和
g言F开。我�既做上帝的:民，就必æ在圣灵的�è和指 下，¾x主的道路。我�当保持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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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Ä正性，并将它F播开来。那生命之水的泉源必流得愈深愈广。=近各E，从Ė"田�，从占据
人�精力的商"ų台上，有多人蒙召去接受有��人的培Í。当他�学会有效的工作方法后，就有
能力去Fŋ真理。依靠上帝最奇妙的作�，使困 的大山挪移并投入到大海。那
于地上居民有�
么大关系的福音，必被人�听�并且明白。他�必知道何�真理。�¢工作必向前推&，&而又
&，直到全地都听到警告，于是末日就要到来。 {T9 96.2}

第十一章�今的工作

日子一天天�去，我�越来越可以看出上帝的Ƙ判确已Ć到世界。他用火灾、水灾、地震警告
人，使他�知道他的降Ć就在眼前了。世界�史的大危机已近，那�，人�就无限0注且提心吊胆
地注@上帝治理天下的一Â一�。上帝的刑ƞ必接二W三地Ć到世�──火灾、水灾、地震，夹着P
争和流血。 {T9 97.1}

但愿世人能知道�眷â他�的�候！�有d多人没有听�考�性的代真理。�有d多人是上帝
的灵所要竭力感化的。上帝施行ŝũ的刑ƞ之�，正是一般�有机会U�真理之人的恩典�期。主
要恩待他�。他�了慈心，仍旧伸出手要拯救他�；而同�那得救的門
于不肯&去的人就已关ĳ
了。 {T9 97.2}

上帝的慈�在他�久的忍耐中£示出来了。他一再延œ他的Ƙ判，等着要每个人都听�警告的信
息。但愿本会的人都更清楚地意�到自己的ð任,去把�最后的慈悲的信息F�世人，他�就做成何
等奇妙Ţ大的工啊！ {T9 97.3}

看啊，世上的城市！它�
福音是多么的需要！二十多年以来，d多城市
,心工人的需要，常
放在我�心上。有$在�一般大城市心ë重荷呢？有些人固然已�感到了�种ð任， 可是�么一点
点的ð任感和那么大的需求及那么多等着的机会相比，�明我�
�¢工作的重@�在太不够了！
{T9 97.4}

在美国�部的"多城里

我蒙指示�，�末世的福音8重新有力地在.部Ƥ城市中F开。在.部好些大城市中， 第一和第
二位天使的信息 已在1844年的G�中Fŋ�了。但我�作�上帝的仆人，都ë有Fŋ第三位天使信
息的ð任，�信息可以�是5尾的信息，就是要¾x合用的百姓来�君王。我�æ尽一切努力，使
凡愿听的人都明白真理，因有d多人是愿意听的。在d多大城市中，都有着上帝所喜悦的正直人，
他�很想知道究竟何�真理。 {T9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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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待；上帝愿望一切有关他圣道的事都循序ĝ&。他要他的使者，把他的警告和邀%，尽力
F得越广越好。凡是有碍F播福音的事，都不可ŏ入我�的O划。“重述�个信息，重述�个信
息。”��是主屡次
我a的。“叫我的百姓在早先已�F��信息的地方，就是d多教会接受真理的
地方，又是上帝的能力以明£的方式���福音的地方，再次重述�个信息。” {T9 98.2}

本会的先ǚ者�在Ǵ寒中忍受了多年的Ɩ 困苦，�的是使代真理的事;立于qÕ地位。当�
的vx很�陋，他�却仍孜孜不倦地辛勤ē力，他�的ǥ卑努力得到了上帝的Ǒ福。后来�个信息
以感人的能力F到.部,再7向西部, 直至它在多E建立了F道的据点。代的工人也d不必忍受往
日的Ɩ ，可是我�决不可因条件的改善而在工作上懈怠起来。在上帝既吩咐我�重新在.部大
力宣ŋ�信息,并&而向.、南、西、北各方的城中推&,我�Ǧ不8同心Ķ力地去ĉ行他的吩咐�？
Ǧ不8O划差派信使往各E去并慷慨地供�他�一切所需�？上帝的牧D和教D，Ǧ不8到�些居
民稠密的地方去高声警告民Ø�？我�的区会不正是�&行�种工作而v立的�？ {T9 98.3}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在c盛ú和.部、南部的其他各城已开始Fŋ了；然而照着上帝的旨意，我�
�必æ筹划&行一种=大而有系�的工作。我�æ以�忍果敢的精神，毫不懈怠地从事于�一种工
作，直到我�看�了上帝的救恩。 {T9 99.1}

在ș因省的波特ø，在波士ú及其周¤的城ŗ，以及在Ƴ¦及其附近几个人口稠密的城市，在L
城，在巴尔的摩及在c盛ú等地，上帝都要我�大力宣F�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我�固然不能事必
躬3，但我�能Ȗ:能干的人，敦促他�到大有工作机会的地方去，藉着圣灵的能力，Fŋ�福
音。我�æv法把有才干的人，即能把第三位天使的信息F得有�服力，以致深深感�人心的人，
安置在�些城市中。 我�不要把有能力做�种工作的人都聚在一E，做一般人能做的工。 {T9 99.2}

当�些人口中a真理，生活上�行真理，又�真理的&展祈祷�，上帝就必感�Ø人的心。当他
�用上帝Ǒ�他�的全副精力去作工，并ǥ卑地全然信靠他�，他�的努力决不会没有效果。他�
使人明白代真理的�定的努力必得到圣天使的帮助，致使多人得救。 {T9 100.1}

慷慨捐助�道工作

南部Ƥ省，都æ得到代的真理之光。不要�：“我�的印刷所和会堂�需要更多帮助，所以我�
必æ把所得的一切金H�X持有的工作而用。”�了怕�种ƣ展的工作要花去本来可用在别种事;
上的款子，所以d多F道机会的門路已被人接二W三地关ĳ了。我的弟兄啊，你�需要更多的基督
精神，要把旗号Â得更高，�新悔改而接受真理的人能明白自己也有工作要做。��，圣工的�L
就可以不断增多。 {T9 100.2}

我�Ǧ能等待那些城市的居民到我�面前来�：“如果你�肯到我��里来F道，我�就愿意帮助
你�如此做。”他�
于我�的真理知道什么呢？我�æ尽我�的ð任去警告一切未听警告、未蒙拯
救、行将ũ亡的人。主要我�将我�的亮光照在人前,�他的圣灵将真理F�一切心地ā�而ó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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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T9 100.3}

我�做�工作的�候，就会	自有Ü源流入ƛ中， 我�就能有�L更广泛地ƣ展工作。富人也
会ü向真理，并要拿出他�的HÜ来推&上帝的工作。我蒙指示，知道在我�尚未开工的城中有丰
富的Ü源。在那里也有�慕上帝真理的百姓。快到他�那里去；照基督的教Í去教 他�；把真理
F�他�。他�必定会接受的。心地ā�的人既悔改了，自然会把HÜ献�主，我�就会看到w金
是日�增加了。 {T9 100.4}

愿我�象上帝那�看出�些城市的需要！在今��的�光，我�每个人都必æ�手作工。主就
快来；末日近了，而且非常迫近！不久以后,我�就不可能象在��自由地作工了。可怕的景象近
在眼前，所以我�必æ抓��机做工。 {T9 101.1}

服'的	机

近来一次，我夜�睡��警醒，看�了基督�人类受苦的景象。他的Ǣ牲，他被交在�人手中，
他在客西y尼园的痛苦，他的被�和ŷ十字架，都十分清楚地呈在我面前。 {T9 101.2}

我看�基督在一大群人中�。他想要把自己的教Í感�Ø人，可是反被人ß弃拒�。Ø人都把ɀ
į和凌辱堆在他�上。我看��景象，心中甚是B痛，求告上帝�：“要怎�
付�般人呢？ 道没
有人肯放弃高傲的念�， 象小孩子那�ó求上帝�？没有人会在上帝面前痛心疾首地悔改U罪�？”
{T9 101.3}

我看到基督在客西y尼园受苦的情形，那神秘的杯正在救ȗ主的手中	Ǽ。他求告�：“父啊,倘
若可行,求你叫�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y太福音26:39 他��求告
天父�，有大血点从他�上滴下来，落到地上。当�那黑暗的]力都聚集在救主四¤，要使他的灵
性沮Ǆ。 {T9 102.1}

基督站起来，就走到門徒那里,叫他�与他一同儆醒祈祷，免被#探所制。他要知道門徒是否明白
他的苦痛，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点人类的同情。可是他�都睡着了。他��到他�那里去了三
次，每次都看�他�在熟睡。 {T9 102.2}

救主三次祈求�:“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杯离开我。”此��迷途世界的命G，正在天秤里ÊĊ不
定。假使他拒�喝那苦杯,人类就要永=地ŝũ了。但是有一位天使从天上下来，加添上帝儿子的力
量去接受�杯，喝尽那苦水。 {T9 102.3}

如今能有几个人意�到，�一切都是救主�我�每个人忍受的呢！能有几个人�：“�是�了我，
使我可以造就适合于永恒将来的品格。” {T9 102.4}

�一切，都十分生�地映在我眼前，我想：“我没有能力把�件事原原本本地
人�叙述出
来。”在我所告©你�的，也不�是我所看�之真�情景的模糊的影子Ű了。 当我想到那杯子在基
督手中抖�的情景，当我明白他本来是可以拒�喝�杯，而�世界在罪中ũ亡�，我就立誓要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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ĭ生的精力都奉献出来，做救人ü主的工作。 {T9 102.5}

基督到�地上来受苦受死，�我�能因信靠他，藉着他的功ē，成�上帝的同工。救主的旨意，
是要凡跟从他的人在他升天作人类中保之后，~\他所开始的工作。人既做了基督的代表，Ǧ能

Fŋ福音之光�黑暗中之人的事不表示特殊的关心呢？在有些人，愿意到天<地极, 把真理之光F
�别人。然而上帝要凡明白真理的人,个个都去竭力使别人也�慕真理。如果我�不肯�拯救那将亡
的人而作出特别的Ǣ牲，将来怎配&上帝的天城呢？ {T9 103.1}

我�各人都有自己必æ作的工作。我知道有d多人与基督有相当3密的关系，�些人唯一的意
念，就是要把代真理的信息F遍世界。他�随�准x�人服�。然而令我痛心的是，�有d多
人，在灵性上只得了一点很平常的��，便自以�M足。他�的生活表明，基督是白白地�他�死
了。 {T9 103.2}

如果你不以与基督一同受苦�荣；如果你
将亡之人的灵性不�得有什么ð任；如果你不愿克己
Ǣ牲，Q省金H去&行所要完成的圣工，那末上帝的国中也决不会有你的份。 我��人，步步都要
与基督一同受苦，一同克己。我�需要有上帝的灵降在我�身上，引 我�不断地作出自我Ǣ牲。
{T9 103.3}

作好准%

基督�：“看哪，我必快来。ħƞ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Z8他。” ī示�22:12 主来的�候，要
İk人的一切才能，他要从他所交付我�的本H上索取利息。基督用自己所受的羞辱、痛苦和一生
的ē苦，以及可耻的死�代价，|取一切承U他名并做他仆人之人的服�。所以每个人都有µ�用
自己的才能竭力引人ü向基督。“你�不是自己的人，因�你�是重价+来的，”所以8C以服�的生
活荣耀上帝，2人脱离罪�，ü向公µ。 �哥林多前R6:19, 20 我�是基督用自己生命的代价+来
的。所以，我�要通�忠心的服�，来Z答上帝的宏恩。 {T9 104.1}

我�在已没有��把我�的精力和才能消耗在世俗的事;上。我�Ǧ能因,衷于侍奉世俗，侍
奉自己，而失去永生和天上永=的福分呢？嗬，我�受不起�种ı失！�我�把所有的才能都用在
上帝的工作上。凡已接受真理的人都æ竭力工作，使上帝的男女同工与日俱增。我�æ使人的灵性
得着光明，教 他�竭智尽力地侍奉上帝，并使他�
µ的知����&。 {T9 104.2}

整个天庭，
于基督到世上来开�之工的&展，无不十分关切。 天上的使者在忙于开路，使真理
的光可以照射地上黑暗之E。天使等着要帮助凡愿从事�种已交托�我�多年的工作的人。我�Ǧ
不8表示高度的兴趣，v法开�多种渠道，采用多种方法,去开辟城市的工作�？因�没有及�去做
�种工作，因�没有凭信心前&，我�已��了很多机会。主�：“如果你�信服了我所F�你�的
�，你�就决不会��缺少工人，��缺少供�工人的�L。” {T9 104.3}

基督的再来近了，而且迫在眉睫。作工的��很短了，世上的男男女女却在天天ũ亡。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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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已�得享大光的人，Ǧ不8C与那位曾差自己的儿子到世上来，使人类得享光明和救恩的
主合作�？”那些已�接受“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里一点,那里一点的真理知
�”的人，Ǧ能
那降到世�使每位信靠他的人~承他神圣能力的救主，只表一点点感戴之心�？
基督的神性，只有��才能有效地拯救人类。我�的“大祭司”，只有��才能在上帝宝座前替我�代
求。�个O划是在天上ƫ定的。凡被�个重价ȗ回的人，竟然不感戴�极大的救恩�？ {T9 105.1}

人若自命虔ā，自称相信基督快来，却不去把将要Ć�的Ƙ判警告世人，他�是不能蒙上帝ĵd
的。非但如此，上帝�要Ǳƞ他�的疏忽。基督舍弃了宝Ó的生命，�要拯救一切将要死在罪中之
人。我�Ǧ能不做上帝所派�我�的工作，不与上帝和天使合作呢？ 今世上抱�种n度的人，确
有成千上万，他�没有与基督合而�一，没�基督的Ţ大Ǣ牲在行�上和救人的善行上彰£出来。
�救人的善行就是借着正µ的行�来£示真理。然而�就是上帝的儿子通�自己的Ǣ牲所�予人�
的工作。我�既知道�一点，怎能仍旧漫不�心呢？我求我�的弟兄�要儆醒起来。属灵的才能，
如不在得人ü向基督的工作上加以操÷，就要!�ç弱，以至ȶ死。基督曾舍弃自己的生命，成全
了那Ţ大的事工，人�有什么借口忽@�种工作呢？ {T9 105.2}

我�在世的日子已�不多了，不能将��无�地消耗和荒ġ了。我�æ在上帝面前自卑，以致各
人的心灵都能喝足真理的泉水，使我�的生活大起!化，叫世人确知�就是上帝的真理。我�的生
命与基督一同Ĩ藏在上帝里面。我�只有象小孩子那�ó求上帝，不再与弟兄姊妹和忠心ëð作工
的人Ť争，并v法使自己的心与上帝和好,上帝才能用我�来荣耀他的名。 {T9 106.1}

如果我�要上帝悦ŏ我�的工作，就必æ在上帝面前h到甘作自我Ǣ牲的精神境界。æ4住，除
非我�心中有真理，否¨我�所做的事都必ü于徒然。我�需要上帝的感化力保守我�,使我�了解
�腐朽的世界。我向你�Fa的信息之重点是：作好准x，作好准x迎�主。把你�的灯擦亮，�
真理之光照亮大街小巷。我�要警告全世界，万事的5局近了。 {T9 106.2}

我的弟兄姊妹啊,要趁主可ó找的�候ó找他。�候将到， 但愿一切荒ġ光阴、��机会的人已
�找到他了。上帝已Ǒ�你�理解的能力，他要你�G用理智，	Ū自己的能�性到教会里殷勤地
�他作工。他要你��教外人士召集聚会，使人�可以学到�末次警告的真理。你�可以在d多地
方受到,ā的�迎，那里的人要感I你�的帮助。愿上帝帮助你�，使你�能担起你�从未做�，
但又必æ做的工作。 {T9 106.3}

�我��那些未得真光之人作工！救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Ǒ�我了。……我就常与你�
同在。” y太福音28:18, 20 我�所需要的，就是活的信心,�种信心足以使我�向¦瑟的空坟墓宣告
�，我�有一位活着的救主，有一位能走在我�前面与我�同工的救主。只要我�以自己�媒介献
�上帝，上帝就必做工了。在我�中�，必æ多多祷告，减少疑Į。我�当在Ø人面前高Â我�的
旗号，高而又高。8当4住，当我�向被ɉ的人宣告Ě放，把生命的粮授�ǴÏ之人的�候，基督
必站在我�右<支持我�。只要我�能把圣工的�急性和重要性放在心上，上帝的救恩就可以大大
地£示出来了。 {T9 107.1}

愿上帝帮助我�穿上基督的全副o装，并在行�上£示U真的虔ā,£示世上男女的灵魂是�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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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出一切去拯救的。我�æ求重新悔改。我�需要上帝的圣灵与我�同在，使我�的心得以ç
化，使我�不致于在工作上n度生硬。我祈求圣灵充M我�的心。我�行事�人要真象是ó求他指
 的上帝的子女， 准x在随�随地ĉ行他的O划。上帝将因�种百姓而得荣耀。凡看�我�工作,
忱的人，都必要�：“阿�，阿�。” {T9 107.2}

“ǯ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c美的衣服。……那Z佳音、F
平安、Z好信、F救恩的，
ǯ安�: ‘你的上帝作王了！’�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你守望之
人的声音，他�ŋ起声来，一同歌唱，因�耶和cü回ǯ安的�候，他�必3眼看�。 {T9 108.1}

“耶路撒冷的荒"啊，要	起�声，一同歌唱，因�耶和c安慰了他的百姓，救ȗ了耶路撒冷。耶
和c在万国面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我�上帝的救恩了。” 以³ÌR52:1-10 {T9 108.2}

第十二章工作的方法

在大城市里宣F福音，有d多种工作，可以叫具有不同才能的工人去做。有人可采用�种方法，
有人可采用那种方法。上帝要具有各种才能的人¡5起来在城市作工。大家都要听耶Ȧ的指Ū，而
不可依靠人的智慧，免得Ā入歧途。他�既与上帝同工，就当v法彼此配合默契。要�常开会，一
起°V，ā心�意地合作。然而，大家�æ从基督那里ó求智慧，不可>靠人的指Ū。 {T9 109.1}

上帝已把才能Ǒ�一些F道人，使他�有能力吸引并保持�多听Ø。��作需要机智和技巧。在
今日的城市中，到E都是吸引人、供人Ő�的事，以致一般的宣F不足以引起人�的注意。奉上帝
差派的F道人，必æ作出特大的努力，才能吸引群Ø的注意力。他�既招集了d多人，他�所F的
信息，就一定要a得富有特色，有�趣，��才可以激起听Ø
所受警告的重@。他�æ用尽一切
方法，使真理可以清清楚楚地£示出来。我�æ把代考�人的真理Fŋ得�明、肯定，�听Ø受
到震�，以致自然而然地想去k考圣�。 {T9 109.2}

凡在城市做上帝工作的人，必æ用ŗ静、�定、,情的n度去教 民Ø。 他�必æ努力引起听Ø
的兴趣，并保持�种兴趣，但同�却要十分小心，避免有Ȝ人听�之嫌。在�个奢c作�，徒求外
表的世代，当人�以�凡事æ有炫耀才可有所成功�，上帝所:召的使者，却要�明ǜ用Ü力徒求
招Ê是�Ā的。只要他�用端庄、ǥ卑、朴�的n度去努力作工，并竭力避免一切近乎[·化的作
法，他�的工作，就必�人�留下持久良好的印象。 {T9 109.3}

当然，Ƙ慎用H�布道大会作广告,以期&行踏�的工作，也是必需的。然而，每位工人的效力，
ĭ竟不全在于�种外在的助力，乃在乎ā心地依靠上帝，切心祷告以求他的帮助，并®从他的�。
我��上帝工作必æ更多地祷告，更好地效法基督，更好地®服上帝的旨意。外表的炫耀和a排"
的花L，不能成全所要完成的工作。 {T9 110.1}

上帝的工作，必æ大有能力地向前推&。我�都需受圣灵的洗。我�要知道，上帝必在他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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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加添有才干、有影响的人来壮大警告世人的�伍。世上的人，并非个个都是不法的，都是罪
大�极的。上帝有成千上万的百姓，没有向巴力屈膝。在d多ŉ倒了的教会之中,也有敬畏上帝的男
女。 如果不是��，上帝就不会叫我�F警告�:“巴比ķ大城ŉ倒了，ŉ倒了！……我的民哪，你
�要从那城出来。” ī示�18:2-4 有d多心地ā�的人，正在渴望从上天呼吸一口生命的气息。 只
要我�能以上帝之道所£明的Ä朴的美，将福音介Ų�他�，他�就会受到福音的吸引。 {T9 110.2}

挨家布道的需要

挨家布道的工作与特殊的公Ø布道,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大城市中，有些ƆÅ不能参加公Ø集
会。我�就要去ó找他�，犹如牧人ó找迷羊一般，æ勤力�他�个别作工。如果我�忽略了个别
作工，就会失去d多宝Ó的机会，假使能好好地利用之，定能使圣工&步无疑。 {T9 111.1}

在每次大型布道集会上宣F了真理之后，就会ǆ起人�灵性上的需要。
�种慕道的人,就必æ有
人接着去作个别工作。凡�喜研究真理的人,æ有人去教 他�勤�上帝的�,æ有人去帮助他�打好
��的基Ʊ。在他�属灵��的�个关ľ�刻，派Í÷有素的k�人?去帮助他�, 向他�开ī上帝
之道的宝ƛ，�是何等的重要啊！ {T9 111.2}

城市工作是一个培4班

一个F道士的k�Í÷班正在建立，��才可以使我�的工作均衡地、有效地&展。在布道大会
&行之�，æ安排一些��丰富，有高深属灵知�的人，来每日教 各F道士，并且全心全意地与
同工�合一致，将布道大会的精神	ŋ光大。等到有人悔改信道之后，�些城市工作的ëð人，就
C多用祷告， 指 一般新悔改的人如何在生活上将真理改!人心的能力体出来。如都能��¡5
合作，我�的工作就能象ŷ子一�，牢牢地ŷ在��之E。 {T9 111.3}

�E5生改良的原.

本会已受了上帝的托付，要做一种宣FÎ生改良的原¨。有些人以�õ食(1，没有必要列入F
福音工作之内，�是大�了。圣�上�：“你�或吃或喝，都要�荣耀上帝而行。” 哥林多前R10:31
Q制(1，在救恩的工作上，�在占有重要位置。 {T9 112.1}

在我�工作的城市中，æx有几E合宜的房�，以便凡�慕真理的人可以聚集在一起聆听各种要
道。我�
于�必要的工作，不可含糊，以致�人留下了不良的印象。我�所做的一切事，都æ�
真理的�始者主基督作美好的��，并且恰如其份地£示第三位天使信息之真理的圣洁性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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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T9 112.2}

8C�s烹Ȭ学校，教人如何制作有益于身体的食物，使他�明白�什么必æ抛弃有害于健康的
食物。可是我�决不可叫人Q食挨Ï。我�可以不必要用茶、酒、咖啡和肉类等，而仍能吃到健康
¶养的食物。教 人�烹Ȭ¶养可口的食物，�是一椿极重要的工作。 {T9 112.3}

Î生改良的工作，是主用来减少人�痛苦， 并洁²他教会的方法。我�C教 Ø人要与基督合
作，成�上帝的助手，恢复人�身心两方面的健康。�种工作具有天上的印4，并足以打开門路，
引&其他宝Ó的真理。凡情愿用心去做�¢工作的人，都有作工的机会。 {T9 112.4}

把Î生改良的工作放在前�，�是我受上帝的指示所要F的信息。要把�种工作的价�明明白白
地£示出来，以致各E的人都能感到�种改革Î生工作的必要。戒除一切有害的õ食是真宗教5的
果子。凡属ŕ底悔改的人就必ȝ除一切不良的eÆ和õ食。藉着ŕ底的戒除，他必Õ�一切有害身
心的情欲和放Ÿ。 {T9 113.1}

我蒙指示要
Ƥ位宣FÎ生改革G�的人�:“往前走。”�世界需要有人来挽回今�道德ǳ亡的
狂ǐ。你�在�种工作上，那怕只l生一丁点影响，也�可Ó。凡Fŋ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都C
站Ĥ立"。“弟兄�，我以上帝的慈悲Ǟ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
的，你�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化，叫你�察�何�
上帝的善良，Ä全可喜悦的旨意。 ĂyR12:1, 2 愿上帝用最清晰的真理信息， 武装�他的道和教
µē力的人。只要他的工人能�易地以�信、权威的n度去Fŋ�些信息，主就必与他�同工。 {T9

113.2}

不要忽略富有G3

基督的仆人也当�我�在城中的富人，忠心作工，就象�一般Ɯ苦卑微的人作工一�。 有d多富
人也是容易受福音的感化和影响的。如果我�用圣�，>用圣�，向他�解Ě基督的信仰和�践，
他�就会受上帝圣灵的感�，�福音的&展开辟門路。他�
上帝的道，必建立一种真ā确切的信
仰，且会把上帝所交付他�的金H用来¾x主的路，在ȍ野�我�的上帝修直一条大道。 {T9 113.3}

多年来，我�面Ć的一个困 是：如何筹集足够的款¢来支持上帝已Ċ在我�前面需开�的d多
教会？我�一方面从圣�中明白地�到了�福音的使命，一方面国内外的教会又向我�提出他�的
需要。各方面的迹象和一切�明上帝旨意的事�，都在催促我�快去做那等待我�去做的工作。上
帝希望有H的人悔改�来作他的助手，再去感化别人。他希望凡能帮助宗教改革和复兴的人都会看
�真理的亮光，都会在品格上起!化，把上帝所交付他�的HÜ用在他的圣工上。要他�将他所借
�他�的Ül用来行善，来�福音开門路，使=近各地的人都能听�。 {T9 114.1}

世上ř明的人，也会ħ�天国�？是的，在天国他�必能Ċ脱一切uđ、野心和私心而得享安
息。要Ǟ他�ó求基督所极愿Ǒ�他�的平安、幸福和快�。勉励他�去注意ó求人�最可Ó的恩



12/16/13, 11:08 A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47 of 121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8&start_paragraph=1003640749&finish_paragraph=1003642264&references=1

Ǒ──基督的µ袍。基督愿Ǒ�他�与上帝一�恒久的生命， 和“极重无比永=的荣耀。” 哥林多后R
4:17 如果他�接受基督，就可得到最高的尊荣。�种尊荣既不是�个世界所能�予,也不是�个世界
能Ɨ走的。他�会感到守上帝的ȣ命，“便有大ħ。” û篇19:11 {T9 114.2}

仁慈的教ȗ主吩咐他的仆人去把Ł人和富人都%来坐席。你�要到大街小巷中去，以持久不懈的
努力，催逼他�&来。F福音的牧D和教D，8当拉住世上富人的手*他�来赴基督�他�¾x的
真理筵席。�他�舍命的主�：“*他�&来，坐在我的桌上，我要伺候他�。” {T9 115.1}

�基督服�的人哪，你�要与�一ƆÅ的人�ě。不要U�他�是没希望的，就越�他�；要尽
你�的力量áǞ他�。你�若能��忠心尽力，5果必得看�在天国将有d多男女戴着得Õ的冠冕,
唱着Ǌ旋的û歌。那首先的， 又是末后的�：“他�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他�是配得�的。” ī
示�3:4 {T9 115.2}

我�以前
世上有地位的人所做的工，�在太少了。他�中d多人有卓越的才能,有金H，有影
响。他�所有的,都是上帝交付他�的宝Ó恩Ǒ,�些恩Ǒ�必增加,用来�他人ƻ福。 {T9 115.3}

你�要v法拯救富人。Ǟ他�把上帝所信托他�，借�他�的HÜü��他。��，在Ƴ¦和其
他各大城市中就可以建立有影响的机Ŏ，把圣�中Ä洁的真理F�民Ø。 要Ǟ富人把Ü宝放在上帝
的宝座前,ü��他， 使F道人可以出去广行善事，荣耀上帝。 {T9 115.4}

增强我�工作�力的�划

o�的力量大部分取决于士兵的勇猛精干。所以凡是精明的将2，必要吩咐他的o官，Í÷部下
每个士兵服好役。他必v法使他每一个部下的效率	Ū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如果他>是依靠o�
中的官�，那末他决不能有所成就。他所依靠的8C是全o每个人的忠ā不懈地工作，所以ÕÐ的
ð任，大半±在全o士兵的身上。 {T9 116.1}

和平之君以y内利的o�，也未Ļ不是如此。我�P无不Õ的元è,也要依靠凡来投在他旗ȱ下的
每一个人的忠ā服�。在�善�两o最后交ƙ之�，他希望每一个人，无V教友，F道士，全都投
入P斗。凡献身做他士兵的人都要有重大的ð任感，忠心地做好每个P士的本à工作。 {T9 116.2}

凡ő察教会灵性生活的人，都8尽力v法安排每个教友在上帝的工作上都有一份工作。在�方面
我�以前做得�在太少了。我�以前并没有制Ŕ什么O划并完全�行，使各人的才能都	Ū出来去
做�¹的工作。但就是在，也�是没有几个人意�到我�因�种疏忽已造成了多大的ı失。 {T9

116.3}

上帝圣工的2 人,都8作ř明的将2,�全o制Ŕ行&方ĕ。在ŔO划�， 他�æ特别注意教友

各人的3朋ƪ舍所能做的工。只有我�的男女教友人人都振ô起来，与教会中的F道士和à?等
通力合作，上帝在�世上的工作才能�得成功。 {T9 116.4}

要拯救罪人，æ作U真的个人之工。我�æ将生命之道F�他�，而不是等他�到我��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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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真不知�要用什么�来激起教友�ô力作工！我�的��不多了。我�已到了永生世界的<
境了。我�没有��可以再浪L了。一寸光阴一寸金，若将如此宝Ó的��全化在自己的私事上，
真是太不�得了。$肯切心呼求上帝，从他那里求得能力和恩典，在F福音的事;上作他忠心的仆
人呢？ {T9 117.1}

�展教会里的人才

人才，各教会都有，只要我�加以适当的琢磨，就可将他�培养�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在建立
教会所需要的是ř明的工作者，他�要善于�别并造就教会中的人才──��培养能�主所用的人
才。我�C有完x的O划，派工作人?到大小的各教会去，教授教友如何建立教会和�非信徒作工
的种种方法，他�就是需要Í÷和教育。凡到各教会去的工作者都8将F道的切�方法，教 各教
会的弟兄姊妹�。 {T9 117.2}

世界一切的aV，都不能使人深深地感�到周¤ȶĆũ亡之人的需要。 最能激起人�Ǣ牲精神和
,情的方法，莫�于差他�到新地方�黑暗中的人作工。要¾xµ工，派他�到大街小巷去。我�
需要精明的园Ô者, 可以把苗移植到各E并加以照料,使之成�。 开辟新地区的工作是上帝百姓µ不
容辞的ð任。我�8差派人?去开ȴ荒地，去建立新的F道中心。只要能打开門路，我�就8C召
集具有真正F道,忱的工人，派他�出去把真理知�F遍=近各E。叫他�将Î生改良的原¨F�
大多数不明此道的人。 {T9 117.3}

从事体力ē�的人，我�也C鼓励他�担任上帝的工作。他�在工作中可�得宝Ó的��。我�
正缺少µ工，所以有几个就要用几个。我�非但不CǞ阻凡愿来服侍主的人，�8激励更多人来投
入主的工作。 {T9 118.1}

快�的服'

凡与上帝有交往的人，一定能找到很多能�上帝做的事。一个人只要具有主耶Ȧ的精神,v法用真
理感化世人,就决不会感到引人ü主是平淡乏味的苦工。他�ë有作上帝“园丁”的ð任，如能把自己
献上，0�上帝服�；那末，他�的才智能力也会一天天地增�起来。将圣�真理介Ų�人，确是
一件快�的事。 {T9 118.2}

我�C教 我�的青年男女，在自己ƪ里�和其它各E作F道之工。我�每个人都æ下定决心,从
事适合�代的工作， 做智慧的工人并培养自己的0�，去做与自己最相宜的工作。 {T9 118.3}

凡在国内受�正á教育的d多青年，我�都当Í÷他�去做主的工，并且鼓励他�以忠心而有O
划地工作，到d多新的地方去高Â真理的�准。他�如果能与牧D和在城市工作有��的工人合作,
就能2受最好的Í÷。他�在上帝的指 之下，加以有�班老÷的同工常�他�祈祷，就可做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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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Ƅ来。当他�与老年同工Ķ力合作，并尽量使出少年人的精力�，天上的使者也必与他�作伴。
如此，他�既与上帝同工，就可ō快地歌唱、祈祷，并自由自在、充M信心和勇气地去做工了。他
�和他�的同工从天上使者得来的信心和把握，必定会*来歌Ȯ、祈祷和Ä朴的真信仰。 {T9 119.1}

我�8作出周íO划，培Í教友作工，不可Ŀ疑。要Ȗ:能完全献身，且明了工作的神圣性和重
要性的人，来担ë大城市中的工作。凡没有w格任此重任的人切不可派出。我�所需要的就是能促
&十字架Õ利的人；就是能在困苦失望中ô斗到底的人；就是具有做F道工作所不可少的信心、决
心和,忱的人。至于不能3自参加教会工作的人，我要
他��：不要ǭ阻凡愿意做工的人，而要
鼓励他�，支持他�。 {T9 119.2}

�一切Í÷工作，都æ与求上帝Ǒ下圣灵的ȏ切祈祷相ǟ相成。�一点， �æ使每个愿意献身服
�的人明白并�行。我�的行�受到世人的注意。我�的一Â一�，都会受到ő察和�V。所以我
�必æ勤于培养基督化的美德，使我�非但能口�承U真理，也能按着基督里的真理教 人, 更能以
身作¨，使仇ļ确��不出我�有什么�E。上帝要我�更加虔ā，要我�的生活圣洁，行�Ä
正，与我�所宣a之高超神圣的原¨相称。�基督作工之人的生活，8h到如此的地步，能使不信
的人�了他�那种神圣的行�和ǂ慎的言g，就不由得心中羡慕有如此�效的真理。 {T9 119.3}

@篷大会中的个人工作

我�ą篷大会的工作，不C照人的O划&行，乃æ用基督的工作方法。引 教友�8出去作工。
上帝的天使必指 我�在=近各E开辟新地区，使警告世界的工作能迅速完成。上帝要信徒�到新
的地方去，�ŁĴ僻壤之民工作，藉此取得F道的��。凡愿做�¢工作的，必得着工作的机会。
{T9 120.1}

开�一次ą篷大会后，自必有d多慕道的人。他�]必需要各方面的帮助，�就是Í÷工人的好
机会。æ派青年人与富有��的工人一同做工，好��些老工人和他�一同祷告，耐心Í 他�。
献身作主工的Ī女，也C从事于挨家布道k�的工作。 �有一些µ工，也æ派作�RZ的工作; 遇
有真+不起的就可酌量送�他�。 {T9 120.2}

凡属真正悔改的人，æ在圣�的知�上日日�&，以便
E于幽暗和罪�之中将要ũ亡的人，F
述光明的救恩之道。我�作�上帝的同工，就要努力¶救世人逃脱撒但的Ă网，使他�成�光明之
子。在�工作上，我�可以指望得到特殊的福气和明£的效果。 {T9 121.1}

旅游中心和商�中心

凡响8当今的呼召，而来投入主工作的人，æ很好地效法主的工作方法。救主在世F道�，常抓
住机会在多人往来的交通大道上作工。基督周游各E�，常住在迦百Ė，甚至后来迦百Ė便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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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的城。”迦百Ė城位居大y色、耶路撒冷、埃及与地中海之�的大道之上，是客商行旅必�
之地。耶Ȧ把�地作�他工作的中心确�很合适。来往的旅客要��此城或在城里耽Ȁ休息。耶Ȧ
就在�里与各国各等人,不V富Ó、ƜŒ，�繁接触。他的教Í就能F到国内外的千家万j，引起多
人k考¾言的兴趣和
救主的注意。��，他的工作就延及世界万邦了。 {T9 121.2}

在今交通便利的�代，我�与世上各男女及各等人士接触的机会和可能, 比从前以色列�代大
多了。来往交通的大道，比往�增加了千万倍。上帝用神奇的手段，�我�开了F福音的通道。印
刷机及其附属v施，都可由我�使用。我�手中有印成多种文字的圣�，和F述代真理的刊物，
可以在极短��内送到世界各地。 {T9 121.3}

住在大商;和旅游中心的基督徒，有特别好的F道机会。住在�些大城市中的信徒，都能在ƪ里
家中�上帝作工。 {T9 122.1}

在ţM成千上万ó求��与健康者的名Õ休养之地和旅游交通中心，æ派出善于吸引Ø人注意的
F道人和�Z?作工。�些工人，æ抓��机宣F�的福音，遇有机会也可以开会a道。他�8
C敏于抓住机遇向人a�。借着圣灵大力的帮助，去向人�宣a施洗¦翰F�的信息：“天国近了，
你�8当悔改！” y太福音3:2 我�要清楚有力地Fŋ上帝的道,使凡有耳朵的都可以听。��,代
真理的福音,就可以叫一般不知道的人知道,被d多人接受,并由他�再*到世界各E自己的家里。 {T9

122.2}

要有百折不回的�忱

我�既要向世人F述上帝最后的警告，我�自己
研究圣�和	ŋ真光, 当有何等的,忱啊！愿
每个已受神光照耀的人，都去用它反照别人。我�的工人8挨家挨j地去向人a解圣�，推ã我�
的出版物，��那曾使自己受惠的真光。不V在火�上，在街上,�是在Ÿ横海洋的Ë船上；或用手
F，或用ć寄，都要将我�的R刊普遍散	。 {T9 122.3}

我�有一件大事要做，凡已明白真理的人，æ大大地求主帮助。他�自己心里必æ充M基督的
�。基督的灵æǮ灌在他�身上,他�也æ¾x在Ƙ判之�站立得住。 当他�献身于上帝，努力将真
理F�别人�, 就必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能力打�人心。我�决不可再在撒但的迷魂Ģ中沉睡下去，必
æ振作精神，利用上帝所Ǒ的一切手段。�最后的警告，是要
“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宣ŋ的。
主曾8d我��: “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ī示�10:11；y太福音28:20 {T9 123.1}

我蒙指示，要叫我�的F道人注意�未开工的d多城市，并勉励他�用种种方法去开辟Fŋ真理
的路。当初有几座城市虽已有人F�救主复Ć的信息，然而我�不得不当它�是新地区，重新开
工。我��要疏漏��多少荒ȕ之地和未开工的城市呢？福音的种子必æ立刻撒播到d多地方，不
可Ŀ延。 {T9 123.2}

救主要他的仆人，具有敏于感�生命之可Ó，善于察�8尽的ð任， 勤于s理主所托付之事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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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他�必æ忠ā、,心，不把世上任何利益看�比引人明白真理之工更�重要。 {T9 123.3}

Ƥ位F道士啊，要a那能促使信徒�不U�基督的人作个人之工的道理。勉励人尽可能多做个别
探ł。æ知F道士的ð任不>是台上a道，也æ到人家里去探望人,与他�一同祈祷，并向他�解Ě
圣�。凡能在a台外忠心做工的人，必比0以a台�工作范¤的人多十倍的成效。我�的F道士æ
PP兢兢地担ë他�的ð任，��求上帝Ǒ下智慧和恩惠。�我�来以基督�我�的表率，仔�研
究他的�人, 以致我�在平日的行�上，可将主在世上作工的精神和原¨体出来。 {T9 124.1}

“凡ē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是足以治愈灵智体各方面病症的
妙方，也是基督�予凡真心ā意ó求他之人的恩Ǒ。基督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医生。他也
我�
�：“我心里柔和ǥ卑，你�当ë我的ɏ，学我的�式，��，你�心里就必得安息。因�我的ɏ是
容易的，我的担子是T省的。 y太福音11:28-30 我�ë基督的ɏ，学e他的柔和ǥ卑，就能在信Ũ
与依靠中得着安息。我�会	基督的ɏ确是容易的，他的担子确是T省的。 {T9 124.2}

第十三章告全体教友

每当有��的F道工人，在有本会教友的地方展开特别工作�，�些地*的教友身上，就ë有重
大的ð任。他�8C尽力�主的工作开路；并ȏ切祈祷，省察自己的内心，ſ除一切足以阻碍他�
与上帝、与弟兄合作的罪孽,以便�主ş平道路。 {T9 125.1}

我�的教友，�没有十分U清�个ð任。撒但常在他�心里煽起一种不良的精神，使他�不能�
察工作的机会。信徒�常在正8C完全献身于主以推&圣工之�，反被撒但所用。在不知不�之
中，他�已=离了公µ之路。他�¯着法利³人式的虔ā和Ɗ傲，养成了V断人、吹毛求疵的e
气，使上帝的圣灵担Ğ离去，并大大阻碍了上帝使者的工作。 {T9 125.2}

�种�e曾多次多E被指出�。有�那些好ÈV、好定人罪的人中有悔改ü正的, 上帝就能使用
他�ü荣耀�他的圣名了。 {T9 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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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	

我在夜�异象中,看�上帝的百姓掀起了一"大改革G�。d多人在ĵ美上帝。患病的人被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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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d多别的奇迹。Ø人都表露一种切心ȏ求上帝的精神,正如五旬Q之前的情形。千万信主的
人都在走ł人家，向他�宣a上帝的真道。人的心一被圣灵感�，就出了一种真正悔改的精神。
各方面的門j都�宣ŋ真理敞开了。全世界似乎受到了属天之影响的光照。上帝真āǥ卑的百姓都
得了极大的福气。我听到感I和Ȯĵ的声音，普世似乎掀起了1844年那�的大改革。 {T9 126.1}

然而，-有人不肯悔改。他�不愿走在上帝的道路上，当�&行上帝的工作要他��意奉献�，
有些人自私地��抓住他�世上的Ül。�些Ɓ吝的人，N于与信主的人隔开了。 {T9 126.2}

趁着>容�期作工

上帝的Z8已在世上了。我�必æ在圣灵的鼓舞下，照着主的委托去宣F他的警告。我�必æ
要“命上加命,律上加律”地快快去F。�候将到，世人都不得不作出重大的决�。我�的ð任是要�
他�提供明白真理的机会， 帮助他�可以清醒明理地站到正确的一<来。在恩典�期�未�去的当
儿，主要他的百姓都来作工──U真地、机警地去作工。 {T9 126.3}

个人工作的(要

我�各地教会的教友，8多做挨家探ł�人k�和分	>9的工作。每个人必æ以宣ŋ真理�光
荣的特权，并尽自己的Ü力支持上帝的圣工，惟有��，一个基督化的品格才能完美ģ整地形成。
我�必æ在“各水<撒种”，趁着白日做工，并使自己的心灵住在上帝的�中。无V要我�做什么，我
�-要仗着主Ǒ�我�的智力和HÜ去做。凡可做的工，我�都要忠心地去做；凡要作出的Ǣ牲，
我�都要愉快地作出。当我�在“各水<撒种”�,就可以体�“多种的多收” （哥林多后R9:6） 的�。
{T9 127.1}

凡以基督子民自称的，必æ效法基督的榜�。帮助别人解决生活上的困 ，��他�的感激就会
消除心理上的屏障，你�就可以感�他�的心了。你�要U真研究�件事。作�教会¡体，你�已
有机会与上帝同工。如果你�遵从了上帝的�，切�地�手做�种工作，你�就必得福，受鼓励，
并�得丰富的��了。你�必做上帝的使者，很,心地提倡一种救ȗ、恢复和拯救人类的O划。�
种O划，不是固定的， 乃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地向前推&。 {T9 127.2}

主向我指明了城市中必æ成就的工作。�些城市中的信徒，æ要在周¤ƪ舍之��上帝作工。他
�æ安静ǥ卑地�主作工，无V走到哪里，都要*着天国的气氛。如果他�不突出自己，常高Â基
督，别人就会感�到他�有一种感化人的力量了。 {T9 128.1}

照上帝的意思，播撒真理种子的工作，不C由牧D肩ë其中主要ë担。教会里的广大教友，都8
按照自己的才能�主效ē。一个µ工如能完全ŕ底地�上帝工作，他就可以得着��，以致在主的
工作上越做越有成效。那原来吸引他ü向基督的感化力，就能帮助他吸引别人ü向基督。尽管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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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上台作�一次公开演a，但他�¹上是上帝的使者。他的工作�明他是从上帝而生的。 {T9 128.2}

Ī女�也可以象男子一�把真理藏在暗E，�它由内向外	Ū其能力。�此�急�期，她�也C
投入�工作，主必使用她�成就一番工作。如果她�切�感到自己的ð任，并在上帝圣灵的感化之
下作工, 她�就能有足以8付代�机的Ĥ重)度。救主必将自己�上的荣光，照映在�些抱有自我
Ǣ牲精神的Ī女身上，�必使她��得一种Õ�男子的能力。在人�家中，她�能做一种男子不能
做的工作──一种深入内心世界的工作。她�能接近男子所不能接近之人的心灵。她�的工作是不可
缺少的。 Ƙ慎ǥ卑的Ī女，能在人�家里a解真理等有益的工作。上帝的道�她���a明之后，
自会起到“	酵”的作用，影响所及，使全家人悔改。 {T9 128.3}

我的弟兄姊妹啊，要制定你�的工作O划；抓�每个机会与3朋»道或朗�印有代真理的R
刊，要�他�看出，你�心中的�等大事，就是他�──基督曾�之作出如此Ǣ牲的人�──的得救
(1。 {T9 129.1}

你�在拯救将亡之人的工作中，有天使与你�作伴。有千千万万无可O数的天使，都等着要与我
�的教友合作，将上帝��慷慨Ǒ�我�的亮光	ŋ出去，�上帝¾x合用的百姓迎接基督再
来。“在正是悦ŏ的�候；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每一家人都8ȏ切祈祷，求主帮助我��他工
作。 {T9 129.2}

不要只想做大事而忽@小事。在小事上，你�可能有美M的成效，而Ļ#大事，恐怕会ŕ底失
Ð，以致灰心Ǆ胆。只要有工作做，你�就C去做。不管你�是富是Ł,地位是高是低，上帝都愿召
你�来�他尽力作工。正因�你�在当作的事上都尽力去作，你�
各¢工作的秉ǣ和能力才会提
高。反之，如果��每日的机遇，你�就有成�不5果子和枯干的ý的危º了。上帝的园地中，有
d多不5果子的ý，原因就在于此！ {T9 129.3}

在自己家中，在ƪ舍家里，在病人床<，你�都能安í地�一段�文，�耶Ȧ、�真理�几句
�。 或d那如此撒下的宝Ó的种子，日后会	芽生�，5出果子。 {T9 129.4}

在d多似乎没希望的地方，也有F道的工作可做。我�的心灵，必æ全被F道的,情所支配和鼓
舞，使我�到本来不想去的地方，�尚未列入我�O划之内的各ƆÅ人士作工。在播撒福音种子的
工作上，主有他自己的O划。我�只要照他的旨意去做，就可增加播种的数量，使上帝的�可以F
到千万从未听�真理的人耳中。 {T9 130.1}

各方面都有F福音的机会。凡是上帝�我�开的門，我�都8ţ&去。我�的眼睛，如能擦上天
上的眼Ù, 就能察�机会。上帝在要召%�p灵敏的F道士。在我�面前，将开拓不少道路，我�
必æ看出并确U�些道路。 {T9 130.2}

上帝使者所受的使命,就是要担任基督曾在世上做的工作。凡是基督所开�的各¢工作，他�都æ
尽心去做。他�要U真āȏ地将天上永不朽坏而 以ǹ得的Ü宝告©人�。他�æ被圣灵充M，向
人F述天上平安与赦免的恩Ɋ，并指向天城的門�：“凡遵行他ȣ命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ý
那里，也能从門&城。” ī示�22:14ȫ定英ƾ本 {T9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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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克己M牲的精神

凡是本会的教友，个个都8具有Ǣ牲精神。在各人家中，8�施克己的教Í。做父母的要教 儿
女学会Q¦， 勉励他�把HQ省下来，捐助F道的工作。基督是我�的模范，他�我�成了ƜŁ，
叫我�因他的ƜŁ得以成�富足。他教Í我�8彼此¡5相�，�合一致，象他那�作工，象他那
�Ǣ牲，作�上帝的儿女彼此相�。 {T9 130.4}

我的弟兄姊妹啊，你�必æ真正悔改，以效法基督的克己精神。你�要穿得�朴而整洁。要竭力
Q省自身的化L。最好能在家里v置一只“克己盒”，把平日通�克己而_省的H放在里面。你�要一
天比一天更明白上帝的�。每遇Fŋ圣道机会，不可疏忽��。行善不要懈怠，因�上帝不断地将
他所要Ǒ�世人的福气ŉ倒在你�身上。要与主耶Ȧ合作，他就必将他�的无比宝Ó的教Í教 你
�。���促；在适当的�候，再�不久你�就必得着你�的ħǑ了。 {T9 131.1}

我蒙主吩咐，要
真心�上帝而有H的人�：在是你��w助主的工作而投w的�候了。在
正是你�8当托起F道人的手，使他�可以本着克己的精神，尽力去拯救将亡之人的�候。等到将
来你�在天国里遇�那些因你�的帮助而蒙拯救之人的�候，你�Ǧ不要得着荣耀的ħǑ�？ {T9

131.2}

各人不要扣留自己的捐款。有H的人8当�了能在天上存Ĳ一笔不会朽坏的HÜ而�喜。凡我�
所不肯投入主的圣工的Ül，都必ŝ坏，不能在天国的ê行里生利。 {T9 131.3}

使徒保Ă在描写凡扣留上帝之HÜ的人�，���：“那些想要	Ü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Ă
和d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Ð坏和ũ亡中。ƁÜ是万�之根。有人Ɓ恋HÜ，就被引Ż离
了真道，用d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提摩太前R6:9, 10 {T9 132.1}

圣��：“要在各水<撒种。”�句�的用意极广，就是要我�不住地献上礼物，不住地奉献。上
帝必支配一切Ü利，使凡受委托作管家的忠仆，可以在凡事富足，多行各�的善事。“如�上所4:
‘他施舍HÜ,周ċƜŁ,他的仁µ存到永=。’那Ǒ种�撒种的,Ǒ粮�人吃的，必多多加�你�种地的
种子，又增添你�仁µ的果子。” 哥林多后R9:9, 10 人以慷慨�意的心所撒的种，自有上帝照管。
那Ǒ种�撒种的，必使他的工人，能与自己合作。 {T9 132.2}

上帝在呼召各E基督复Ć安息日会的教友献身ü他，并尽各人的力量，照自己的情况ǟ助他的
圣工。他要他�藉着慷慨的捐献来表h他�
他所Ǒ的恩慈和福惠的2受和感激。 {T9 132.3}

我3�的弟兄和姊妹啊，我�所有的一切HÜ，都是上帝的。我在奉主的名Ǟ你�同心Ķ力，
成功地完成我�在上帝指 下所兴s的事;。我�不要扣留捐款， 致使各地在ä念上帝所建立的工
作上遇到困 和ĞĮ。不要因我�ĿĿ不肯合作，而使教会一些大小机Ŏ不能有效地工作，并使ô
力兴s�些重要事;的人感到灰心。我�的教友都8ô起，各自尽力，叫人知道我�安息日会的人
是¡5有力的。 {T9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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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才是可嘉的工作

作�一个人，我�8C同上帝保持一种神圣的3密关系。我�需要天上的亮光照入我�的心坎，
映入我�的p海。如果我�将上帝的福音很有成效地F入各大城市，就可得到那唯独上帝才能Ǒ予
的智慧。愿我�各E的教会都�合起来。凡在受浸�立¦，表示愿�上帝工作,要�荣耀上帝而活的
人,不可收回他�的¦。我�8�刻U�到：我�有一个世界要拯救；我�必æ作出更大的Ǣ牲，更
,切地�迷路的人ē力。 {T9 133.1}

当你�遵照上帝的道而行�，你�的感化力
任何教会、任何机Ŏ都是有益的。你�要来帮助耶
和c，要来帮助耶和c攻b勇士 �士D45:23。一切无价�的事，一切嬉笑T浮的事，都是仇ļ的
引Ż，�要剥Ɨ你�灵性的能力。你�要奉以色列上帝的名，振ô起来，抵制�种�e。如果你�
能在上帝面前自卑，他就要Ǒ�你�一道信息去F�大街小巷和国外一切需要你�帮助的人。要把
你�的灯芯剔²，一直点亮，�你�无V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在言g、行�上放出可Ó的亮光。 {T9

133.2}

只要我�肯把自己献ü主使用，主就必指 我�的行�。只要我�肯与上帝建立3密的关系，他
就必与我�一同工作。愿我�不要0â自己，0求自己的利益，以致忘了那些�在攀登基督徒属灵
��的梯子并需要我�帮助的人。我�æ�刻¾x，使出上帝�予的才能�主作工，无V得�不得
�，都要a�──a出帮助人、祝福人的�。 {T9 134.1}

我的弟兄姊妹啊，我�有没有想到我国.部Ƥ大城市的需要？我�Ǧ不知道必æ将基督快要再来
的信息告ȣ他��？我�要作的工是极�重大的。我�有一个世界要去拯救；我�8去�.部各城
市，就是救主再来的信息最初宣F之地的民Ø工作。$愿献身去做�¢F道的工作呢？在本会有
成百成千的人在推广福音的事上很少出力，甚至一点事也没做，他�都8出去做工。凡已有机会明
白真理，已有机会2受教Í──“命上加命，令上加令，�里一点，那里一点，”──的人，
于一般从
未听�末世福音的人，都ë有重大的ð任。 {T9 134.2}

各地的教友，如能趁此良机，除去心中一切�犯，步步祈求上帝指 ，上帝必向他�£，使他
�在他里面有胆量，而且教友�如能忠心地尽本分，主也必引 他所:�的工人，�固他�，使他
�有能力去做那重要的工作。我�要多祷告，¡5合一， 托起他�的手，并从天上的圣所2受明亮
的光Ƨ。 {T9 134.3}

末日近了，犹如黑夜的ƭ，Ɉ手Ɉ足，悄然无声地Ć近我�。愿上帝使我�不再象别人那�睡�,
却要儆醒¾x。很快，真理必将大大地得Õ,凡愿在与上帝同工的人,必与真理一同得Õ。��短
促；黑夜将到，那�就无人能作工了。凡��地E在代真理光明之中的人,8急速起来将真理F�
别人。 主在(：“我可以差遣$呢？”凡愿�真理Ǣ牲的人都8立刻回答�“我在�里，%差遣我。”　
以³ÌR6:8 {T9 135.1}

ëð圣工的人C明白塑造品格的乃是圣灵，管理圣工的乃是上帝。我��人作工的�候,不要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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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意思去塑造他�，乃要�基督去塑造。基督做事，不依人的模式，乃是照他的圣灵和他的思想
去做的。人的本分，不�是将基督所放在他心里的事£示�世人。靠着基督的恩惠，就可以脱离世
上从情欲来的Ð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　�彼得后R1:4。人接受了基督，他的才智就得以增
强，!得更高尚，以便具x参加上帝圣工的w格。 {T9 135.2}

世上d多有学(的人，因�受了高等教育，就与普通群Ø脱Q。他�的知�是高深莫�，令人Ɛ
�{止，却不能脚踏�地。在最ř明的人需要的，就是象耶Ȧ在世�所�予世人那种�明的真
理，就是耶Ȧ所�“就是灵, 就是生命”的真理。他的�就是生命ý的叶子。今世人所需要的就是从
基督的門徒身上反射出来的基督榜�的光Ƨ。在真理的宣F上最能起作用的才智,乃是由基督控制
的，并靠圣灵成圣，使之Ä洁， 使之高尚。 {T9 135.3}

基督交�門徒使命�：“你�往普天下去。”　y可福音16:15　世人都必æ听�警告的信息。有最
Ó重的Aħ等待着一切�基督³跑的人。凡能�持跑到底的人，都可�得生命的冠冕，他是永不朽
坏的。 {T9 136.1}

你�要培养安Ĥ的精神。上帝是信�的造物主，凡是我�交托他的事，他都能保全。他不�喜我
�用眼泪和怨声遮盖他ƅ。即使你�没有看�再多一个人悔改，你�所2到主前的人已足以使你�
ĵ美上帝了。但是，你�只要向前走，而不是一定照自己的意思支配万事，圣工必能Ĥ步前&的。
要�上帝的平安Ĥ住你�的心，要常常感I，要�上帝留工作的余地。不要堵死他的道路。只要我
�不Ə住他，他能，也一定要£出他的大能。 {T9 136.2}

我�固然要制Ŕ=大的O划，但必æ十分ǂ慎，�使圣道各部的工作，完全和ƺ融洽地配合起
来，形成完美的整体。 {T9 136.3}

第十四章��道人的勉言

致Ƴ¦城中一位��丰富的同工的一封信： {T9 137.1}

我一想到Ƴ¦城的情形，心灵上就�得ë有重大的ð任。在我把主在夜�指示我的事写在下
面： {T9 137.2}

Ƴ¦要有人去做工；城中没有教会的地方将会找到合适的地方，使真理有立足之地。我�有大量
的工作要做，就是向所有将死在�犯和罪愆之中的人F�代的真理。受上帝差遣的人，将F出¥人
的信息要警告Ø人，使他�儆醒起来。虽然有些人听了�警告反而会起反感，拒�真光和明�，但
我�却可从此得知我�所F的确是那#�人类的�代真理。 {T9 137.3}

出乎ó常的信息将要F开。上帝的Ƙ判8已Ć到大地。我�一方面æv立城市布道所，来Í÷R
Z推ã?，帮助k�的人和医Ľ布道工作者去向一定ƆÅ的人F道；另一方面也需要献身的F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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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以确切有力的方式F�警告，使听�的人都警�起来。 {T9 137.4}

“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Ș的民都*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Ø民会合，其中$能将此声明，
并将先前的事��我�听呢？他�可以*出��来，自£�是,或者他�听�便�，�是真的。耶和
c�：‘你�是我的��， 我所Ȗ:的仆人。既是��，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
c，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惟有我是耶和c，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
曾拯救，我曾�明，并且在你�中�没有别神。’所以耶和c�:‘你�是我的��,我也是上帝。自从
有日子以来，我就是上帝。$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能阻止呢？”’ 以³ÌR43:8-13 {T9

137.5}

“‘我要引瞎子行不U�的道，2他�走不知道的路；在他�面前使黑暗!�光明，使弯曲!�平
直。�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依靠雕刻的偶像，
Ȓ造的偶像�：‘你是我�的神’，�等人
要退后，全然蒙羞。你��耳Ș的听吧！你�眼瞎的看吧！使你�能看�。$比我的仆人眼瞎呢？
$比我差遣的使者耳Ș呢？$瞎眼象那与我和好的？$瞎眼象耶和c的仆人呢？你看�d多事却不
2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耶和c因自己公µ的�故，喜�使律法�大、�尊。” 以³ÌR42:16-
21 {T9 138.1}

以上�文所概述的工作,正Ċ在我�面前。“我的仆人”，“以色列人”，“耶和c的仆人”，�些称ă，
乃指上帝所Ȗ:并差遣去做所指定的工作的人。虽然有些被:的人
上帝的旨意象尼布甲尼撒那�
毫无所知，但上帝却要委派他�去ǧŕĉ行他的旨意。 {T9 138.2}

凡肯服从圣灵指 的人，上帝就必�他�出力。主已8d以自己的荣耀来保�弥³Ì和他国的成
功。 “�造Ƥ天，ş9穹ů，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ş开，Ǒ气息�地上的Ø人，又Ǒ灵性�行在其上
之人的上帝耶和c,他如此�: ‘我耶和c凭公µ召你，必Ɂ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Ø民的中保,作外
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2被囚的出牢Ƶ,2坐黑暗的出ő牢。”’ {T9 138.3}

“你�中�$肯Ɠ耳听此,$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 以³ÌR42:5-7, 23 {T9 139.1}

上帝的百姓，享有真光和真知�，却没有ǧŕĉ行他高尚圣洁的旨意。他�没有QQÕ利地向前
推&，去开辟新地，在城内和郊外Â起真理的旗ȱ。一些已从主那里大得光耀的人，却在灵性上ò
重地瞎了眼，未能从光明走向更大的光明。教友�也没有受到鼓励去操÷他�灵性的肌肉和神�，
促使圣工前&。我�8使他�明白,教牧人?如果一直ƀ守一E牧养他�，�并不利于他�作成得救
的工夫。他�本C做�强的人，但在反成了弱者。 {T9 139.2}

每个教会都8C:出青年男女来，叫他�担ëð任。�他�力求取得w格去帮助尚未明白真理的
人。上帝要的是U真、全心全意勤ȏ做工的工人。凡是ǥ虚痛悔的人，必从个人的��中得知，除
了基督之外，别无救主。 {T9 139.3}

圣�的真理是要Fŋ，也要�行。主所Ǒ的每一`光芒都要清晰而强烈地照射出去。真理æ如	
亮的明灯£。成千上万上帝的仆人必æ响8�个号召，去担任各E的工作，做虔ā救人的工人,来
帮助耶和c,帮助耶和c攻b勇士 �士D45:23。上帝要召ǆ充M活力的人：就是充M圣灵的活Ƽ感
化力的人，他�U定上帝是最高的主宰，并从他那里得到�d多凭�，�明主的8d是可靠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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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不冷不,，而是因基督的�而心中火,的人。 {T9 140.1}

如果我�象�去二十年那�开展培养教友的工作，那么，我�也会象�去一�仍不能使所有的教
友成�克己Ǣ牲、背ë十架跟从基督的人。d多人吃灵粮已�吃得�量了，而同�在世上却有千万
人民，因缺乏生命之粮正在Ð亡呢！教会的教友必æ工作。他�æ栽培自己，力求h到那Ċ在他�
前面的高�准。只要他�肯与上帝合作,上帝就必帮助他�h到�个�准。如果他�能保守自己的灵
性常在真理的�中，就不会使牧D和F道士留守原地，而不到新地方Fŋ真理了。 {T9 140.2}

各地的教会受到上帝光照后,就8立即到各大城市去作工；可惜d多人尚未�别人的灵性担ë起ð
任。撒但既	他�易受引Ż，就乘机破坏了他�基督徒的��。上帝吩咐他的百姓要悔改，要洗
心革面，要恢复起初的�心，就是那×他�因�没有跟从自我Ǣ牲的救ȗ主而Ǆ失的�心。 {T9 140.3}

勇敢和2朴的精神

�机已到，我�C在一些福音尚未F到的地方下切�的工夫。上帝的工作怎�才能做成呢？我�
每开辟一个地方，就C�恒久的工作打下�固的基Ʊ。我�æ遵循主的方法。表面象无V多么不
利，我�都不可被它吓退。只æ照着主的指示向前推&。只要F主的道，主就必用他的圣灵,使听Ø
心受感�。圣��：“門徒出去，到E宣F福音。主和他�同工，用神迹随着，��所F的道。”　y
可福音16:20 {T9 141.1}

有d多同工，8尽其本分，做挨家布道的工作，到人家里去同他�k�。他�æ服从基督的旨
意，藉以£示他�在恩德上有的�&。��，他�就可得到丰富的��。他�既抱着信心接受、相
信并®从基督的�，圣灵的效能就会在他�一生的工作中£示出来。他�会表出U真尽力的精
神。在他�里面，必有那生	仁�和洁²心灵的信心。圣灵的果子必在他�的生活中表出来。 {T9

141.2}

基督是世上的光。凡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翰V耶Ȧ�：“凡接待他
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Ǒ他�权柄，作上帝的儿女。”　¦翰福音1:12　要仰望基督，因�仰望基
督，能使我�的心、p和品格都能符合上帝的旨意。 {T9 141.3}

我�的教会所能�的教Í，没有一点是用不着的。 你��去既然靠圣灵的能力建立了当前的工
作，在仍要靠圣灵的能力做下去。你�要通�a解圣�、祈祷和信心的操÷来教 人走在上帝的
道上。在那磐石，就是基督耶Ȧ上，就会建立起一个教会。 {T9 141.4}

�¢圣工的&行必æ保持真理的Ä朴。上帝�：“我有鼓舞的�要
你a。”在我国的大城市中，
主有d多宝Ó的百姓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也有一些人是因无知而跪拜巴力的。真理的光，必æ照
在�些人身上,使他�能U�到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T9 142.1}

要存ǥ卑的心去&行你�的工作。切不可采用基督福音的�Ä之外的夸9手法。你�在救人的工
作上�得成功，不是靠外表的炫耀，乃是靠高Â基督,就是那赦免世人罪孽的救ȗ主。你�若存ǥ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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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的心�上帝作工，他就必向你�彰£自己。 {T9 142.2}

藉用/表、象征或其他各种表号，F道人能把真理表得格外清楚明了。�些是ǟ助手段，也是
符合圣�教Í的，但如果搞得太考究了，致使教会不能提供足够的�L来X持�方面的工作，�就
不是按照上帝的O划s事了。大城市中的工作是要照基督的方法来成就的，不能靠演[的方法。使
上帝得荣耀的，不是[·的表演，而是凭基督的�Fŋ真理。 {T9 142.3}

布道会的序幕，切不可多用世俗之法而少按天国的方法来安排，以免剥Ɨ了真理的尊ò和深刻。
�使来听的人明白你��一次聚会的宗旨， 不是要用音�或其他的魅力来引人入Õ，而是要Fŋ非
常òǕ的真理，使他�有所警惕，要他�从放Ÿ私欲的沉睡中醒悟�来。赤裸裸的真理，乃是ƙ利
的两刃的宝À，�足以ǆ醒死在�犯罪�之中的人。 {T9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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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化的敬拜

在Ǟ人悔改�,上帝的使者不可用世俗的方法。在聚会�，不可靠世俗的歌唱家以[·式的表演来
引起人的兴趣。一般世俗的歌唱家，
上帝的道既无兴趣，也从不存虔ā求知的心去研究，他�怎
能用心灵和悟性歌唱呢？他�的心思怎能与圣歌中的字句有所共ƨ呢？天上的圣û�又怎能加入�
种¸有音�形式而无内涵的Ȯĵ呢？ {T9 143.2}

徒具形式的敬拜其害无Ł；而真心虔ā崇拜的福惠，�非人的g言所能形容得来。人若能以心灵
和悟性来Ȯĵ上帝，天上的��必奏�8和，同唱感恩之歌。 那将一切恩Ǒ加�我�，使我�能与
他同工的上帝，也希望他的仆人�Í÷自己的歌喉，使他�的歌声和�g都能使Ø人听懂。唱好û
歌，不在乎声音响亮，乃在乎音i清晰，	音准确和字句明白。我�大家都要v法Í÷自己的歌
喉，好用清楚柔和的音i来Ȯĵ上帝，不致尖厉刺耳。唱û的才能本是上帝的恩Ǒ，所以要�荣耀
上帝而用。 {T9 143.3}

在聚会�，要:出一班人来唱û，同�要有精于各��器的人&行伴奏。在我�的工作中，不8
反
使用�器，但要�心指 ，因�也是Ȯĵ上帝的活�。 {T9 144.1}

û歌不要一直�少数人唱，却8尽可能�全体合唱。 {T9 144.2}

多才多7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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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城市居民工作之�，必æ提供全x的服�。在居民密集之E的圣工，不是一个人所能X持
的。上帝有多种多�的工作方法,也将各式各�的才能Ǒ�不同的人。 {T9 144.3}

有的人口才好；有的人文笔好，有人善作真ā、ȏ切的祈祷，有人擅�唱û，�有人有才能把上
帝的道解�清楚：各人的才能虽然不同，却都要�上帝效力，因�上帝是与他�合作工作的。上帝
将智慧Ǒ��一个人，将学�Ǒ�那一个人，将信心Ǒ�另一个人，然而大家都要在同一个首2之
下作工。 因才能不同造成了工作的不同；但是“上帝却是一位，在Ø人里面G行一切的事。”　哥林
多前R12:6 {T9 144.4}

上帝要他所Ȗ:的仆人学e如何¡5一致，通力合作。或者有人以�自己的才能与别人的差异太
大，所以不能合作；但如果他�能想到世上各色各等人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方法，一个同工所不能感
�的人，另一个同工用另一种方法去Ǟ化，就可能使他打开心門接受真理。��他�就会�意通力
合作了。他�的才能，虽然各不相同，却仍能在同一圣灵的引2之下	Ū出来。他�的一言一行，
都会表仁慈、博�的精神，而且各位工人既忠心尽à，基督祈求使他��合的祈祷就会�，世
人也会知道我�是他的門徒了。 {T9 145.1}

上帝的工人，æ以彼此相�、彼此同情和彼此信任的精神¡5一致。凡在言g或行�上£有离�
教友作用的人，就是背离上帝的旨意行事。在教会里争V口角，以及引起人�的猜疑和不信的事，
都是羞辱基督的。上帝要他的仆人彼此之�培养基督的感情。真正的宗教，不>使人的心与基督的
心相�，也使人与人之�心心相印。当我�体�种与基督的�合及弟兄姊妹�彼此合而�一的真
Ƞ之�，我�无V到何E工作，都会感到一种馨香之气。 {T9 145.2}

在大城市中作工的人，æ从事d多工种，尽力争取在工作上取得最好的效果。他�æ»V信心,并
且在行�上�行出来，使民Ø感�。 不可照自己狭隘的�解行事,而妨碍工作的	展。�去，本会的
人多次犯�种�Ā，以致工作成效大受阻碍。我�æ4住，主有多种多�的工作方法，也将各式各
�的才能Ǒ�各种不同的人，要他��他作工。我�æ明白主差遣某人到某地作工的用意。 {T9 145.3}

�有一点点�候，�能听到那怜ȡ的声音；�有一点点�候，那恩惠的邀%�在~\	出：“人若
渴了, 可以到我�里来喝。”　¦翰福音7:37　上帝将他的警告F到各地城市中。凡他所差遣的使者,
都8同心Ķ力， �Ø人都能知道他�所听�的的确是耶Ȧ的道理。 {T9 146.1}

仿效基督的温柔

无V何人，都不可使别人隶属于自己，似乎自己有权管Ȥ别人，有权吩咐人做�，有权禁止人做
那，呼.ǆ西，ȹ然一副o官的架子。耶Ȧ�代的祭司和官�就是��的，但�是不正确的。一旦
人心受了真理的感�，并且接受了主的教Í，他�便�基督所有，不�任何人所有。所以，8C将
他�看作是基督的l;，而不是人的l;。如果你要控制他�的思想，使他�隶属于你，你就是将
他�与那智慧和才能的源�割断了�系。他�8完全依靠上帝，只有��，才能在恩德上有�&。
{T9 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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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智力才学，无V多么高深，若不受圣灵的教 ，他
属灵的事就可算�非常愚昧。 �种人æ
�悟自己的危º和无能，8完全依附救主;惟有主才能保守一切。 凡ü向他的人，他无不用自己的灵
充M他�，使他�M有彼此相�的精神，以便出去��上帝差遣自己儿子到世上来拯救罪人的大
事。凡真正悔改的人，必在基督里互相¡5。在上帝的教会中，不C有什么派别，不C有人在同道
身上施展无理的权威。凡我�所作所�和所aV的，都C彰£基督的温柔。 {T9 146.3}

基督是每个真教会的根基，他曾确�地8d我��，他必保�凡忠心照他的吩咐去行的人必与他
�同在。�到末日，基督仍必�首。他是生命和力量之源，他是公µ和圣洁之本。凡ë他的ɏ，学
他的柔和ǥ卑的人，他要将他的一切──生命、力量、公µ、圣洁──全Ǒ�他�。 {T9 147.1}

在人前高Â基督，是我�一切工作的本分和喜�，也就是一切真�工作的宗旨。我�要彰£基督,
把自己藏在他的背后。�种自我Ǣ牲才是有价�的，才是上帝所悦ŏ的。“因�那至高至上、永=�
存、名�圣者的如此�: ‘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ǥ卑的人同居；要使ǥ卑人的灵
ĥ醒，也使痛悔人的心ĥ醒。”’　以³ÌR57:15 {T9 147.2}

�待反�意�

每当你�宣ŋ真理，常有人起来反
；如果你�用ǡV来
付他�,他�反
的Ů�反而会加倍，
所以不可与他�争ǡ。你�要�持a正面的真理。上帝的天使， 都在看着你�。你�既不与反
者
争ǡ，天使自会v法使他�受感�。你�
于(1的消极一面不必多L力去°V，乃要ȏ切祷告，
耐心研究，奉献内心，把握真理之道。你�要把你�的灯擦亮点着，使光`可以照射出去，以致世
人看�你�的好行�，就ü荣耀�你�在天上的父。 {T9 147.3}

基督在ȍ野受#探�，如果没�守正面的真理，他就必失去一切所要得的。我�
付反
者最好
的方法, 莫如基督的方法。如果我�重提他�的反
意�，反会加强他�V据的]力。我�要始N�
守正面的真理，或d那反
你的人会把你的�存4在心，�悟起来，7而ü附真理。 {T9 148.1}

我常
我�的弟兄�：“你�的反
者，或d要造出虚假的�来V断你�的工作，你�不要重复提
�他�的�，只要�定不移地演a活Ƽ的真理；上帝的天使必在你�面前开路。我�在从事一件Ţ
;，必æ用合理的方法去&行才好。我�不要情Ę激�，也不可心中起什么�念。基督就不是��
的，他是我�一切事上的榜�。我�
于上帝所托付的工作，8当多依靠天上圣洁ǥ虚的智慧，少
靠自己的能力。我�æ��地握住那神圣的权能。” {T9 148.2}

一些已�离弃真道的人，会来赴我�的聚会，ơĺ我�，使我�7离上帝要我�做的工作。你不
可7离真理去听他�的虚言。 不要放下工作去v法感化那Ȳŝ你工作的人；只要£出自己是受了耶
Ȧ基督圣灵Ǯ灌的人，上帝的天使自会把�放在你嘴里，使你能感�一般反
你的人。他�若仍旧
一味地向你&逼，会Ø中稍有��的人，就会看出你的水准，确�更�高尚。你a��，要使人U
定你的�是基督藉着你a出来的。 {T9 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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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烈虔?地工作

我�的F道人如能2悟：世人在上帝Ƙ判台前按各人的行�受Ƙ的日子已何等Ć近，他�定将勤
力与上帝同工，去Fŋ代的真理，又要努力促&上帝的圣工，并且在言g和行�双方面宣布“万物
的5局近了”　（彼得前R4:7）　的消息啊！ {T9 149.1}

“¾x迎�你的上帝”,�就是我�所要到E宣F的信息。我�的号筒æ吹出一定的声i，清清楚楚
地	出警告：“巴比ķ大城ŉ倒了，ŉ倒了！……我的民哪，你�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她一同有
罪，受她所受的灾殃。”　ī示�18:2-4　�几Q圣�的�必将8�。再�不久，那最后的#�就要
Ć到世上一切的居民了。到那�，人人都必æ迅速地作出决断。凡已听�真理的宣F而相信的人,必
投身于以y内利君王血染的旗ȱ之下。那�他�便明白──以前从未如此明白──自己曾失落了多次
机会，没有去做所C做的事。 那�他�才会�悟到自己没有尽自己的ð任,没有尽心竭力地ó找救
失Ǆ的人免受火的ŝũ。 {T9 149.2}

上帝的仆人必æ“殷勤，不可ñ惰，要心里火,，常常服侍主。”虔ā的人不是冷淡和低功效的。
我�若能意�到自己是在�上帝工作，我�
�个属灵之工的神圣性就会比以前任何�候更明了。
有了�种明了，我�就会使出一切的精力、才能，儆醒�Ǹ地去尽我�一切的本分。 {T9 150.1}

“那清洁没有玷Ƣ的虔ā”是很a�¹的。只有U真、全心�意地工作，才能作成救人的事。我�
æ把虔ā的行�当作日常的本分，并且��增&自己有用之E，因�我�以永恒的{点看待我�的
工作。 {T9 150.2}

我�的工作是天父所分派的。我�æ手持圣�，出去警告世人。我�要作上帝救人的助手──做一
条活的渠道，使他的�可以天天通�我�流�那些将亡的人。在圣工上有份的人，既意�到自己有
幸参加的工作是何等Ţ大，�就足以提高他的人格，使他成�圣洁。于是他的全身就会充M那“使人
生	仁�”，并能洁²心灵的信心。®服上帝旨意的人决不把任何圣工看�苦役。“�上帝而做的”�
一思想，足以l生神秘的推�力，使他愉快地去做上帝所交付他的一切工作。 {T9 150.3}

你�要根据Ä正宗教的原¨来&行一切工作。你�8āȏ地自(:“我当作什么才能得主人的�悦
呢?”你�要到需要鼓励和帮助的地方去。在每一步都((自己：�是主的道�？我的心灵、言g、
行�是否完全符合主的旨意? ”你�若能0求上帝的荣耀，�他ē力，你�的工作就会*有神圣的模
式， 你�也是在遵行主的旨意了。 {T9 150.4}

你�学e上帝的道，要透�表面字句，深入再深入地&行研究。要抱着信心，仰Ũ上帝的能力来
探求上帝ī示的深意。你�的工作要£示上帝的能力，æ4住：上帝是你�的后盾。你�的言g行
�都要	ŋ主的�，�那真理，就是那主道宝Ó、Ä正的真理，充沛地光照出去。要在上帝面前自
卑。基督必加添你�的�力。他已委派你�作他的家宰，要你�按�分粮。基督的仆人与基督慈�
的心是很å近的。他极愿从完善他的工人着手，使他的全家成�完善。 {T9 151.1}

基督是仁慈怜ȡ的救ȗ主。仗着他的大能，世上的男女就能有力地抵御罪�。一个自知有罪的罪



12/16/13, 11:08 A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63 of 121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8&start_paragraph=1003640749&finish_paragraph=1003642264&references=1

人，看自己的罪，就�得它是非常可�的。他恨自己�什么不早些到基督面前来。他也会明白必æ
完全制Õ自己的�犯；必æ使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完全®服上帝的旨意；必æ完全脱离世上从情欲来
的Ð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他既悔悟了以前干犯上帝律法的罪，就U真尽力要Õ�罪�。他
一心要£示基督恩典的能力，并与救主建立个人的�ě，常把基督放在面前。他因常祈求，常相
信，常接受自己所需要的福惠，就一步步地接近上帝所要他h到的�准了。 {T9 151.2}

当他舍弃自己，Â起十字架，跟随基督的引2而行�，他的品格就会出新的德行。他全心全意
地�主耶Ȧ， 基督就成了他的智慧，他的公µ，他的圣洁和他的救ȗ。 {T9 151.3}

基督是我�的榜�，是我�的灵感，是我�至大无比的Zħ。“你�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
的房屋。”　哥林多前R3:9　上帝是建筑D，而人也要承担一份工作。他æ与上帝合作，正如林前三
章九Q所�：“我�是与上帝同工的。”切不可忘4“与上帝同工”�几个字。腓立比R二章十二、十三
Q�：“当恐惧P兢，作成你�得救的工夫；因�你�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心里G行，�要成
全他的美意。”基督恩典的神奇之功表在�人�造一个新心, 使他�更高尚的生活并l生一股更神
圣的,情。上帝�：“我也要Ǒ�你一个新心。”　 以西5R36:26　重生�件事Ǧ不是最大的神迹
�？凡因着信而依靠上帝能力的人，�有什么做不到的事呢？ {T9 152.1}

要4住：以基督�你个人的救主,与他一同工作,你的力量和Õ利全在于此。�是人人必æ�行
的。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离了我，你�就不能作什么。”¦翰福音15:5　那悔改相信的
人即8声�:“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比R4:13　凡能如此而行的人,主向他�8d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Ǒ他�权柄,作上帝的儿女。”　¦翰福音1:12 {T9 152.2}

第四��生的工作

第十五章忠	地�行�生改良

（1909年5月31日在c盛ú全球-会代表大会上的演a） {T9 153.1}

我蒙指示，要把关于Î生改良的信息，F�Ø位弟兄：因�d多人
于Î生改良的原¨，已不如
从前那�忠心遵守了。 {T9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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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保持健康是个最重要的(1。我�若存敬畏上帝的心去研究�(1，就可知道，欲使肉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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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性双方同得其益，我�的õ食莫如以�>�主。我�要耐心研究�(1。我�æ有知�和判断
力，才能明智地
待�件事。我�
自然定律，只宜®从，不可ƍ背。 {T9 153.4}

凡已�接受指 ，明白食用肉食，茶和咖啡，以及其它油ƃ不Î生食物
身体的危害，并立意Ǣ
牲且与主立¦的人，就不会明知故犯地再放Ÿ自己的食欲了。上帝肯定要我�在õ食上洁²，
不
良的食物�行自¦。 上帝的百姓在�方面有一番工作要做，才能成�完全的百姓站立在他面前。 {T9

153.5}

个人的;任

上帝的余民，必æ是真正悔改的百姓。我�F�福音，必要使人灵性悔改成圣。在�G�上，我
�æ感�到上帝圣灵的能力。�个信息是奇妙而确切的;
接受的人，它是无价之宝，所以，8当大
声呼喊来Fŋ的。我�
此信息要�信它必能F开，而且愈来愈£出其重要，直到末�。 {T9 154.1}

有一些自称�信徒的人，只接受《�言》的一部分�上帝的�，至于其中
他�的嗜好有ðx的
�，就加以拒�。�种人既害了自己，也
教会不利。我�蒙主光照�，就8行在光中，�是重要
的。凡自命�信从Î生改良，却在平日的Â�上ƍ反其原¨的人，�在是在破坏自己的灵命，并在
其他信徒和非信徒心中留下不良的印象。 {T9 154.2}

因/从而得力

人既明白了真理，便有庄ò的ð任，使自己的一切行�符合自己的信仰，他�的生活必æ文雅和
圣洁，并准x在�末世迅速地将福音F出去。他�没有多余的��和精力浪L在世俗的情欲上。使
徒行F三章十九Q�： “所以你�当悔改ü正，使你�的罪得以涂抹。��，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
面前来到。”我�8把�@�最āȏ的勉言。如今我�中�有d多灵力欠缺的人，若不ŕ底悔改ü
正，]必Ǆ亡无疑。你�冒得起�个º�？ {T9 154.3}

Ɗ傲自大和信心ç弱，正使人失去d多上帝丰盛的福惠。有d多人，若不向上帝虚心跪祷，等到
有人喊叫“新郎来了” （y太福音25:6） �，就必¥慌失望。他�有真道的理V知�，却没在器皿里
¾x点灯的油。我�所8有的信仰，不能¸是承U或相信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理V；我��需有点灯
的油，就是基督的恩典，并使生命之光照耀出去，�黑暗中的人指明道路。 {T9 155.1}

我�若要在基督徒��上避免病弱无力的状n，就当即刻恐惧P兢，作成我�得救的工夫。有d
多人虽然受了浸礼却没有£出什么确�的�据，表明他�是履行他�受浸�所立的志愿。他�的,
忱，已被形式主µ、世俗的Ɗ傲自M及0�自己的心所冲b，以致温度降到冰点。Ÿ然有�也心受
感�，可是他�-没有掉在那磐石上而跌碎。�磐石就是耶Ȧ基督。�y太福音21:44　他�-不存
着一种痛悔U罪的n度到上帝面前来。凡真心悔改的人必能在生活和行�上£出圣灵的果子。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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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一切缺少属灵生命的人，能意�到惟有那些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Ð坏，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的
人，才能得着永生！ {T9 155.2}

凡欲与基督同得天上新生命的人，必æ在心灵和思想方面��一番!化。�种!化，只有藉着基
督的能力才能	生。救主曾�：“人若不重生，就不能�上帝的国。”¦翰福音3:3 惟有从上帝而来的
信仰，才能引人ü向上帝。我�若要正确地服侍上帝,就必æ靠圣灵重生。它能使我�警醒，洁²我
�的心灵，更新我�的思想，Ǒ我�新的能力，可以U�上帝,敬�上帝，并且使我�甘心情愿地服
从上帝一切的ȣ命和吩咐。�才是真正的崇拜。 {T9 156.1}

上帝要他的百姓~\不断地向前&步。我�8C知道，放Ÿ食欲最能妨碍智力的上&和灵性的成
圣。可惜我�虽然自称明白一切Î生改良之道，却仍有d多人在吃不C吃的食物。放Ÿ食欲是体力
和p力减退的最大原因，是令人衰弱和早死的根源。凡欲在灵性上求得Ä洁的人，8当4住：Q制
食欲的能力来自基督。 {T9 156.2}

肉 食

如果我�能因放Ÿ吃肉的嗜好而得益E，我就不必��Ǟ戒你�了；但我知道�是不可能的。肉
食
人体的健康是有害的，所以我�要学会不吃肉食。人若在可以得着蔬菜�食物的情况下仍随意
任性吃喝，就必ĝĝ不â上帝关于其它代真理的教Í， 以致失去明白真理的能力和眼光；�等人
也必收�自己撒种的5果。 {T9 156.3}

我蒙指示：我�的学校不可将肉食或不Î生的食物供�学生。凡足以Ż 人吃刺激品的食物，都
不可放在桌上。我Ǟ老年、少年和中年人，你�都要弃�一切
你�有害的食物，要克己Ǣ牲侍奉
主。 {T9 157.1}

儿童
�¢工作也当努力尽本份。我�是上帝家里的人；上帝要他的儿女，无V老少都8毅然决
然地Q制食欲，把金HQ¦下来，作建造会堂和供养F道士之用。 {T9 157.2}

我蒙指示
凡作父母的人�：在�(1上，你�当使心灵完全ü®上帝。我�æ永=4着，�此
Ƙ判�期，我�都要在宇宙之主面前受İ�。我ȏǞ你�要放弃一切
自己有害的õ食，口�的承
U没有什么价�；你�8以克己的行�来�明自己一定要®从上帝向他特:的子民所提出Q制的要
求。�æ将你�克己省下的一部分金Hü入ƛ中，作上帝圣工之用。 {T9 157.3}

d多人�得没有肉食不能下^；然而�些人如能将身心完全献�上帝,矢志走在他指引的道路上,
他�就必象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一�得着力量和智慧。他�必	上帝会Ǒ他�正确的判断力。人因
克己的行�而能�上帝之道Q省金H的数量，足使多人¥奇。 因克己Ǣ牲所Q省的少量金H，用在
建ý上帝的工作上，比不�Ǣ牲而聚集的大量礼物，将有更大的Ǥ献。 {T9 157.4}

基督复Ć安息日会的人，正ëðFŋ极重要的真理。四十多年之前，上帝在Î生改良的(1上Ǒ
�我�特殊的亮光，而我�今是如何行走在�亮光之中呢？有多少人已拒�照上帝的指 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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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既是上帝的子民，就8按我�2受亮光的多少而有相8的�&。我�有ð任去明白并重@
Î生改良的原¨。在Q制的(1上，我�8走在群Ø的前面，可是我�中�依旧有很明白道理的教
友,甚至有F道的牧D，都随意吃喝，随意操作，毫不以上帝的Í示�念。 {T9 158.1}

本会的教D和2袖
于�Î生改良之道，都8�定地以圣��立足点，并直接地
一般相信我�
是E在世界�史末期的人作切�的��。在侍奉上帝的人和侍奉自己的人中�必æ划清一条界`。
{T9 158.2}

我蒙指示，知道我�
�些原¨，8与当初上帝Ǒ�我�末世信息的�候一�重@，一�遵守。
有些人
õ食(1，从来不遵照上帝的指示而行。�候到了,8将灯从斗底下移出来，使之	出明亮
的光芒，照射四方。 {T9 158.3}

健康生活的原¨
我�个人和全体同道都有重大的关系。当�Î生改良的信息初Ć到我�，我的
身体是很ç弱无力的，常患�ň失�之症。当�我就祈求上帝的帮助，他便将�Î生改良的大�1
指示�我�：凡遵守他ȣ命的人，必æ与上帝建立神圣的关系； 他�必æ在õ食方面有所Q制，使
身心E于最佳状n以便�他服�。�一亮光使我得了极大的益E。我就打定主意作一个Î生改良的
�行者，并知道主必扶持我。我在虽已老了，身体却比年T的�候康健得多呢。 {T9 158.4}

有些人�我并没有遵守我自己笔下所提倡的Î生改良的原¨；但我敢�，我是个忠�的Î生改良
主µ者。�是我自己家里的人和几个在我家里住�的人都知道的。 {T9 159.1}

“�荣耀上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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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可以戒食肉�考核信徒入教的条件，不�我�要考Į到作�基督徒而用肉食
别人的影响
(1。作�上帝的使者，我�Ǧ不8
人�：“你�或吃或喝，无V作什么，都要�荣耀上帝而
行”�？　哥林多前R10:31　我�Ǧ不8果断地做��， 反
放ŸÐ坏了的食欲的作法�？你�作
�F福音的使者，身任宣ŋ上帝所�予人类最òǕ的真理之à，  道自己要ý立一个坏榜�，回到
埃及的肉é旁<去�？身受上帝圣ƛ什一奉献供养的人，竟可放Ÿ食欲，毒害那循�在自己血管里
的生命之流而不â上帝所Ǒ的亮光和警告�？人要在属灵的美德上有�&，并得到平Ĥ的性格，必
æ重@身体的康健。我�若不保养好自己的胃，我�就很 养成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我�的p子
和神�,是与Ś胃互相关�的。乱吃乱喝会造成胡思乱想的行�。 {T9 159.3}

上帝如今正在#�Ø人，要知道他�究竟属于何等人。我�都已受�浸礼ü入基督，如果我�能
尽到本份，弃�一切足以Ð坏我�人格，使我�Ǆ失高尚品性的事，我�就必得着力量，在我�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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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首2基督里成�,我�就必得�上帝的救恩。 {T9 160.1}

我�
健康生活的原¨æ有明理的了解，才能充分2悟不C吃的食物究竟有什么害E。人看出了
自己的�Ā后，有勇气去改正自己的eÆ，将会感�到�种改革的�程是不容易的，æ�一番斗争
和�忍不拔的努力，才能改正eÆ。然而等到他�养成了正当eÆ之后，就会明白，他�吃�去所
吃以�无害的食物，确�是�自己种下了消化不良和其它疾患的病根。 {T9 160.2}

作父母的要警醒祷告，要ò防各种不Q制的e气。�要将真正Î生改良的原¨教 儿女,使他�知
道C弃�什么， 才能保持身体的健康。上帝的仇怒已开始降在那些不®从的儿女身上了。何等的邪
�，何等的罪孽，何等不良的作�， 都在各方面£示出来了！我�作�上帝的百姓，就C十分小心
地保守我�的子女，不使他�5交道德Ð坏的朋友。 {T9 160.3}

教授5生的原.

我�æ更加努力地把改良Î生的原¨教 Ø人。我�当�s烹Ȭ学校，并挨家逐j地去教人烹作
有益健康的食物。无V老少，都æ学e用更�易的方法烹煮食物。我�无V把福音F到什么地方,就
C教 那里的人民怎�烹煮�>而味美的食物。我�æ做�他�看，使他�知道不用肉类也可以做
出¶养丰富的食物。 {T9 161.1}

要使Ø人知道，与其掌握治病之法，不如明白养生之道。我�的医生要作智慧的指 者，æ警告
Ø人不可放Ÿ私欲，也要使他�知道，=避上帝所禁止的食物，是避免ı害身心的唯一良策。 {T9

161.2}

在�一些学校Î生改良之道的人¾x富有¶养的食物以代替他�以前的õ食�，8十分Ƙ慎小
心。信靠上帝的心、�定的意志和彼此相助的意愿，都是不可缺少的。我�的食物如果缺少适当的
¶养成分，会使Î生改良的道理被人非 。我�都是血肉之躯，所以需有适当的¶养食物。 {T9 161.3}

避免<食极端

有些人因存心要戒掉不适当的食物，就此W
X持身体所不可缺少的¶养，也不注意了。 人
于
Î生改良之道，若走极端，其所¾x的食物，就会淡而无味，吃不下去。¾x食物，8使之既富有
¶养而又美味可口。我�不可剥Ɨ身体各部所需要的¶养。我-要用一点ĩ，因�ĩ无害于身体，
也确是血液所不可缺少的。蔬菜之中8当加点牛奶或奶油或类似的.西来增&它的滋味。 {T9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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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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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有一个�候,我�或d要ġ除一部分在所吃的食物，如牛奶、奶油和¿蛋等。但在�没有
到��候；我�无需取�种�激的n度来 �自己。等到�]要我�如此，主自会�我�开路的。
{T9 162.3}

凡欲在宣FÎ生改良原¨的工作上收�成功的人，必æ把上帝的�当作他�的â(和向 。 只有
如此行，才能立于不Ð之地。我�不要因用无¶养不可口的食物来代替我�所ġ除的有害之õ食，
而�Î生改良起到反宣F作用。无V如何，不要叫人吃刺激性的食物。只要吃�>有¶养的.西，
并要因�Î生改良的原¨，�常感I上帝。你�要在凡事上真ā正直，就必无往而不Õ。 {T9 162.4}

各国不同的食性

我�固然要v法反
Ɓ食醉酒，但也不得不考Į人类所E的�境是不同的。上帝已�住在世界各
地的人，作了不同的安排。凡愿与上帝同工的人，æ先Ƙ慎地研究，才能确定什么.西可以吃，什
么不可以吃。我�要深入人民大Ø。如果我�宣F极端的Î生改良的道理,群Ø就不会采ŏ了。 所得
的5果，必将弊多利少。我
Ł人F道的�候，上帝就要我叫他�吃最有¶养的食物。我不能
他
��：“你�不可吃¿蛋、牛奶或奶油，不可用白脱来烹i食物。”福音是必æF�Ł人的，但ò格限
止食物的�候�没有到。 {T9 163.1}

向徘徊不定的人�一言

任意放Ÿ食欲的F道人，离开正当的�准太=了。上帝要他�作Î生的改良者，要他��行他在
�方面所Ǒ的亮光。 我看�一些8在Î生改良的工作上,心的人，却没有7到正确的生活方式上
来，心里就感到Ğ愁。我求上帝感�他�的心, 使他��悟到自己正遭受重大的ı失。如果我�教会
的每一家人都能走在ƿ道上，我�就能�上帝作加倍的工作了。 {T9 163.2}

祈祷蒙�允的条件

基督复Ć安息日会的人，如果要得到并保持洁²，就必æ有圣灵在他�心里和家里。主告©我
�：今的以色列人若能在他面前存ǥ卑的心，并ſ除心殿里的一切的ƢȻ，他就必垂听他��人
的祷告,并在他�用他的方法来治病�，他必Ǒ福。人若能凭着信心尽力,使用上帝所¾x的�>Ľ法
与疾病抗争，上帝就会Ǒ以福气。 {T9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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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上帝的百姓得了�d多亮光，仍保持不良的eÆ，放Ÿ自己不肯改正，他�就必承担ƍ背上
帝教Í的一切后果。他�若不惜代价,一定要放Ÿ不良的食欲,上帝是决不会行个神迹来救他�脱离放
Ÿ食欲的后果的。他�“必Ď在悲惨之中。”　以³ÌR50:11 {T9 164.2}

那些放Ÿ食欲的人�：“主已�医治了我，我不必Q制我的õ食；我可以随意吃喝。”，�些人在
肉体和心灵双方, �不久就再需要上帝恢复健康的能力了。因�主已大施怜ȡ医治了你，你决不能以
�你仍可沉湎在世俗的私欲中。基督医好了一个人，就
她�：“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翰
福音8:11　你�8C照他的吩咐而行，决不可�食欲作你�的神。 {T9 164.3}

主
古�的以色列人�：如果他�能�
地服从他，遵行他一切命令，他就要保守他�脱离他所
加在埃及人身上的一切疾病。不�，他�个8d是有条件的，就是要以色列人服从他,才可以得�种
福气。当初以色列人若服从了主的吩咐，善用了他�所享的特权，他�就可以在健康和繁荣上做世
界的表率。可惜他�未能成全上帝的旨意，也就未能享受到他�本可享受的福�。然而在¦瑟、但
以理、摩西和以利Ì，以及其他d多人的身上，我�已�看到了�行正确生活方式的高尚典范。
在我�只要象他�一�忠ā，也未Ļ不能收到同�的效果。�上4着�：“你�是被Ȗ:的族类，是
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宣ŋ那召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
美德。”　彼得前R2:9 {T9 165.1}

献上自己──得安息

如今有多少人在身体的康健和灵性的恩Ǒ上，失落了上帝�他�¾x的最丰富的福分啊！在有
d多人竭力要得到特别的Õ利和恩Ǒ，以求大有成就。�此，他�-是�得必æ流泪祷告，作拼命
的苦P。然而�些人�在C<祷告<考k圣�来明白上帝所ī示的旨意，然后无保留地真心遵行上
帝的旨意，他�就必得安息。>是刻苦哀求，流泪Ƒ扎，都不足以使他�得着所希望的福气。他�
必æ完全抛弃自我，才能2受上帝所8d�凡凭信心ȏ求者的丰盛恩惠，去做眼前所C做的工作。
{T9 165.2}

耶Ȧ�：“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9:23　我�当
学e救主的淳朴和克己的精神。我�当用言g和圣洁的生活来高Â髑ȭ地的救主。凡将自己献�上
帝的人，救主就与他�非常3近。在正是我�最需要上帝的灵在我�心里和生活中作工的�候，
就�我�把握住�神圣的能力，以便有能力做一个圣洁而献身于上帝的人。 {T9 165.3}

我�当以上帝的��我�的教科R。耶和c是我�的帮助者和我�的上帝。我�当仰望他��行
我�O划而开路。 {T9 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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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向医病�道工人的呼吁

（1909年6月1日在c盛ú全球-会代表大会上的演a） {T9 167.1}

我�正E在末世�代中。万物的N点，行将Ć�。基督¾言的异兆都在很快8�。Ğ患暴乱的日
子已在眼前，但我�不可�一句不信或灰心的�。那明白�]之需要的主自会安排一切，使各EF
福音的工人得益E，以致可以更有效地引起世人的注意。主明白羊群中最ç弱者的需要和缺少，他
就把自己的福音F到大街小巷。他以永=的��我�。我�8C4住，我�是要把一种医治人的福
音F��充M了罪�疾病的世界。但愿上帝加添我�的信心，使我�能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要我�
都熟悉他的医治之能，常来就近施恩座。他希望他恩典的光芒从d多地方照射出去。 {T9 167.2}

医院��道的机关

在d多地方，�有人没有听��福音。所以我�8C抱着空前的,ā，_极&行医Ľ布道的工
作。因�医Ľ布道工作��一扇門,真理可以藉此&入d多大城市。 故此在d多地方，都8v立Î生
Ľ养院。 {T9 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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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本人已不在�世上周游Ĵ村城市医治病人了；但他已委托我�~承他所开�的医Ľ布道事
;。在�¢工作上，我�æ竭尽全力，�建治Ľ病人的机Ŏ，使那些身ë病痛的男女老幼，得以在
敬畏上帝的医生和�士的看â之下，接受不用Ù物的治Ľ。 {T9 168.1}

我已蒙指示，知道我�
Î生改良所8做的工，不可再拖延了。藉着�种工作，我�能惠及大街
小巷中的民Ø。我蒙特别指示，将有多人从我�的Î生Ľ养院2受并服从代的真理。我�要借着
�些医Ľ机Ŏ教 d多男男女女，使之明白怎�保重自己的身体，并巩固
上帝的信仰；也要他�
明白吃上帝儿子的肉，喝他的血，是什么意思。基督�：“我
你�所�的�就是灵，就是生命。”
¦翰福音6:63 {T9 168.2}

我�的Î生Ľ养院，要成�一种学校，把医Ľ布道的知�F授与人。也要把生命ý的叶子�那些
身陷罪�病痛中的人，使之在基督里恢复和平、希望和信心。 {T9 168.3}

我�当促&上帝的圣工,使医Ľ布道和教育工作ģ�并&。 我确知我�最缺少的是忠ā、明智和
精明干÷的工人。各大城市中，都当有真正医Ľ布道工作机Ŏ。d多人在8C求(上帝：“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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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我作什么？”上帝的旨意，是要藉着我�的医Ľ机Ŏ，在各大城市中推广主的不用Ù物的治Ľ方
法。凡是肯在可能的情形之下前&再前&的人,上帝就授以神圣的尊ò。撒但必尽力阻ǭ�种工作，
然而神圣的能力必帮助一切真ā的工人。惟愿我�随着天父的指 ，勇往直前，利用每一个机会ƣ
展上帝的工作。 {T9 168.4}

上帝
所有的医Ľ布道士�：去！今天到我的葡萄园去作工救人。凡是ā心ó求上帝的人，上帝
必垂听他的祈求。他的能力,足够8付我�大家的需要。他使我�的心里充M了仁�、喜�、和平和
圣洁。我�的品格可以不断�&。我�决不可将光阴用在与上帝的旨意相背的事上。 {T9 169.1}

有些医生，因�以前曾与本会的Î生Ľ养院有��ě，就在其附近的地方开;8ǘ，以�凡事可
以®手一点；但是天下之大，地面之广，有d多地方，�没有人去开辟，他�却@而不�。他�若
能无私地到那里去作工，必能惠及多人。F道的医生能l生一种高尚、文雅及圣洁的影响。若不如
此，医生就是妄用了所有的才能，并作了上帝所弃�的事。 {T9 169.2}

4=工人

如果上帝真要藉着我的口�什么�,他就是要我告©你�，教育部門、F道部門和医Ľ布道等部門
的同工， 都æ¡5一致，在上帝的指 之下，互相扶持，彼此代祷，求主Ǒ福。 {T9 169.3}

本会学校和Î生Ľ养院中的人，都8,心地踊Ư从事。凡出于�上帝和�人类的心，在圣灵的指
 下所成就的工作，必ë有上帝的印Ƌ，并在d多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T9 170.1}

上帝呼召我�的青年要&入本会的学校，快快¾x好自己�主服�。在d多=离城市的地方要开
v学校，培Í我�的青年去做福音工作和医Ľ布道工作。 {T9 170.2}

我�必æ�上帝一个机会，�他能在人心里作工，使人明白自己的ð任。任何人，都不可承ĸ在
一定�期内受几个人的指Ū或在上帝工作的某部門工作，因�主必3自召:人�他作工，象从前召
:那些卑微的ƴ夫一�。他也必3自把工作的地点和当取的方ĕ指教他�。他必:召Ė民和其他各
种à;的人，叫他�去将�最后的警告F�将亡的世人。�主作工的方法很多，那大教D必开ī工
作者的理解力，使他�能从他的�里2悟到奇妙的事。 {T9 170.3}

+士做�道士

基督是最大的医Ľ布道士,是我�的模范。圣�上�:“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Í人，F天国
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的病症。” y太福音4:23 他一面医治病人，一面F福音。在他的工作上，治
病和教Í人，两者是�密相W的。在�两种工作也是不可分割的。 {T9 170.4}

在本会医院中Í÷出来的�士，也C受到F道的培Í，使F道和医病的工作�合并&。 {T9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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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æ把我�的光，照在黑暗的道德之中。有d多在�在暗中摸索的人，若�到世上之光的
反照，就会知道自己有得救的希望。你的光或d微小，但你要4住，�是上帝所Ǒ�你的，同�他
要你把�光7射出去。或有人会从你的光上点燃他的Ƕ芯，然后他的光，可能另外去引 别人出离
黑暗。 {T9 171.2}

在我�周¤，开着d多要我�去服�的門。我�8与ƪ舍交往，v法引 他�来ü基督。当我�
��行�，他就必ĵ助并与我�合作。 {T9 171.3}

基督在世�，每到一E作工，那里的居民就常留他住下，要他~\在他�当中作工。但基督常告
©他��，�有别的城邑没有听�他所a的真理，因此他必æ去。基督把真理F�一E的人民之
后，就�他�在已�听�的真理上去建ýƣ展，自己¨再到别E去工作。如今凡受命~\他工作的
人，也要采取�种方法。我�要到各E去Fŋ福音。既在一E宣ŋ了真理，就要再到别E去警告
人。 {T9 171.4}

我�要以�士、F道士、牧D、RZ推ã?以及k�班等形式， 把人�´Č起来且受到充分的培
Í，造就有上帝形象的健全品格。我�在的宗旨, 是准x在天上的学校里受更高尚的教育。 {T9

171.5}

从上帝�常�我的教Í中，我知道我�8有一批周游各村各ŗ作医Ľ布道工作的人。做�工作的
人，会在社会各ƆÅ引多人ü主。�¢工作最好由忠�的RZ推ã?去开路。 {T9 172.1}

上帝必召d多人去挨家布道作工，与人k�，并与相信的人一同祈祷。 {T9 172.2}

有F道��的牧D�，也8学e�易的治Ľ法，做个懂行的医Ľ布道士。 {T9 172.3}

在需要的是能F福音又能治病的工人。你�决不要耗L多年光阴&行¾x；因�再�不久，
在�真理敞开的門将永=关ĳ了。在就要把福音的信息F出去。不要等待，免得�ļ人先占据
今向你�开放的Ģ地。我�æ分成小�出去作基督曾派�門徒做的工作：要去Fŋ福音，分	本会
的出版物，向遇�的人»V真理。我�要�病人祈祷，�他�服�，M足他�的需要；不用Ù物，
而用天然Ľ法，并教 他�如何恢复健康和¾防疾病。 {T9 172.4}

第十七章��林�医科�道大学

（1909年6月1日在c盛ú全球-会代表大会上的演a） {T9 173.1}

1905年，我赴c盛ú全球-会年会�,收到柏登先生（J.A.Burden）的信，�起他在离勒得ø
（Redlands）¦四哩E， 找到了一份地l。�信使我想起那�地方，正是我在异象中所��的，我
便立刻拍�Z叫他火速把那地l+下来。后来我3自去看，就U定那�地是¦二年前我在异象中所
�的地方之一。�了��地，我何等感I上帝啊！ {T9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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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y林h（Loma Linda）最可取的q点之一, 是周¤有各种美f悦目的景色。那广大无<的山林
溪谷十分壮{。但比那壮f的)景、c美的房屋和ÿ广的"地更重要的，是�Ľ养院靠近居民稠密
地区，所以F福音的机会很好，可使多人明白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我�æ有清楚的属灵辨别力，否
¨不能�别上帝�我�开路，叫我�去照亮世界的美意。 {T9 173.3}

既有了�E地方，我�就ë有重大的ð任，要使之成�一个具有教育性S的机Ŏ。Ăy林h非但
要成�一个Ľ养院，也要成�教育中心。要在那里s个学校来培Í医Ľ布道士。�工作所涉及的面
甚广，所以必æ有个良好的开端。 上帝在�个2域，有特别的工作要做。他指示我，要我去�赫士
格牧D夫Ī来帮助我�，�s一种与他�在阿芳代尔（Avondale）所作的同�的工作。有些富有�
�的同工，已答8与Ăy林h的人合作来	展在那里所必æ开s的学校。当他�凭信心前&�，上
帝必在他�前面开路。 {T9 173.4}

关于那所学校，我要叫你�特别注重�士和医生的教育。在医Ľ布道的学校里，æ造就多人，使
之具有医生的才能，去作医Ľ布道的工作。上帝指明的�种Í÷，是符合真正更高等教育的原¨
的。我�常常听人�到更高等的教育。跟从基督的脚步，效法他在世�所立的榜�，�就是最高等
的教育。我�不可能得着比�更高的教育了；因��种教育足以使人成�上帝的同工。 {T9 174.1}

要得着�更高等的教育，就必æ与基督有活Ƽ的�ě。救主曾叫无知的ƴ夫离开他�的ƴ船和ƴ
网与自己�合，一同周游各E，教 民Ø并解决他�的需要。他坐在磬石上或地]�高之E，聚集
了他的門徒，予以ÍȺ。不久，就有成百的百姓来听他的言V。如今有d多男女，常自以�已明白
了一切�得明白的事，其�他�8C虚心地坐在耶Ȧ脚前，拜那舍身救ȗ�堕落世界之主�D。我
�都需要基督，就是那离开了天庭， 舍弃了王袍、王冕和天上的尊荣而取了人性的主。上帝的儿
子，降世成�Ɵ孩,�的是体�人类的��，并知道如何
待他�。他也明白孩童的需要。他在世上
F道�，叫人不要禁止小孩子到他跟前来。他
門徒�：“不要禁止他�，因�在天国里的正是��
的人。” {T9 174.2}

在s学的一切工作中，�以�朴�主。基于�朴的成功最有�服力。你�的医学院即或不能培养
一批与世上的医生比高低的医生，却能培养出一批医Ľ布道士，你��是成功的。æ使学生得着一
种�用的教育。你�越不依靠世俗的教育方法，就越能使学生得益E。
不用有害的物品，而用符
合上帝ī示的治病之法，你�8有特别的F授和教 。在医治疾病方面，不用有害的Ù品。学生5
;�，不CǢ牲Î生改良的原¨及�上帝和�公µ的心。 {T9 175.1}

凡欲在宣F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医Ľ布道事;上增&其效能的人，
于迎合世俗�准的教育8越少
注重越好。他�所受的教育，æ以良心道德�立足点。当他�ǂ慎、忠心地照着正当的方法医治病
人�，�种方法N必被多人U定�比人�Æ用的有副作用的治病的Ľ方法更�q越。 {T9 175.2}

我�今不8与世俗的医学院校ƌ争。 倘若我���行，我�成功的机会就不大。我�在�不
能成功地s大的医学院。况且我�若随从世俗的行医方ĕ，并与世俗的医生一�索取高ŖǘL，那
就不符合基督要我��病人服�的O划了。 {T9 175.3}

在我�的Ľ养院中，æ有ř明能干的男女照着基督服�的方法去教 人。青年人在献身上帝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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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教?指 下，能够学得怎�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Ð坏，而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我受指示，
我�当有更多Ī女，0門ǘ治Ī科疾病，也当有更多女�士，不用Ù物的治Ľ，而用�易方法照料
病人。 {T9 176.1}

男性医生从事l科工作，不符合上帝在西奈山�以色列人的教Í。圣�中提到Ī女生l�是由Ī
人接生的。�8是一ǧ如此的。所以Ī女æ受相8的教育和Í÷，以致m有熟÷的技ª作助l士和
l科医生。�是主的旨意。我�8C培养Ī女掌握熟÷的医ª,可以ǘ治同性的疾病。 我�当�s一
所学校，由女医生Í÷Ī女，使之善于治ĽĪ科病。在我�:民中，医Ľ的工作8C是高�准的。
{T9 176.2}

在Ăy林h，我�有个很q越的中心可以&行各种F道事;。我�可以看出，本会之所以能得着
�所Ľ养院， �在是上帝的恩典。我�8重@Ăy林h，它是上帝¾先知道了我�的需要而Ǒ�我
�的。
于Ăy林h的学校和Ľ养院，我�有d多极有价�的工作要做；只要我�能同心Ķ力，目
�一致地按上帝的旨意去行，�¢工作必有成功之日。 {T9 176.3}

有d多人可以在Ăy林h接受教育，作Î生和Q制之道的F道人。我�要�各¢工作¾x教?，
并在d多在�未做�工作的地方开v学校。我�的F道士要到尚未做�圣工的外省去开辟圣工。
宣FÎ生改良原¨的工作必æ完成。愿上帝帮助我�做他明智的百姓。 {T9 177.1}

我深深地�得，我�
在Ăy林h的医院和学校等机Ŏ的需要8很好地研究，并采取合宜的行
�。在此地&行工作所需要的，是有才干和灵性高尚的人。在教育的工作上，æ任用最好的，能ǂ
ǂ慎慎、完全信靠上帝的男女教?。如果医Ľ部門的教?都是能敬畏上帝的，我�就能看到良好的
工作成果。有基督�我�的教D，我�就能够在真正的医Ľ科学上h到一个极高的水平。 {T9 177.2}

最要�的，就是我�8当教 学生如何正确地遵行Î生改良的原¨。教 他�忠�地研究�門功
�，以及其它教育方面的重要�程。耶Ȧ基督的恩典必使凡遵行上帝教育方ĕ的人都得着智慧。 学
生�都8��跟随那用自己生命的重价来ȗ取人类之主的榜�。他�8当向救主祈求，信Ũ他�各
种病痛的唯一医治者。上帝要他的工人作出特别的努力，向一般有疾病痛苦的人指出那�造人身体
的大医D。 {T9 177.3}

把Í÷基督的工人的学校v在我�Î生Ľ养院附近是上策，�学生都能学e健康生活的原¨。一
个教育机Ŏ栽培出来的人才，如能�出他�信道的�由，并有生	仁�和洁²心灵的信心��力，
�种机Ŏ是极有价�的。我清楚地蒙指示：在可能地情况下，学校8v在Ľ养院附近，使双方能彼
此扶助, 两得其便。�造人类的主，
受痛苦的人自有â恤之意。他已指 我�建立Ľ养院，并把学
校v在附近，使两者在Í÷男女医�人?和�受苦人服�方面共同增&效益。 {T9 178.1}

我�基督复Ć安息日会的医�工作者，æ4得无所不能的耶和c上帝是治理宇宙万物的主宰。基
督是�被罪咒ȉ的世界自古以来最大的医D。上帝要他的百姓到他面前来求得治病的能力。他必用
圣灵�他�施洗，使他�有w格从事�人造福的工作，就是使需要医治的人恢复身心健康。 {T9 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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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合一的精神

第十八章万国万民同�一道

（1885年9月24日在瑞士巴塞尔Â行的欧洲�合大会上的演a稿） {T9 179.1}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里来喝。”“人若喝我所Ǒ的水，就永=不渴。我所Ǒ的水要在他里�成�泉
源,直涌到永生。” ¦翰福音7:37; 4:14 {T9 179.2}

耶Ȧ已8d将生命的水Ǒ�我�，我�若不去2受，以致灵性枯竭,�就是我�自己的��。只要
我�肯到耶Ȧ面前来，象小孩到父母面前那�真ā地求他所8d的，并且相信一定能得到，我�就
必得着。我�各人如能£出8有的信心，在聚会�就可以大得圣灵，比在所得的要丰富得多。我
很快�，因��次聚会�有几天才5束。在的(1是我�是否来就�泉源õ水？真理的教D能否
在�事上做榜�呢？只要我�能信靠主，他必�我�成就大事。嗬，但愿在�里的人都在上帝面前
虚心痛悔！ {T9 179.3}

聚会开始以来,我一直�得要多a信心与仁�的道理,因�你�需要此种�言。 有几个在�些不同
地区F道的人
我�：“你不明白法国人情形，也不知道德国人的性情。你必æ��
待他�。” {T9

179.4}

但我要(： 道上帝不了解他��？Ǧ不是上帝叫他的仆人�把信息F��些人�？上帝知道他
�确�需要什么；所以�信息既是由上帝通�他的仆人�直接F�人的，F播所及，自必成就上帝
的旨意；也必使Ø人在基督里合而�一。虽然有的是地道的法国人，有的是地道的德国人，也有的
是地道的美国人，但他�都能做地道的基督徒。 {T9 180.1}

犹太人的圣殿是用山中ȸ成的石�造的；每一�石�在未G到耶路撒冷之前，早已ȸ好、磨好、
#��并配好位置。所以及至一切材料G到耶路撒冷后，圣殿的建造听不到槌子斧�的声音。�个
建筑代表上帝属灵的圣殿，其建造的材料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Ɯ富高低、智愚ÓŒ, 各等
人中搜集来的。它�不是需要用斧槌来雕ȸ的无生命的材料，而是活的石�，是从世界上用真理采
出来的。Ţ大的-建筑D，圣殿的主人，在正在加以切磋琢磨，将他�安置在圣殿的适当部位。
及至属灵圣殿的造成，圣殿各部无不完善，天使和人都要羡慕ĵ美；因�它是上帝所�¶所建造
的。 {T9 180.2}

我�当中切不要有人想自己不C受b打。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在思想和eÆ各方
面是十全十美的。我�必æ互相学e。所以上帝要各国的人混在一起， 在目�和判断方面�一起
来。��，才能表在基督里的合一。 {T9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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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有些怕到�里来，因�我曾听d多人�，欧洲各民族是很奇特的，非用特殊方法
待，不
足以和他�相交。然而上帝已8dǑ智慧�凡感�缺乏而向他求助的人。他能把人引到肯接受真理
的地步。当上帝在人心里作主，�主塑造人心，象陶匠的手雕塑泥土一�；那么,互相�的差异就不
会存在了。弟兄�，你�要仰望耶Ȧ，效学他的�式和精神，你�与各等人接触的�候，就不会有
困 了。我�并没有五六个榜�要效法，我�只有一个，就是耶Ȧ基督。不V是意大利弟兄，法国
弟兄或是德国弟兄，只要都能竭力效法基督，他�的脚就都会立在同一个真理的根基上；各人的心
里都有同一位圣灵居住──基督在他�里面，成�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啊，我警戒你�，不要在
不同的民族�建造隔Ň。即使是已有的Ň，也要竭力v法拆除。我�当努力使一切属基督的人¡5
一致，�着同一个目�工作：拯救我�的同胞。 {T9 181.1}

我的F道的弟兄�啊,你�可愿�握住上帝丰富的8d�？你�肯把自己ì开，�耶Ȧ£�？你
�自己必æ先死，然后上帝才能使用你�。我看到随�随地有自私的心冒出来，�在惶恐不安。我
奉拿撒勒人耶Ȧ的名告©你�，你�自己的意志必æ死去，而以上帝的意志�意志。他要将你�完
全深化，且从一切ƢȻîS之中ǈ²你�。你�的身上必æ��一番陶Ŋ，然后才能充M上帝的能
力。 我ȏǞ你�与他3近，你�就能在散会之前感到他丰盛的恩典。 {T9 181.2}

ðx和警惕的亮光已照在此地一些人的身上。但每当我�受到ðx�，仇ļ-要在被ð者的心中
引起一种希望得到人家同情的心理。所以我提醒你�，你�当ǂ慎，免得因求别人的同情而回â�
去的考�，在建造自己的品德�再犯同�的�Ā。主常一次又一次地引2他的子民��同一个考
�，如果他�一直不听圣灵的áǞ，不改正每一个�Ā，到最后主只得任凭他�保留他�的缺点
了。 {T9 182.1}

弟兄�，我%你�到基督�里来，白白地喝救恩的活水。不要逞情行事。不要以�情感就是宗
教。你�要Ƒ脱一切人�的支撑扶助，只要切�地依靠基督。你�æ先��一番新的Ȓ造，才有w
格做救人的工作。你�的言g和行�在别人身上所l生的影响，都要在Ƙ判大日作出交代。耶Ȧ
�:“看哪， 我在你面前�你一个敞开的門，是无人能关的。”ī示�3:8 光正从那門里照射出来，我
�若愿意，就可接受。愿我�都把目光移注到那敞开的門，#/接受基督所愿Ǒ�我�的一切恩
光。 {T9 182.2}

每个人都要��一番搏斗，才能PÕ自己心中的罪。有��确是十分Ɩ 而足使我�灰心的工
作，因�我�0看自己品格上的缺陷，我�8仰望耶Ȧ，且穿上他的µ袍。 凡从珍珠門&入上帝之
城的人，都是Õ利者，而他最大的Õ利，就是PÕ自我。 {T9 182.3}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
灵，叫你�心里的力量�强起来。使基督因你�的信，住在你�心里，叫你�的�心有根有基，能
以和Ø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是何等�Ʃ高深，并知道��是�于人所能�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
充M的，充M了你�。” 以弗所R3:14-19 {T9 183.1}

弟兄和姊妹啊，你�既�上帝同工，就8C切�地仰仗那大能者的膀臂。努力¡5，努力相�，
你�就能在世上成�强大的�力。 {T9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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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在耶&基督里的��

（1905年8月24日写于加州Ăy林h） {T9 184.1}

向喀勒基X郁地方本会从事出版工作的弟兄的公Ƌ： {T9 184.2}

在赴1904年9月召开的全球-会委?会È�， 我深�我�在工作中8有的¡5而担Ğ。当�，我
未能3赴每一次聚会，但在晚上，上帝使我3�一幕幕的景象，我就�得我有一个信息要F�我�
d多地方的人。 {T9 184.3}

我看到我�既受了使我�才干能力得到最高	展的鼓励，却都M足于在基督的工作上做矮子，心
里就�得B痛。上帝的希望是要他的男女工人都在基督里茁壮成�。有生机就有生�；生�是生机
的表。基督徒的言g行�，就是活的��，向世人�明：基督教在跟从基督的人身上起什么作
用。 {T9 184.4}

我�如能各尽本分，彼此之�不争ĉ、不V断人，我�的工作就会£得坦率自由，*着能力和主
的荣光，使我�所在的机关和企;具有特殊的性S和影响。 {T9 184.5}

要4住：你�如果情Ęu燥，并想改正每个同你�接近的人的�E，你�决不能自居qÕ地位。
你�若被#探所Õ，去批�别人，指摘别人的�E，去破坏别人在做的事，你�自己就决不可能很
好地尽自己的本分。 {T9 184.6}

今，每个ë有ð任的人和教会中的每个教友，都8C使自己工作的各方面尽量符合圣�的教
Í。我�要不住地警醒，,切地祈祷，用基督化的言g和行�，向世人�明上帝期望他的教会要成
�什么�式。 {T9 185.1}

荣耀的王、天上的君，耶Ȧ基督从他的高位上看�了世人的状况。他哀怜人类的ç弱和罪境，就
到世上来£示上帝同世人的关系。他离开了天庭，道成肉身，3自到�世上来，�我�造就了一个
完美的品格。他并不挑:地上的富Ó人家�住E，却生于Ɯ苦卑Œ的家室之中，住在僻陋的拿撒勒
村。等他�大到能用工具的年Ņ�，他就分担了供养家庭的ē�。 {T9 185.2}

基督降卑自己，站在人前，来�受人类所必æ�受的#Ŋ和#探。他必æ体�人类在那堕落的仇
ļ手中所要�受的一切，才可以知道怎�来搭救遭受#探的人。 {T9 185.3}

同�，基督已成了Ƙ判我�的主。天父不是Ƙ判官。天使也不是。惟有那3自���人世,且�着
一种无罪生活的耶Ȧ，才是我�的Ƙ判者。惟有他能够Ƙ判我�。弟兄�，4住吧！F道士�，4
住吧！做父母的人，4住吧！基督3�人世，�的是做我�的Ƙ判者。你�中�没有任何人被派Ƙ
判别人。你�只要管好自己就不�了。所以我奉基督的名， Ǟ你�听从主的警戒，不要坐在Ƙ判台
上。我耳中天天听����：“从Ƙ判台上下来，下来；存ǥ卑的心。” {T9 185.4}

没有一个�代，比在更需要我�克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我�愿意克己到什么程度呢？ {T9

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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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惠和平的生活

彼得后R一章有�吩咐我�：“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有了知�，
又要加上Q制；有了Q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弟兄
的心;有了�弟兄的心,又要加上�Ø人的心。” 彼得后R1:5-7 若能如此，上帝的恩ś和平安就要多多
的加�我�了。�些美德都是无价之宝。他�“使人比精金�少（Ó），使人比俄斐Ä金更少
（Ó）。” 以³ÌR13:12 {T9 186.2}

“你�若充充足足地有�几�，就必使你�在U�我�的主耶Ȧ基督上不至于Ûñ不5果子了。”
彼得后R1:8 {T9 186.3}

我�Ǧ不8当努力尽我�的全部精力，利用今生剩余的一点光阴，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地£示我
�有一种从天上来的能力之源�？基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Ǒ�我了。” y太福音28:18 天上
地下所有的权柄，�什么都Ǒ�他呢？ 就是�了我�。他要我�2悟到他已作�我�的�兄回到天
上，要我�悟到那Ǒ�他的无限的权柄，也是供我�取用的。 {T9 186.4}

凡能在生活上�行上帝藉使徒彼得�教会的教Í之人， 必从天上2受能力。我�的生活要天天向
上，“8当更加殷勤，使我�所蒙的恩召和Ȗ:�定不移。”我�的言行都要代表基督，以他的生活�
生活。我�待人接物及同人的一切交往，都要符合那指引他的原¨。 {T9 186.5}

我�如能牢牢地攀住基督，我�就必有一种能力，是没有人能Ɨ去的。何以�得呢? 因�我�既
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Ð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也就是与那位救主的性情有份。他降世�人，
得以站在人类的首位，陶冶成一种毫无Ƣ点、毫无罪�的人格。 {T9 187.1}

我�d多人�何如此ç弱无能呢？�是因�我�只望着自己，0研究自己的性情，突出自己的个
性，自己的特点，却不去研究基督和他的品格。 {T9 187.2}

我�的弟兄，若能学e基督的榜�，忘4自己是美国人或欧洲人、德国人、法国人、瑞典人、丹
麦人、或挪威人，本来是可以通力合作的。但他�好象担心自己一与异国的人融合，就要失去本国
的特点而沾染别国的e气似的。 {T9 187.3}

我的弟兄�啊，把�种âĮì开吧。我�不C0â自己，逞自己的意气，求自己的�好，更不C
保守自己的特别之E，独ý一ȱ，不与别人融洽。我�有一个品格要保守，�品格就是基督的品
格。既同有了基督的品格， 我�就能够一同&行上帝的工作。在我�心中的基督，可以接8弟兄心
中的基督，于是圣灵就能够使我�中�生出心思和行�的一致，�就足以在世人面前�明：我�是
上帝的子民。愿上帝帮助我�，使我�向自我死去并得以重生，好�基督住在我�里面，切�生�
的做我�的人生指南，也成�一种保持我�永久圣洁的能力。 {T9 187.4}

你�要努力地求¡5，ȏ切地祈求，切�地去做。¡5能�你�健康的灵命,卓越的思想， 高超
的人格和属天的{念，并能助你�制Õ自私的心和邪�的猜度,使你�藉那位�你�，�你�舍己的
主，得Õ有余。你�要把自己ŷ在十字架上，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你�就能与基督合而�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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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天上的全宇宙面前，在地和地上的教会面前，你�可以切切��地�明,你�是上帝的儿女。上
帝也必因你�所立的榜�而得荣耀。 {T9 188.1}

我�8在世人面前，行出奇事；�上帝百姓的心在基督徒的�里�成一起。使他�看�主的百姓
在基督里同坐于天的情景。你肯用你的行�做一个表�，�明上帝的真理在一般�他和侍奉他的人
身上具有何等大的能力�?上帝知道你能作什么。他知道,如果你与他的性情有份，他所Ǒ的恩典能
�你做什么。 {T9 188.2}

第二十章喀勒基�郁的出版工作

（1905年8月24日写于加州Ăy林h） {T9 189.1}

我ĵ成在喀勒基X郁地方�s德文和斯堪的那XÌ文的出版工作；也盼望我�能&一步筹划vO
去鼓励和加强�一¢工作。 {T9 189.2}

我�不能将�¢工作的全副重担，都卸在我�外国弟兄肩上。我�各地的弟兄，也不要把�重的
担子交�喀勒基X郁附近的各区会去承当。各区会的教友8当迈出步子, 尽他�的所能。我�大家也
都8来帮助他�，因�末世的真理是要F到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 {T9 189.3}

我�的德国、丹麦和瑞典的弟兄，你�没有什么不能在出版工作上与大家行�一致吧。凡相信真
理的人，8当4住他�是上帝的小儿女，是在上帝的Í÷之下。8当感激上帝的深恩厚惠，并8彼
此以仁�相待。他�只有一位上帝和一位救主；一位圣灵──基督的灵──要把他��成一体。 {T9

189.4}

基督复活之后就升上天去，如今正在把我�的需要呈述在天父面前。他�：“我将你ǅ刻在我的掌
上。” 以³ÌR49:16 Ƥ位，要知道基督将我�ǅ刻在他掌上，是L很大代价的。那代价，就是无可
言ȇ的痛苦。如果我�都能在上帝面前虚己作仁厚、ǥ恭、温柔、慈悲的人，世界上ü向真理的
人，就要百倍于今了。如今我�虽然自U是ü正的人，却仍在把一大堆私欲看�宝«，�抱住不
放。 其�我�8当趁今的良机，把�包袱卸在基督脚前,|上基督的性情和品格。 救主正等着我
���作呢。 {T9 189.5}

基督抛开他的王袍和王冠，放弃他的权柄，迈步下降，一直降到最屈辱的地步。他取了人性,x受
人类的一切#Ŋ苦 ，在各方面都替我�PÕ了仇ļ。 {T9 190.1}

他��做，是�要使人类得着能力，可以作得Õ的人。他�：“所有的权柄都Ǒ�我了。” y太福
音28:18 ��的权柄，他也Ǒ�凡跟从他的人，使他�可以指示世人：在基督的宗教里，确有一种
足以使人得Õ自我的力量。 {T9 190.2}

基督�：“学我的�式，……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y太福音11:29 我��什么不天天学e救



12/16/13, 11:08 AMEllen G. White Writings

Page 80 of 121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38&start_paragraph=1003640749&finish_paragraph=1003642264&references=1

主呢？ 我��什么不生活在与救主�常的�ě之中，以致我�在人¹关系上，��行事，都能表
仁厚的)度呢？我��什么不£出温柔和彼此相�的心来荣耀上帝呢？如果我���、行事，真能
符合天上的原¨，不信的人就必因同我�交往而被吸引ü向基督了。 {T9 190.3}

基督�国籍关系的$度

基督不承U任何国籍、地位或宗派的差别。法利³人和文士要把一切天上的恩ǑȌ�一地一国所
有，而把世上上帝其余的家人拒之于門外。但基督降世是要拆ŝ一切隔Ň。他来，要人看出他的慈
悲和仁�的恩Ǒ，正象空气、阳光和滋ń大地的雨露一�，是不受限制的。 {T9 190.4}

基督的生命�v了一种不分ƆJ的宗教，使犹太人和异邦人、自主的和�奴的都能�合在一起，
同�兄弟，在上帝面前完全平等。他的一Â一�不�权ƻ所左右。他不管是ƪ舍、是生客、是朋
友、是仇ļ，都一@同仁，只要是渴慕活水的人，他就向他	�慈心。 {T9 191.1}

他从不弃�任何人�没有价�的，却-是v法在人身上施以治Ľ之方。不V在那一等人中，他-
能�出一种适合�]与�境的教育。每当人�
自己的同胞表示蔑@或侮辱�，他就越	�得他�
需要他那神性加人性的怜ȡ。他v法使最粗暴最无望的人心里生出希望, 使他�确信他�也能!成毫
无瑕疵的人，也可以得到一种足以使他�成�上帝儿女的品格。 {T9 191.2}

C固的基J

使徒彼得�:“所以弟兄�，8当更加殷勤,使你�所蒙的恩召和Ȗ:�定不移。你�若行�几�，
就永不失脚。��，必叫你�丰丰富富地得以&入我�主救主耶Ȧ基督永=的国。” 彼得后R1:10,
11 {T9 191.3}

多年以前，在相信基督快要复Ć的人�很少的�候，ș因州托普散地方守安息日的人，都聚集在
豪ø德•斯托克布里奇（Stockbridge Howland）弟兄家里的大厨房里做礼拜。 一天安息日早晨，豪
ø德弟兄不在那里。我�都�得很奇怪，因�他向来是非常守�的。�了一会，他&来了，M面	
光，犹如上帝的荣耀。 他�：“弟兄�啊，我Ŭ得了。我Ŭ得我�能做一椿事，关于�椿事，上帝8
d�：‘你�-不致跌倒。’在我要把�事告©你�。” {T9 191.4}

于是他告©我��，他注意到一位弟兄,是个ƜŁ的ƴ夫，他�得别人看不起他，也不尊重他。他
�得豪ø德和其他的弟兄也都自高自大。虽然�不是事�，但他却以�如此。因此他已有几个安息
不来聚会了。所以，豪ø德弟兄就到他家去跪在他面前�:“弟兄，ǝ恕我吧。我作�什么
不起你的
事呢?”那个人就拉住他要他站起来。豪ø德弟兄�：“不，你跟我有什么�不去呢？”他�：“我跟你
没什么�不去。”豪ø德弟兄�：“但你一定有事，因�从前我�-能很好��，在你却不理睬我
了。我要Ŭ得是什么原因。” {T9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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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豪ø德弟兄起来吧。”豪ø德弟兄却�：“不，我不起来。”他�：“那末，我也要跪下
了。”他也就屈膝跪下，承U自己是怎�地孩子脾气,并如何¯有d多�意的猜忌。他�：“在我一
定要ſ除所有的偏�。” {T9 192.2}

在豪ø德弟兄述��件事�，他�上	出上帝的荣光。他的���完，那ƴ夫和家属也走&来
了，我�就Â行了一次极好的聚会。 {T9 192.3}

假如我�当中有人能仿照豪ø德弟兄的行�，在我�的弟兄
我�¯有�意�，走到他�面前�:
“如果我做了什么
不起你的事,就%你ǝ恕我。”那么我�就可打碎撒但的圈套，把我�的弟兄从#
探里Ě放出来了。 你�和你�的弟兄中�，断不可容什么隔Ƚ存在。你�若能作出什么Ǣ牲，使无
ă的猜疑消除，就要��去做。上帝要我�彼此相�，象同胞一�。他要我�存心怜ȡ，彼此ǥ
�。他要我�养成互相信任的心，相信弟兄�是�我�的，也相信耶Ȧ是�我�的。��，�就会
生出�来。 {T9 192.4}

我�希望在天上会�我�的弟兄�？倘若我�在�里能与他�平安和睦地相E，当然在那里我�
也能与他���同居。但假如我�在�里与他�相E，�免不了常起Ť争和冲突，我�又怎能在天
上与他�同居呢？凡在行�上常与弟兄隔离而引起不和睦和争ĉ的人，8&行一番ŕ底的改!。我
�的心必æ�基督的�所融化，�基督的�所降服。我�必æ有�心，就象基督在髑ȭ地十字架上
�我�受死�所表的�心。我�要步步靠近救主，多多祷告,�刻操÷信心。我�8C更加温柔，
更富怜ȡ，更加ǥ恭。我����世界只此一次， 道不C努力在那些与我�交往之人心上留下一
个彰£基督品格的印象�？ {T9 193.1}

我��硬的心必æ打碎。我�必æ完美无缺地�合起来，明白我�都是拿撒勒耶Ȧ基督用血所ȗ
来的。我�每个人都8C�：“他�我舍去性命，要我在���世界�，把他�我舍命�所表的�
表出来。”耶Ȧ在十字架上，以他自己的身体担当了我�的罪,使人知道上帝�µ，也称信耶Ȧ的人
�µ。凡来ü依基督的人，都可得生命，永=的生命。 {T9 193.2}

我渴望看�“荣美之王。”我极愿仰望他无比的Ƨ煌。 我愿你�也来瞻仰他。基督将要引2他所救
ȗ的人到生命水的河<，并把世上一切使他�困惑的事,都解Ě清楚。神恩的奥妙，要£露在他�面
前。从前他�有限的意�只辨U出Ťĺ和不得志，将来却要看出最完全最美妙的和ƺ来。 {T9 193.3}

�我�尽一切才能和智力来侍奉上帝。我�若利用我�有的智力，它就会不断增�。我�若在
日常的生活上，�行我�的信仰，我�属灵的��就必能增�。��在那直h天庭的Ɔ梯上，我�
便能步步高升，及至攀到最ÁÅ，便可一蹴而登地跨&上帝的天国了。愿我�在�世界上作真正的
基督徒，将来在荣耀的国里，我�就要得永=的生命了。 {T9 194.1}

基督的門徒中，如有¡5的精神，�就是天父差了他儿子来救罪人的明�；同�也�明了他的权
能。因�人类的性格品S各不相同，要使他�同心Ķ力地宣a�和真理，除了上帝奇特的神能之
外，是没有什么能做到的。 {T9 194.2}

上帝的警告和Ǟ戒既确切又清晰。我��圣�且2悟到¡5的益E和Ť争的害E，我�怎能不从
心里接受上帝的�呢？猜忌和不信任,都象坏的面酵。惟有¡5才能��真理的权能。 {T9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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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德国和斯堪的那��的各区会

（1905年9月1日写于加州Ăy林h） {T9 195.1}

3�弟兄�： {T9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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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

有一次，我似乎在参加一个È事会，人�正在°V�类的事。有位权威人士站在Ø人中�，向大
家a明了我�在上帝工作上所8取的方ĕ。他�，上帝的工作中如果存在�种国籍的区分，就不能
使福音在世界万国之中推&了；也不能在灵性上有最好的	展。所以如果我�在v置�种界限，
]必造成一道不久就要ġ除的隔Ň。 {T9 195.4}

照上帝�我的指示，分开的´Č不但不能使我�¡5，反而会造成不和。我�的弟兄若能存ǥ卑
的心，一致ó求上帝，在U�8将德国和斯堪的那XÌ的工作分别´Č的人，就能明白，上帝的
旨意是要他�象同胞兄弟一�合作。 {T9 195.5}

那些存心分裂上帝工作的人，如果�他�的O划，就 免有人要抬高自己，而做出不合理的事
来，使上帝的工作大受阻碍。所以若要使我�的工作收到最大的成效， 英国人和美国人都需将自己
的才能与其他各国人的才能并在一起，通力合作，一个国籍的人要�任何其它国籍的人U真效ē。
因�我�只有一位上帝，一个信仰。基督�他的門徒祈求：“使他�合而�一。”我�æ努力�他的
愿望。 {T9 195.6}

耶Ȧ�：“求你用真理使他�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差我到世上，我也照�差他�到世
上。我�他�的�故，自己分别�圣，叫他�也因真理成圣。” {T9 196.1}

“我不但��些人祈求，也�那些因�他�的�信我的人祈求，使他�都合而�一。正如你父在我
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翰福音17:17-21 {T9 196.2}

我�当明白：若要Õ利完成上帝的工作，同工之�就少不了完美的合而�一。要保持和平，我�
所有的人都必æ向那位大教Dó求智慧。每当我�提出雄/大略的O划�,就8ǂ慎，免得引起内部
ğŤ。 {T9 196.3}

我�各人8C彼此®服 �彼得前R5:5。没有一人是完全的。我�的心灵和意志要®从圣灵的指
引,永=作那大教D的学生。 {T9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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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向世人£明：在基督里,各国的人都是合而�一的。所以我�在就8C来ȝ除一切隔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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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的工作上同ü于一。 {T9 196.6}

你�若v是国¹�的障碍，那末你�就是向世人表一种人�的O划。�种O划是上帝�
不能
ĵd的。保Ă
凡存�种概念的人�：“你�仍是属肉体的，因�在你�中�有嫉妒Ť争，�Ǧ不是
属乎肉体�?……Ì波Ă算什么？保Ă算什么？无非是ĉ事，照主所Ǒ�他�各人的，引道你�相
信。我栽种了，Ì波ĂǮ灌了，惟有上帝叫他生�。可�栽种的算不得什么，Ǯ灌的也算不得什
么，只在那叫他生�的上帝。栽种的和Ǯ灌的,都是一�。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ħ
Ǒ。因�我�是与上帝同工的；你�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哥林多前R3:3-9 {T9

197.1}

同胞之�的一个榜


从前我�的斯堪的那XÌ弟兄在�ċ上遇到困 �，上帝告©我��，我�不能�我�的弟兄�
在世人面前破l。如果如此，就是羞辱上帝了。于是我�的美国弟兄�，就立即慷慨地来支援。�
就�明国籍的不同，并不能使我�在上帝的工作上卸去互助的ð任。y太福音二十三章八Q�：“你
�都是弟兄。”在真理的¡5中，我�是一体的。 {T9 197.2}

我�在必æ以勤ē及努力自我Ǣ牲的精神，步步走在基督的�里，走在圣灵¡5的路上，通�
真理成圣。基督求天父�：“使他�合而�一。”我�要��个祈祷，决不可敷衍了事。我�虽在地
上，也要�践天上的原¨。天上将有广大的聚集"合。 {T9 197.3}

我
于上帝工作中建立隔Ň的事，不得不清楚地写明： 上帝指示我，�是人	明的�Ā作法。上
帝决没有意思要他的子民因�言g、国籍的不同,而将自己分群5�。 如果�持��做,他�的�解
就会狭窄，他�的感化力也就要大大地减少了。上帝要把我�的各种才干i合在一起使用。 {T9 197.4}

我把基督的�再�一遍，要你�ǅ刻在心。“我不但��些人祈求，也�那些因他�的�信我的人
祈求；使他�都合而�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
差了我来。你所Ǒ�我的荣耀,我已Ǒ�他�，使他�合而�一，象我�合而�一。我在他�里面，
你在我里面，使他�完完全全的合而�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他�如同�我一
�。” {T9 198.1}

基督曾把他的百姓从世界上分别出来；但是人却要凭自己的私意，造出划分国界的隔Ň；�种工
作，是主基督所�不ĵd的。 {T9 198.2}

弟兄�，¡5起来！�我���地�接在一起！大家抛除一切人�的s法，步步跟着我�Ţ大的
典范耶Ȧ的脚踪，向前迈&。 {T9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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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在黑人中�

第二十二章呼召黑人作工

我�8切�v法Í÷黑人男女到美国南方各州去F道。本会的黑人学生，也当¾x自己将真理F
到他�本族。凡以敬畏耶和c�智慧的开端,并肯听从富有��之人意�的人， 都能把代真理的光
F�本族之人，�黑人弟兄造福。每个同工若能存ǥ卑的心与弟兄同心合作，就都能做一条	光的
甬道，把真光照在d多�在迷信和无知之黑暗中的人身上。 {T9 199.1}

黑人弟兄姊妹�不必琢磨自己能不能向白种人F道的事。他�有自己的人要救，何不先去把福音
F�本族的人呢？有色人种的范¤很广，工作很多，尽可供所有已明真理的男女努力去做。在南方
各州就有d多要做的工作。在那里的d多大城里，更8C有特别的建ý。每个城中都有千万个黑人
弟兄没有听��末世救恩的警告。我�的黑人教友，尤其8C真心抱着F道的精神去�那些未明真
理的同胞ē力。 {T9 199.2}

我要
每个黑人弟兄和姊妹�：{察一下今的景况。你�当(一(自己：“在�种良好机会和q
越的条件下，我所ż欠上帝的有多少？我如何尽量地使上帝得荣耀，�我本族的人民ƻ福利？如何
把上帝�于Ǒ�我�的知�尽量使用出来？我Ǧ不8当打开圣�，用真理教 我的同胞�？我若能
献身�上帝，�他用我作�媒介，我Ǧ不可帮助千万个因缺少真理知�而将遭ũ亡的人�？我Ǧ不
是能�那些被欺±、灰心Ǆ志的弟兄做一种有益的工作�？” {T9 200.1}

南方各州，正ò重缺乏工人。你
你同一肤色的人漠然不â呢，�是ǥ恭殷勤地去救援那将亡之
人呢？你若能在上帝面前存ǥ卑的心，你就有工可做。你若信靠他，就可得着安宁和康泰；但你若
随自己的意思而行，就必到E碰到荆棘蒺藜，且要失掉8得的Zħ。 {T9 200.2}

��短促,你所要做的事必æ快快做成。æ立志珍惜光阴。不可0求自己的快�。要振ô起来！立
一个新的志愿，从事圣工。主必在你前面开路。你要尽心竭力地站在基督的Ģ`上作工；并æ存温
柔ǥ卑的心，0靠他的力量。只要你能U清他所交�你的工作，并全心信靠他，你就能恩上加恩，
力上加力地直向前&。你要趁着白日，勤ô不懈地去�你同族的人ē力；因�黑夜将到，就无人能
做工了。 {T9 200.3}

南方各州，极需作各¢F道的工作。我�必æ立刻培Í工人到那里去工作。 我�的教友�都8v
法筹款来Í÷那里的男女同工。因他�的身体已适8当地的气候和条件，所以在当地作工，健康方
面不致受什么影响。 {T9 200.4}

我��8培养一些有�的青年男女作�教D，并�他�提供良好的条件。我�在各E都C建造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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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和会堂,并聘用教?。 {T9 201.1}

曾在黑人中工作多年的人，可以在开v�类学校的事宜上�予指 。�些学校最好v在城外。但
在城里的孩子有d多不能到城外去�R；��些孩子着想，我�非但要在城外，也8C在城里开v
学校。 {T9 201.2}

到�些学校里来的儿童和青年，不但要�字，也要受到手工Ô方面的教 。8当有0供学生学e
手Ô的v施，使他�能自养。 {T9 201.3}

我�各E的教会，不V在南方或在北方，都8尽他�的所能，帮助X持黑人儿童教育的工作。已
开s的学校，æ有人忠心地主持。新学校的�v，尤需供�Ŗ外的款¢。我�的弟兄和姊妹�要全
心全意地尽自己的本份，使�些学校的工作取得q异的成Ƅ。 {T9 201.4}

除了�种教育的工作之外，我�的黑人弟兄�有一种很好的工作可做，就是在自己的人民之中，
开v星期日学e班和安息日学e班（ƾ者按：前者系指在星期日开k�班,使守星期日的人有机会来
听，以便乘此机会Fŋ末世真理。） 并且%一班心中充M�人精神的教?，教 �些青年人。 {T9

201.5}

在南方各州，��有F道的机会，有d多ř明的黑人基督徒受蒙召参加此¢工作。但是�了种种
原因，必æ:白人�2袖（ƾ者按：¯氏之作此言,是0指美国南方各州当�的情形而言；因�当�
南方各州，
于人种区分的{念和成�太深，非教会之力所能打破。）我�原属一个肢体， 只能在
耶Ȧ基督里成�完全。他必将他的百姓,从人因罪而堕落的地位提拔起来，使他�h到全天庭都承U
他��上帝同工的地位。 {T9 202.1}

在d多条件困 的地方，也有工作要做，而且�d多困 的地方，必造就灵敏的工人。我�æ作
适当的安排，Í÷黑人�同族人作工。在黑人中，有d多是有才干和能力的，我�当去ół�些男
女人才，教 他�从事救人的工作。上帝必与他�同工，将他�引向Õ利。 {T9 202.2}

“与上帝同工的人”

上帝必垂听一切侍奉他之人的呼求。他曾8d�：“我要定睛在你身上Ǟ戒你。” û篇32:8 我�要
存ǥ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求他使我�U清自己的ð任。上帝教Í他的使者，要他�做他的同工，也
就是要他�做基督在拿撒勒会堂站起来宣布他自己所要做的工作。他打开先知以³ÌR，高声�
道：“主耶和c的灵在我身上，因�耶和c用膏膏我，叫我F好信息�ǥ卑的人，差遣我医好B心的
人，Z告被ɉ的得Ě放，被囚的出ő牢。” 以³ÌR61:1 {T9 202.3}

在今世界上，真理已被)行一�之ȰĀ的Ŝ云所遮蔽。去感化那些人，甚至是最卑微的人，引
 他�ü向基督。��的人就是在与神力合作去¶救失Ǆ的人。我�去向罪人介Ų一位赦罪的救
主，就是向堕落之人伸出一只基督化的仁�和同情之手。同�，我�也要凭着信心去握住基督的
手。��，我�就在救主和罪人中�，成了W接的�Q。 {T9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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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近了，我�每个人都8步步留神，ǥ卑温柔地与基督耶Ȧ同行。我�至宝的救主,就是世上一
切真理之光的	射者，不要我�去信靠那些不能帮助我�的君王或世上的任何一个Ţ人，他要我�
完全仰仗他。他�：“离了我，你�就不能作什么。” ¦翰福音15:5我�æ�刻仰望耶Ȧ，才能把他
那�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自己身上。我�若仰望上帝的羔羊，就是那除去世人罪孽的，我�就能
在我�的同胞面前彰£基督了。 {T9 203.2}

第二十三章在种族抗争的地方宣�真理

（ƾ者按：从1861年到1865年的四年�，美国南北双方�了黑奴的(1起了一"大P。5果，北
方得Õ，解放了全国的黑奴。南方因�PÐ，只得屈服；然而他�
于黑人，反而起了一种更歧
@、更ß�的心理，福音的宣F因之也很受影响。甚至礼拜堂内，若有一个黑人，就没有白人肯&
去听道了。¯氏写�篇Í言，是要我�明白那些未信道的南方人的{点和背景，以便策略地8付，
避免福音的宣F受妨碍；因�在人心未受福音的改!之前，我�很 希望他�有基督徒ǥǨ相�的
精神。） {T9 204.1}

我�黑人中的圣工担心，非常地担心。福音必æ向�些遭人T@虐待的黑人宣F。然而我�在v
法提高他�的地位�，æ十分小心。在d多地方，白人
所ă“黑奴”的歧@和成�极深。我�虽想

�种成�不予理会，却做不到。如果我�完全不考Į�种成�，我�就无从把真光F�白人了。我
�不能逃避�种�，只得�机行事，用灵活的方法去
付。 {T9 204.2}

我�黑人担心已有多年。我看��种歧@黑人的成�一天深似一天；而本会的弟兄，也似乎看不
到我�有必要
黑人&行�急而U真的工作,�真使我痛心。光阴一年年地�去， 且一去不返。而我
�
眼前�些新近从奴役中�解放的黑人却没有做什么来帮助他�。 {T9 204.3}

我�在参与�¢工作上有一Å困 ，就是d多住在黑人聚居地方的白人，不愿意有人作出特别努
力去提高黑人的地位。所以他�一看�我��黑人开s学校, 教他�自养之道和ƻ生的方法，以及如
何建立安适的家庭，以脱离他�有的茅舍等等，他�就要生出仇恨的心；因�他�感到
他�的
自私之心不利：黑人一受教育，他�就不能再用低价来雇他�了。他�U�自己的利益受了ı失，
权力受到了侵犯。 �有些人仍一意孤行，好象奴隶制未曾ġ除一�。当上帝的灵正从地上收回之
¹，�种情Ę愈演愈烈了。有d多地方，我�竟没法象早几年那��黑人工作了。 {T9 204.4}

美国政府和一般基督教会如能在初解放黑奴�，立即�他�以充分的援助，在美国人民在帮助
黑人的工作上，当有相当可{的成Ƅ了。在他�极需帮助的�候,我�就8多Ƹ�L，�他�安排生
活,&行教育。可惜那�当局只尽了一点点努力，就任凭黑人在种种困 的重担之下独自Ƒ扎。当�
倒有几个很有能力的教会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可惜范¤太小，没有惠及多人。我�基督复Ć安息日
会也没有尽到本份。有几个¡体和个人，固然努力v法提高黑人的生活与知�水平，并且也作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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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成Ƅ。可是
�8得大Ø同情和帮助的工作，参加的人真是太少了啊！ {T9 205.1}

复Ć信徒中有一些人�黑人尽了不少力，做了8C�他�做的工作。但若是我�F道的Ø弟兄都
能Ķ助他�，他�工作的成Ƅ必定大大超�今日。可惜我�的F道人，大都没有尽到本分去与少数
在困 地方ô斗的人合作推&极�需要的工作。 {T9 205.2}

��一天天�去，阻力一天天增强，�]使我��悟到，勇敢倒不如Ƙ慎。我�若在黑人的工作
上有什么不明智的Â�， �不是因�我�没有受�警告。从太平洋
面的澳洲，早有忠告F来�，
在一切行�上必æǂ慎，不可作政治演�，也不可提倡黑人白人混和的平等社交。 {T9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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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到黑白界`（colour-line）的(1，我�越少提起越好。8C�黑人多向自己的种族F道。 {T9

206.2}

至于黑人与白人同在一E礼拜的事，我�不能把�种作法@�有益于双方的常á，尤其是在南部
地区。最好�黑人另外¾x礼拜的地方，�他�自己聚会。特别是南方，�是不能免的，因�只有
如此，才能使我�的工作在白人中不受重大的阻碍。 {T9 206.3}

我�当�黑人¾x整洁适宜的地方做礼拜。要使他�明白��分开的s法，并不是因�他�的皮
肤黑而不要他�与白人一同礼拜，乃是�福音的&展着想。 使他�理解在主没有指示我�更好的s
法以前，我�只得��行。 {T9 206.4}

要鼓励黑人中有才干有��的人，主持自己的聚会；在代表大会中，他�也8有	言权。 {T9 207.1}

在黑人信徒中有d多能�本族出力ƻ幸福的人；他�也是受着上帝所Ǒ的亮光和智慧的工人。他
�的才干并非低劣。�些人8C不住地在各方面和以各种方式努力工作。他�能推ã本会的R刊，
开ą篷聚会，并在大礼堂内开会。有�──在可能情形之下──白人的牧D也8C帮助他�。我�8
特别v法加增黑人的工作人?。8全面地教育和Í÷黑人弟兄，使他�与自己的同胞k�，开ą篷
聚会。黑人有才干的不少，都8受Í作�种工作。 {T9 207.2}

我��黑人开s学校的事，也8大加注意。我�切不可忽@那些本会人�黑人所s的大学里的教
?和学生，也要使他�明白代真理。 {T9 207.3}

我�8�黑人�s学校和Î生Ľ养院，聘用最q秀的教?来教育和培Í黑人青年，¾x将来�主
服�。 {T9 207.4}

黑人F道士，8尽他�一切努力去帮助同胞明白代的真理。越到后来，种族歧@的成�越深，
白人在d多地方似乎将无法�黑人做什么了。有�候那些不ĵ成我�作法的白人， 甚至与黑人�合
起来反
我�，�我�所a的道理是要离�基督教的各教会，并且就安息日(1引起Ť争。白人和
黑人的牧D将有捏造假�的，在人�p子里引起仇恨的意念，甚至准xÉ人和破坏。 {T9 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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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Ƶ的]力，正在不ù余力地活�起来，要阻止�末世恩典的信息在黑人中�F开。撒但正在v
法使F道的牧D和教D很 
黑白种族偏�置之不â。 {T9 208.1}

我��必Ƙ慎行事。凡足以引起无ă的
抗，使福音的宣F受到阻碍的事，我�都不可做。若�
)俗 免，或�使福音的宣F�得更大功效起�，白人信徒和黑人信徒就C分开地方聚会。我�8
培养基督的ǥ卑的品格。他是天上的君王，是上帝的独生子。但是“上帝�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Ǒ
�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ũ亡，反得永生。” ¦翰福音3:16 {T9 208.2}

上帝�要拯救�将亡的世界，尚且不惜Ǣ牲自己的�子，使他来受惨痛可耻的死。上帝的F道人
Ǧ不C情愿尽他�一切的努力，去救�那些沉溺于罪�深渊的人，把真光照射到那些困在黑暗中，
不明白何�真理的人�？基督道成肉身，以便3Ć人�,救拔堕落的人类。 跟从他的人Ǧ不也8�救
主的�故，情愿忍受d多冤屈痛苦的事，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做工�，8竭力避免成�的
	生，免致今�真理开着的門关ĳ起来。 {T9 208.3}

黑人教友中有才干的人8与上帝同工,�本族的人民服�。也d将来什么�候有机会使他�能在ą
篷大会及其他大型聚会中作��，��定能感�dd多多的人。当南方地区的工作开展起来，那“大
喊叫”的信息F开之后，�种机会就必到来。当圣灵沛降�，博�的精神就必PÕ偏�，�拯救人类
的灵魂而生效。上帝将在人�心中作王，人�就会M有�心，如同基督�我�一�。
黑白人种的
界`(1也将有大异于今日的改{。基督化的�心能把人的思想提高到一个Ä洁、属天、无私的境
界！ {T9 209.1}

凡与基督有密切关系的人，不会有人种或ƆJ的偏�。他能凭着信心把握永恒的�。必æ高Â
神圣的真理之主。我�的心必æ充M那生	仁�并洁²心灵的信心。那善良的撒y利Ì人是我�所
当效法的榜�。 {T9 209.2}

我�不可挑起黑白界`(1的争V，免致引起偏�，Ǫ成危º的局面。必æ把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的光芒F�凡需要真光的人。我�C信靠我�的�兄基督, 平心静气地抱着忠ā的n度去做工。至于
白人与黑人之�8有的关系(1，我�不可急于制Ŕ将来的具体方ĕ。 �的真理必æ向南方的千
万人民宣F。我�当竭力�真理开路，ſ除前&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使福音的信息F�民Ø。白人
和黑人，当在各自分开的P`上，共同努力；其它一切，�上帝作主就是了。我�也必æ向南方各
州的白种人宣ŋ真理，然后&一步影响他�的家属，��就能使多人得救。 {T9 209.3}

“I般智慧F明”

人在v法解决�黑白界`的(1�，光阴荏苒，以致坟墓里面又添了d多未�警告而不能得救的
人。�种情形不能再延\下去了。无V是男是女都8C做工，照着上帝圣灵的感�而做工。我�在
�圣工上，也需要黑人的才干，有多少需要多少。黑人8�自己的同胞出力；必要�，白人也C帮
助他�。因�，他�也�常需要建È和忠告。黑人信徒8有黑人的礼拜堂；白人信徒8有白人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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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堂。两方面都8C,ā地�本族的人	ôF道；如遇适当的机会，在适当的地方，白人也8C向
黑人F道。 {T9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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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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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C十分ǂ慎，不可在言行上惹起黑人
白人的�感。不可加·已有的困 。我�作工无V多么
机警，即使不提起黑白界`(1，也免不了受人的反
。我�来清ſ主的道路，�上帝有机会施出
他的手段。我�人不可阻Ə主的路。他必O划主持一切，=Õ�人所能作的。�我�4住：首先要
做的大工，就是宣F上帝的道，	出圣�的警告。 {T9 211.1}

上帝召ǆØ人存着ǥ卑的心担任他的工作。而F道人并没有都因真理成圣。上帝要Ø人都放弃争
端。我�8小心ǂ慎，免得我�在有种族偏�和
抗的困 地区失去F福音的最后机会。 {T9 211.2}

�了ſ除偏�并感化人心起�,我�必æ做医Ľ布道工作；不但只在一两E地方，也要在d多尚未
F开真理的地方做此工作。我�作�医Ľ布道的工人，æ用救世的福音来医治患了�病症的生灵，
�是破除偏�的最有效的工作。 {T9 211.3}

安息日

我�在F安息日的真理�，必æ十分小心和有智慧。想要打倒Ƈ安息日的偶像，æ有上帝丰富的
恩惠和能力。要高Â上帝的o旗，高而又高。把出埃及4二十章所4的律法指�人看： 十条ȣ命的
前四条，概述了我�
我�的�造主所8尽的ð任：凡
上帝抱虚Ƈn度的人，决不能真ā地
待
ƪ舍。0心�上帝的人，也必�人如己。Ɗ傲的心Ɓ/虚荣，使人把自己当作偶像。惟基督的福音
洁²人的心灵，排除�己的心。 {T9 211.4}

“当4念安息日，守�圣日。” 出埃及420:8 安息日是上帝造世界之后在伊甸园v立的。“天地万
物都造ģ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完ĭ，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Ǒ福�
第七日，定�圣日，因�在�日上帝歇了他一切�造的工，就安息了。” �世ä2:1-3 {T9 212.1}

“耶和cŬɋ摩西�：‘你要吩咐以色列人�：“你��要守我的安息日，因��是你我之�世世代
代的�据，使你�知道我耶和c是叫你�成�圣的。所以你�要守安息日，以�圣日。凡干犯�日
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日作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作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
和c守�圣的；凡在安息日作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永=的
¦。�是我和以色列人永=的�据，因�六日之内耶和c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ō。”’ 出埃及4
31:12-17 {T9 212.2}

写于1908年10月19日 {T9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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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黑白界�的�

关于美国南部各州的黑人和我�同他�所8有的关系，我有�要�。�去他�多年E于奴隶制的
桎梏之下，所以在我�很 解决如何
待他�的(1。 {T9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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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8避免
黑白界`(1&行争V。如果,衷于ǡV�个(1,就会造成困 局面。要收拾起来
就得多L宝Ó的��。我�
�(1不能提出一定的方ĕ：一切�得随机8!，@各地的情形而取
!通的s法。在南方，种族的偏�是如此之深，我�
黑白界`(1若采用在北方某些地方所取之
同�的方ĕ，我�就不能F什么末世的真理了。在南方F道的白人，8取适当的方法&行工作，以
便也能向白人F道。 {T9 213.3}

要人»V黑白界`(1，是撒但的ȄO。我�若听信他的Ż惑，就会引起d多分歧和混乱。黑人
8E什么地位，无人能清楚确定。人尽管提出d多理V，但我肯定地告©你�，我�®从人的理V
是不行的。 所以我�
�黑白界`(1越少提起越好。 {T9 213.4}

我�æ到南方Ƥ城去作工。�¢工作要有最好的人才，而且不可Ŀ延。白人F道士8�白人作
工，宣ŋ�Ä正�明的末世真理。他�必能找到机会接触到上Å社会。�种
上Å人士作工的机
会，不可T易放�。 {T9 214.1}

黑人F道士，8力求上&，殷勤地�自己的同胞努力。我感I上帝，因�在黑人信徒中，确有�
种人才能清楚地F述末世真理，且能很有效地�同族工作。我�的黑人牧D若善于Í÷学校的教?
和其他各部同工，就会有d多具有卓越才能的黑人悔改ü向真理了。 {T9 214.2}

黑人，不必力求与白人E同等地位。白人与黑人的关系，是 以E理的事。我怕以后也将永久成
�一个最�Ɲ复î的(1。一切足以在白人方面引起种族偏�的事,都8尽可能避免；否¨F福音的
門有关ĳ的危º，以致我�的白人F道士不能在南方的一些地方工作了。 {T9 214.3}

我知道我�若想迎合某些黑人的意�和主9，我�的&路就必完全被阻塞。宣F代真理的工
作，不可因�要i正黑人的地位而受阻碍。如果我�定要��做，就要碰到象山那�的障碍来阻止
上帝所要做的工作。但我�如能Ĥ妥而机智地行�， 照着上帝所指示我�的方ĕ去做，黑人和白人
都可因此�益。 {T9 214.4}

我�把人的成�完全@若无有地去做工，��的�候�没有到。基督�：“你�要灵巧象蛇,Ȫ良
象Ȇ子。” y太福音10:16 你�无V做什么事，如果	��件事做了就会使上帝的工作受阻的，那末
即使是完全正当可做的事，你�也不要去做。凡会堵塞别人的心門,使真理不得&入的事,你�一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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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做。我�有一个世界要拯救,我�若把自己与所要救的人割开,�是于我�的事;毫无益E
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E。” 哥林多前R6:12 {T9 215.1}

ř明的方ĕ才是最好的方ĕ。我�作�上帝的同工者，8采取能�他ƻ求最大利益的方法去做
事。每个人都不要走到极端。我�需要从上面来的智慧；因�我�有个困 的(1要解决。如果
在操之�急，将来就要Ȓ成大�。
此事，我�C用Ĥ妥的方法，使真正悔改的黑人能情愿�基督
的�故持守真理，而不致因
黑人待遇的不M，而放弃遵循圣�上任何一条确切的教Í。 {T9 215.2}

我�必æ坐在基督的脚前，做他的学生，他就会把上帝的旨意教 我�，使我�能知道如何�南
方的白人和黑人作工。我�æ随从主的圣灵指 而行,越少争ǡ黑白界`的(1越好。我�必æ尽一
切努力来把�末世福音F�南方各等民Ø。我�接受圣灵的管Ȥ和指Ū�,�(1自会在各人的思想
中解决的。 {T9 215.3}

我��要各自ó求上帝。凡�去,自身信心��肤浅的人，8C更加3近主。悔改吧！悔改吧！你
�要真正地悔改，使你�的罪得以涂抹。 {T9 216.1}

及至，我�¾x好真āU真地从事圣工�，我�就能比在更合理地
付工作中的种种(1。每
一个信徒，都8尽力��必要做成的F道之工¾x道路。但千万不可争V。使基督徒自相争V，是
撒但的目的。他知道他�若不警醒，主的日子必象夜�的ƭ一�Ć到他�。���迫，我�在决
不能服从邪灵，在心中不能¯有偏�，使之ĺ乱我�的判断力，引我�离开基督。 {T9 216.2}

要做成在黑人中所8做的工作，少不了金H和,忱不懈的努力。每个人，在都8站在自己的Ǔ
位上，承U并离弃自己的罪愆，与弟兄同心Ķ力地作工。上帝的工人必æ同心合意地祈求圣灵的感
�，并相信上帝必成全他的�。 {T9 216.3}

从基督的工作上所得的一个教4

有一次基督正在教Í和医治病人的�候，周¤的人群中的一个人�：“夫子，%你吩咐我的兄�和
我分开家;。” 路加福音12:13 {T9 216.4}

�人已3眼�了基督神奇的行�。他看�基督有如此清楚的理解力，如此高超的判断力， 
人�
求他解决的疑 之事有如此公正的�解，心中很感¥奇。他又听�基督那种�人的Ǟ戒和他
文士
和法利³人ò厉的申ð。他以�如能得到�种能力来吩咐他的兄�，他就不敢不把8分的家l分�
他�吃了ż的人。于是他求耶Ȧ帮助他�：“%你吩咐我的兄�和我分开家;。” {T9 216.5}

圣灵当�正在感��人，要他承受那不能朽坏、不能玷Ƣ和不能衰Ð的基;。他已��基督的能
力。在他有机会可以
那大教D表示他心灵深E的Ǭ望。可惜象那《天路�程》比ȇ中的利徒一
�,他的眼睛只â望着地上， 却没有看�上面的荣冠。又象那行邪ª的西門一�，他把上帝的恩Ǒ@
�	Ü的工具。 {T9 217.1}

那�救主在地上的使命快要5束了。再�几个月，他就能完成他到地上来建立他的恩惠之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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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人的Ɓ心�想叫他放下他的工作，来â及分家l的争端。然而基督决不受世事的ơĺ而7
离他的使命。他回答那人道：“你�个人，$立我作你�断事的官，�你�分家;呢？” 路加福音
12:14 {T9 217.2}

基督清楚地使那人明白,�不是他的事。他是要努力救人，不可放下他的本份来担任世俗官�的à
�。 {T9 217.3}

今日Ǧ不也常有人要把F福音的工作所�不可容忍的事，硬放在教会的身上�！ {T9 217.4}

基督在世的�候，屡次有人要%他解决法律和政治上的(1，但他-不肯�(世俗的事。他知道
政界中有暴虐和不公正的事，然而他只用Fŋ圣�真理的�来aV�些事。他
¤着他的Ø人a明
上帝ȣ命之Ä正圣洁的原¨，指出®从圣律的福气。他用从天而来的权力，申明公正和慈悲的重
要。但是他拒�介入个人的ğŤ之中。 {T9 218.1}

基督到世界上来，作�一个Ţ大的属灵之国，就是公µ之国的元首。他在世上，就是�大国的元
首。他的教 ȳ明了他用以治理�大国的高尚圣洁的原¨，使我�知道公正、怜ȡ和慈�，乃是支
配耶和c之国的�力。 {T9 218.2}

一个1%的�期

我�今日正E在旧¦所¾表的大ȗ罪日�期。我�必æ各人3自ó求上帝，因��是个人的事。
我�要3近上帝，不可�任何事影响我�的行�，使人�
代真理有所Ā解。我�各人都要U
罪，不是U弟兄的罪，而是U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我�一定要虚心，使我�里面充M圣灵，以
致在行�上£明我�是重生的人。¦翰福音一章十二Q�：“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Ǒ
他�权柄，作上帝的儿女。” {T9 218.3}

基督的福音是要在信徒每日的生活上�行出来的。所以上帝的仆人8C摒除一切冷淡和自私。真
ā、温和、ǥǨ的n度， 在上帝的工作上是极有价�的。你�要v法¡5上帝的工人，要使他�相
互信任，彼此相�。若做不到�一点，各人æ管好自己，将其余的事留�上帝去管。你�要�常祷
告，抱着信心作工。你�要Ȗ:年青的基督徒，培养他�作上帝的工人──不是心硬如Ú的工人，乃
是能与人融洽相E的工人。 {T9 218.4}

我求上帝改!那些�愎之人的心,他�若不2受更多恩惠,就容易陷入Ż惑。我求上帝Ȫ服并ç化
每个人的心。我�æ与上帝å近，以便彼此相�，象基督�我�一�。惟有如此，世人才能知道我
�是基督的門徒。我�切不可抬高自己。如果上帝的工人能在上帝面前ǥ卑痛悔，福气就会来到。
他�必��得着新的思想和方法,而福音医Ľ布道工作就必有神奇的复兴。 {T9 219.1}

作�基督徒，我�面前的重大工作就是要遵行那神圣的使命，尽快地ƣ大基督之国的疆域。天国
的福音，必再接再励地Fŋ开去。“天下Ƥ国的大权必Ǒ�至高者的圣民手里, 他�必得国享受，直
到永永==。” {T9 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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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面A的争�

上帝的仆人必æ穿上基督的全副o装。我�不>是与人类的魔鬼争斗。上帝呼召每个基督徒都要
投入�一"争P，在他的�è之下，仗着天上的ǟ助和恩典来Ɨ取Õ利。 {T9 219.3}

我�æ仗着那全能者的力量前&， 决不可�撒但的攻b所屈。我�既�基督的P士，�什么不ļ
�ĉ政者、掌权者和�黑暗世界的君王呢？上帝叫我�快步向前，将他所�我�的恩Ǒ用出来。撒
但必在我�前面布置Ż惑的Ă网，企/用奸OPÕ我�。然而靠上帝的能力，我�必如磐石Ĥ立在
基督的原¨上。 {T9 219.4}

�一"争P是没有一刻休息的。撒但的使者决不停止他�的破坏工作。所以凡�基督服�的人，
æ得��警戒放哨。我�的目�是要拯救将亡的人脱离ŝũ。�是一个无限重大的工作。人若不与
那圣者通力合作，是没有希望成功的。 {T9 220.1}

从太初�起，基督就作了人的救ȗ者。帖撒Ă尼迦后R3:13�：“你�行善不可Ǆ志。”哥林多前
R15:58�:“你��要�固，不可Ê�，常常竭力多作主工。”��是从人犯罪以来，就
凡与救主�
合，作他大工的人�的。 {T9 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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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孜孜不倦地服�的生活。“我�是与上帝同工的。”�上帝服�的人，每
天都有一份与他的能力相适8的工作等着他去完成。他既在大能者的指引之下，他的能力也就ĝĝ
地增强起来，足以完成他的本à工作。完成了一份工作，也就使我�充分地¾x好去担任另外一份
工作。凡
于自己的工作真有�地的人， 必使自己与上帝的其他同工�合起来，置身于上帝真道的
直接光照之下；他也必穿上全副o装，天天�主作P。他必�刻警醒、祈祷，抱着�忍的心志作
工，决不苟且从事，却尽力去救将亡的人，不至于到一生工作完ĭ的�候，�没有¾x好自己。 {T9

220.4}

若是基督徒都能Ķ力同心，存着一个目�：要在一位大能者的指 下前&。那末，他�就能推�
全世界了。 {T9 221.1}

我�F上帝圣道的工人所8持的原¨,使徒保Ă已a明了。他�：“我�是与上帝同工的。” 哥林多
前R3:9 “无V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象是�主作的，不是�人作的。” 歌Ă西R3:23 彼得也Ǟ勉
信徒�:“各人要照所得的恩Ǒ彼此服侍,作上帝百般恩Ǒ的好管家。若有a道的，要按着上帝的圣言
a：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上帝所Ǒ的力量服侍，叫上帝在凡事上因耶Ȧ基督得荣耀。” 彼得前R
4:10, 11 {T9 221.2}

自然界有d多大定律，属灵的事，同�受定律支配。我�要在某件事上收到成果，就必æ用某种
方法去做。上帝已照各人的才干分派了相8的工作。人要��教育和�践，才会有8!的能力；所
以在人才的安排方面，尤需有ř明的打算，使各人都可以在适当的位置上工作， 通�在�践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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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宝Ó��来提高自己去担ëð任。 {T9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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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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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æ知我�一面在ô斗，一面失Ð，有�在言g和行�上都不表基督；但我�跌倒了又爬起来,似
乎�望了却仍有希望。我�要当心，不可苛刻相待。因我�都是一�的，都容易受Ż惑，又都是基
督不朽之�的拯救
象。 {T9 222.3}

上帝-是把我�看�能ëð任的人。只要人�上帝一个工作的机会，并U�他待人的方式，他必
�他的灵在他已放在人p里的意念作工。上帝的意思是要每个人G用自己的思想和良心。他不愿意
一个人做别人的影子，以别人的思想�思想。 {T9 222.4}

第二十五章�黑人�道人着想

圣�的宗教并没有ƆJ或种族的{念；也不分地位、Ül和世俗尊荣的高低。在上帝眼中，人就
是人。在他看来，品格决定人的价�。所以基督的精神，无V由什么人表出来，我�都8ȫ佩。
我�无V在什么地方与一个ā�的黑人握手»�，都不必引以�耻。凡E于基督所E的气氛之中的
人，就必从上帝那里得着教Í，照上帝的尺度衡量人。 {T9 223.1}

我�æ以体恤的心
待黑人F道人。我�常常没能��做。我�C鼓励�些人在真理方面求得完
整透ŕ的知�，使他�可以学会怎�在Fŋ真理的工作上收到良好的效果。并且他�若忠心作工，
就8得工价。æ知他�也要吃^的。 {T9 223.2}

主要他在北方（美国北部）的百姓，
黑人弟兄和姊妹保持仁�的n度。我�不可T易地找他�
的�E。我�不能希望他�在各方面与那些享有更好条件的人相等，更8想到他�所E的d多不利
的�境,是与白人的�境完全不同的。北方的民Ø，�比南方的黑人确曾E在更明确更Ä洁的道德气
氛之中。所以我�不能希望他�在各方面与我�有一��定、清楚的道德{念。如果基督今日在
世，他必用一种使我�¥奇的方法教 黑人。他要我�4住：即使是
各方面都极q越的人， 若是
�分注意他的�失，或用缺乏同情心的n度去Ǟ戒，也 免不B害他�。 {T9 223.3}

黑人中�如有什么不愉快的事	生，就C4住：上帝要你�采取机智的行�，象一个忠ā的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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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æ知仁�比Ȑð更有效。要使黑人弟兄和姊妹明白：他�白人弟兄的宗旨，无非是要他�h
到更高的�准，并愿意帮助他�。如果黑人在某些事上失Ð，你�不可就此定他�的罪，而停止他
�的工作。 {T9 224.1}

你�
黑人，8持公正无私的n度。基督要他的仆人向受苦的人£出仁�，
不幸的人表示同
情，
行�路的人加以容忍和体å。 {T9 224.2}

不可剥ƗŁ人捐献的权利。他�也可与富人一�，在�工作上有份。基督
Ł寡Ī的两个小H上
所�我�的教Í，使我�知道Ł人�意所捐的最小数目，只要本着�心献上，同富人所捐最大宗的
款¢一�蒙主悦ŏ。在天国的ą目上，Ł人因�基督而献的礼物,不以数目的多少，乃以所存�心的
多少�准。 {T9 224.3}

第二十六章一个�道区域的需要

多年以来，上帝常使他的百姓注意美国南方黑人中的工作需要。看到南方人民道德上的黑暗，尤
足感�人的慷慨捐助之心。�去，已有人尽力支持了我��一部分的工作；因他�的�善好施，已
有多人悔改ü正。 {T9 225.1}

我�帮助黑人的工作虽�有d多尚需完成，但我�有了个很好的开端，8C�喜。最近的一期福
音宣Z【 The Gospel Heraed （1907）】里，有篇Z告�:“十五年之前,南方的黑人相信本会道理
者，�不M二十位；在已有七百多人。十二年前黑人的基督复Ć安息日会教会只有一E;在已有
了五十E,不包括非洲和西印度群z的教会。……去年，美国黑人献上的十分之一h美金五千元；而
十五年前�不M五十美元。” {T9 225.2}

3�的弟兄姊妹啊，我�8C感I上帝，鼓起勇气吧！上帝伸出他的膀臂，要在国内的布道区域
成就一番宏大的工作。他在正�他的百姓不ó常的机会，将福音在南方很快F开。在每年募集0
供支援黑人工作的捐款�, 我�尤其8有慷慨的精神。上帝信任我�，叫我�作他丰盛恩Ǒ的管家；
在又
我�指着困苦、Ɯ乏、受±迫，以及灵性被迷信和ȰĀ捆住的人，切�地告©我��：如
果我�善待他�，他就必U��是做在他自己身上的好事。他�： “�些事你�既作在我�弟兄中一
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y太福音25:40 {T9 225.3}

假如我�在就能响8上帝的召ǆ去帮助南方的黑人，就必有成千上万的黑人灵性得以提高，成
�上帝的工具去帮助他�的同族。在�地*有d多人感受着极度Ɯ乏无助，如有忠ā的教D去向
他�打开圣�，照着里面的�将Ä正的真理F授�他�，必有明亮的光`，照在ó求真理的人身
上。有文化的人，
圣�中的真理必作深入明理的研究，5果必有多人U�上帝。从那大教D学得
真理，并欣然接受那足以提高人的灵性并使人成圣的真理。上帝道µ的形象就必恢复在人的灵性
上，有d多人就必永=得救。 {T9 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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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3�的弟兄和姊妹啊，基督在正在
你��：“你Â目向南方{看吧！因�那里需要工人──
撒种和收割的工人。那里也需要你�的HÜ来X持�些工人。”基督的恩惠是无限量的，是上帝白白
Ǒ�人的。我��什么不使�些被忽@的人民，得到些希望，鼓励和信心呢？凡是肯接受基督的
人，他的心里必有阳光照耀。 {T9 226.2}

写于1907年9月 {T9 226.3}

第七���宗教自由的工作

第二十七章我�所面!的
#�期

大#Ŋ的�期正在面前。我�在必æG用所有的才能来推&上帝的工作。上帝�我�能力，是
要我�从事建造而不是拆ŝ。无知受ė的人，不可永=受ė。主
他的使者�：到他�那里去，把
我所�的�向他�宣布，不管他�听与不听。 {T9 227.1}

宣F真理之人受逼迫的�候已在眼前。照今的大]来看，前途不容�{；然而我�不可放弃拯
救将亡之人的努力，因�天上的君王�要救ȗ他�，曾付出自己宝Ó的生命。如果一种方法行不
通，就#另一种。我�的方法不可呆板僵化。我�活一天，就当�上帝做一天工。�代以来，凡受
上帝差派的人，都�真理受�辱į和逼迫。然而上帝的百姓，无V被逼到什么地步， 即使如从前主
�的門徒一�被流放到荒z�地，基督也知道他�的所在，自会�固他�，祝福他�，使他�内心
充M平安和喜�。 {T9 227.2}

困苦Ɩ 不久将要充M全地。在每个人都要ó求U�上帝。我�不可再Ŀ延了。我�æ以āȏ
,烈的n度来宣F主的警告:“你�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êH的也可以来。你�都来+了
吃，不用êH，不用价�，也来+酒和奶。” 以³ÌR55:1 “耶和c如此�：‘你�当守公平、行公
µ，因我的救恩Ć近，我的公µ将要£。ǂ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手而不作�；如此行，如
此持守的人便�有福。” 以³ÌR56:1, 2 {T9 228.1}

上帝
他教会的�是无限量的。他
他儿女的眷â是不止息的。他是决不会故意�教会遭受患 
的，除非�患 是�了教会的成圣，以及�取得眼前和永久的益E所不可少的。他从前在世的�候
如何洁²圣殿，在也要如此洁²他的教会。他使教会遭受#Ŋ，无非是要使他的百姓ŹŊ得格外
�强，格外虔ā，以便将十字架的Õ利推向世界各地。他有一工作要我�大家去做。�种工作必æ
�刻	展，�刻推广，从一城一ŗ普及到各国各邦，不断地向前向上、�定、加强并Ĥ固。 {T9 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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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中�，充充MM地有恩典，有真理。”然而耶Ȧ要来救的那些人却ß弃
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翰福音1:14, 11 他�服从了撒但的指Ū，就拒
�弥³Ì，�v法把他治死。 {T9 228.3}

撒但与他的�使者一心要把耶Ȧ的死弄得极度地耻辱。他�在犹太2袖和官�心里填M了仇恨救
主的情Ę。文士和祭司受了魔鬼的Ċ布，唆使民Ø一起攻b上帝的儿子。除了彼拉多�耶Ȧ无罪之
外，竟没有一个人�他�一句公道的�。就是彼拉多虽明知耶Ȧ无罪,但也受了撒但的Ċ布，�耶Ȧ
受人侮辱。 {T9 229.1}

在不久的将来，也要	生同�的事。人必用强硬无理的手段来施行与上帝律法正相抵触的律法。
他�很,心地ĉ行自己的律法，而不â“耶和c如此�”的每句�。他�高Â一个Ƈ造的休息日，v法
用强权迫使人蔑@上帝的律法──他的品性的表。那�上帝的仆人，虽没有行什么�事，也要在撒
但的鼓�下而持偏�和嫉恨之人的手里受羞辱和迫害。 {T9 229.2}

d多宗教¡体虽自称�与天�盟，并有羔羊的性情，却要在行�上出¬的心，表明他�是受撒
但唆使和管束的。�候将到，上帝的百姓必要因守第七日�圣日受逼迫。撒但更改安息日，想要借
此�行他ĺ乱上帝O划的目的。他要使上帝的ȣ命在世上的威力小于人的律法。 那想改!Q期和律
法，并常迫害圣民的“沉ǳ之子”,要制Ŕ种种律法,强迫人遵守每周的第一日。然而上帝的百姓�要�
主站立得Ĥ。主也必�他�出力，£明他是Ø神之神。 {T9 229.3}

主曾�：“你��要守我的安息日，因��是你我之�世世代代的�据。”出埃及431:13 我�决不
可�逃避逼迫而干犯上帝的ȣ命。但是耶Ȧ的�，我�也当听的，他�：“有人在�城里逼迫你�，
就逃到那城里去。” y太福音10:23 只要我�有法可想，就不可投身在那些受反基督精神支配的人手
里。我�要尽可能使那些愿意�真理受苦的人免遇逼迫。 {T9 230.1}

基督是我�的榜�。那反叛者在天上所	�的叛逆，仍~\影响不®从上帝的人。他�
遵守上
帝第四条ȣ命之人的嫉恨，必愈演愈烈。但上帝的百姓不可偃旗息鼓，决不可�了眼前的安逸，干
犯上帝的ȣ命，而与多数人一同作�。 {T9 230.2}

上帝鼓励真心ó求他的人。他把他的圣灵Ǒ�他�，�就表明他的3Ć与恩ś。然而凡�救自己
性命而离弃他的人，必被他离弃。他�既放弃了真理来救自己的性命,就必Ǆ失永生。 {T9 230.3}

困苦Ɩ 的黑夜必将�去。 撒但正使出全副气力Ö狂地活�，因�他知道自己的�候不多了。上
帝的刑ƞ已降在世上，叫U�真理的人去藏在那磐石里来瞻仰他的荣耀。真理在决不可掩蔽，必
æ清楚明白地加以Ħ述，直截了当地&行宣F。我�8将小册和>9象秋天的落叶四散各E。 {T9

230.4}

余民的教会必遭受大#Ŋ和大痛苦。凡守上帝ȣ命和耶Ȧ真道的人，将Ļ到¬和¬的使者忿怒的
滋味。撒但将世上的人都称作他的臣民。他已控制着一切叛道的教会；而�里�有一小群人，在抵
制他的威权。只要能把�一群人从地上ũ�，他就必全Õ。他在古�如何唆使d多拜偶像的国家来
ŝũ以色列国，在不久的将来，他也必照�鼓�地上的�]力来ŝũ上帝的百姓。一切的人都必被
逼去服从人定的法令，而ƍ反上帝的律法。凡忠于上帝尽到本份的人，必遭恐吓、辱į和迫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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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被“父母、弟兄、3族、朋友”出�。 路加福音21:16 {T9 231.1}

“知道公µ，将我的ÍȺ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į，也不要因人的ŝɃ¥惶。因
�蛀虫必咬他�，好象咬衣服；虫子必咬他�，如同咬羊ƥ。”“惟有我的救恩永=�存，我的公µ也
不ġ掉。” 以³ÌR51:7, 8, 6 {T9 231.2}

第二十八章星期日工作的�

3�的弟兄：在我要回答你的(1，就是�，星期日的法令如果通�，我�8采取什么方ĕ。
{T9 232.1}

早些�候我�也曾�到有出此危机的可能。当�上帝�我的指示是：如果上Å]力强制人守星
期日，基督复Ć安息日的人就C�机行事，不在星期日作平常的ē�，而去从事F道工作。 {T9 232.2}

宗教狂,之徒既要强制推行星期日的法令，你�的ƍ抗只会加甚他�的逼迫。不要�他�藉口，
�你�是犯法的人。若是�他�光是抓一般既不敬畏上帝又不怕人的人，�不久，他�就会�得抓
人并不是有趣的事，就会	�强迫人守星期日既不方便，又不合理。你�只要手拿圣�去做你�的
F道工作，ļ人就必	�他采取强硬的手段，反坏了自己的事。一个人用ř明的方法，采取和平的
手段，不做那要触犯人的工作，同�却做最�要的工作，那么，他决不会受ū的印4。 {T9 232.3}

当我�把星期日的��用来F道�，那些一心想侮辱本会教友的狂,之徒手中的鞭子就会放下。
他�既看�我�用星期日的��去拜ł人，与他�k�»道， 他�必U�到制定星期日的法令来阻
止我�的工作是无效的了。 {T9 232.4}

我�可以用星期日的��&行多¢工作,�主成就很多事。�一天，我�可以Â行露天布道和家庭
聚会，或者挨家拜ł人。擅�写作的人，可利用星期日的��来写稿子。尽可能在星期日Â行礼拜
聚会。�些聚会要安排得非常精彩吸引人。唱的û歌，要振ô人心，a的道要具有救主仁�的能力
和8d。凡属�¹的宗教��和Q制的1目都能a。如此，你�在工作方法上可得d多益E，并感
�多人。 {T9 233.1}

我�学校的教?也当利用星期日做F道工作。我蒙指示，他���做就能打消仇ļ的Oƻ。做教
?的要*学生�不明真理的人主2聚会。他���做，就比用其他方法收效更大。 {T9 233.2}

关于我�的工作，上帝已�我�清楚的指示。我�æ宣ŋ主的安息日真道，藉以修Ñ人在上帝律
法上所打开的破口。我�尤当尽我�一切的努力使一班愚昧无知的人得蒙光照；但我�切不可�求
金H的援助与世上的人5党¶私。 {T9 233.3}

圣�V以色列人�：“��，我就使他�出埃及地，2他�到ȍ野。将我的律例Ǒ�他�，将我的
典章指示他�。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又将我的安息日Ǒ�他�，好在我与他�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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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知道我耶和c是叫他�成�圣的。 以色列家却在ȍ野悖逆我，不®从我的律例,ß弃我的典章
（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要在ȍ野将我的忿怒ŉ在他�身
上，ũ�他�。我却�我名的�故没有��行，免得我的名在我2他�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ȵ
ȿ。并且我在ȍ野向他�起誓，必不2他�&入我所Ǒ�他�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
耀的，因�他�ß弃我的典章，不®从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他�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虽
然如此，我眼仍â惜他�，不ŝũ他�，不在ȍ野将他�ũ�²尽。’ {T9 233.4}

我在ȍ野
他�的儿女�：‘不要遵行你�父3的律例，不要ǂ守他�的�á，也不要因他�的偶
像玷Ƣ自己。我是耶和c你�的上帝，你�要®从我的律例，ǂ守遵行我的典章，且以我的安息日
�圣。�日在我与你�中���据，使你�知道我是耶和c你�的上帝。”’以西5R20:10-20 {T9

234.1}

安息日是上帝用来#�人的日子，不V是君王、祭司或官�，他�都有权置身于上帝和人的中
�。凡想干涉他人之信仰的人，就是抬Â自己高�上帝。那些受假道影响而遵守Ƈ安息日的人，必

安息日最确切的�据弃而不â，v法强迫人®从他�自己定的法令，就是与上帝的律法相ƍ背的
律法。 �些�持Ǻ抗的人，上帝必降下怒气。他�若不改!，是决不能逃避刑ƞ的。 {T9 234.2}

命令人遵守每周第一日的法令，是背道的教会的l物。星期日（即太阳日）不�是Ăy教的l
物，被基督教界抬Â超�了上帝的圣安息日。在任何情形之下，上帝的百姓是决不可遵守它的。但
我也希望他�明白：在上帝要他�避免
抗�他�却主�ô起反抗，�不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因�
�么一来，他�就会造成深刻的偏�，使福音无法F开。所以你�不要在星期日有什么抗È法令的
Â�。如果你在一个地方��行而受了羞辱，别的地方也会��作。我�可以利用星期日来开展工
作，作�Ǟ人ü向基督的日子。我�æ尽力，存着极温柔ǥǨ的n度行事。 {T9 235.1}

基督¾先警告門徒关于他�在F道�所要遭遇的事。他知道他�所要受的苦和所要碰到的#Ŋ与
Ɩ 。他并不将�些事Ȉ着他�，以免他�思想没准x，一受#Ŋ，信心就会�Ê。他�：“在事
情�没有成就，我¾先告©你�，叫你�到事情成就的�候，就可以信。”　¦翰福音14:29　在#
探来到�,他�的信心非但不会ç弱，反可更加�固。他�能彼此�：“主早已告©我��事是必要来
的,也早已把8付的方法告©了我�。” {T9 235.2}

基督
門徒�：“我差你�去，如同羊&入狼群，所以你�要灵巧象蛇,Ȫ良象Ȇ子。”“你�要�我
的名被Ø人恨�，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y太福音10:16,22　恨�基督是没有理由的。 他�
恨凡有基督�4而�基督服�的人，又有什么希奇呢？他�被Ø人看作世上的渣滓。 {T9 235.3}

“有人在�城里逼迫你�，就逃到那城里去。”上帝的旨意是不要你�无ă地Ǣ牲生命。“我�在告
©你�，以色列的城邑你��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y太福音10:23 {T9 236.1}

我�必æ把真理──正直确切的真理──F�人。然而�真理是要以基督的精神来F的。我�要象
羊在狼群中。凡不肯�基督而听从他的Ǟ戒，不肯忍耐，不能自制的人，就必失去�主作工的良
机。主并没有叫他的百姓声嘶力竭地去ɀį那些触犯他律法的人。在无V什么情形之下，我�决不
可粗暴地Řb别的教会。不要忘4上帝将神圣的真理托付我�，我�也曾忽略并犯�ò重地不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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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我�的工作，�久限于几E中心地*，直至那里信徒因多听福音而听皮了。凡听了很多道
理而仍拒�真理的人，是不易再使他�受感�的…… {T9 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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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澳洲ƛø邦（Cooranbong）附近的阿奉
尔（Avond-ale）学校，有一次我�遇到要解决
星期日ē�的(1。 当�的情形，似乎是四面的�境逼得我�不能再在星期日ē�了。我�的学校
在森林中心，离Ĵ村和�站很=。我�的周¤没有什么居民。所以我�无V什么行�都不致使别人
受影响。虽然如此，仍有人ő@我�。政府的官?奉命来ik我��地方。那一次如果他�真要逼
迫我�，就有d多地方可与我�� ；然而他�似乎没注意那些ē�的人。因我�在附近一*工作
者的成Ƅ，他�就十分信任并尊重本会的人, 甚至因此�得无V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信任我�的。
{T9 236.4}

有d多人承U�，自从我�到了那里后，那一*的地方ŕ底改!了。一位不守安息日的Ī人
我
�:“你�迁到此地后，s了学校，Â行了d多聚会,�一*地方有了巨大的改!。 要是我把í�的情
形告©你，恐怕你� 以相信哩！” {T9 237.1}

及至弟兄�受到逼迫的恐吓，在疑 中不知所措�，我就
他��:“用星期日的���上帝F
道。你�做教?的， 要与学生同去作工，*他�到ǿ林中去（在林中居民很少,每隔一两哩路有几家
人家），到人�家中拜ł他�， 使他�知道你�关心他�的灵性得救(1。”他�照此去做了，5果
非但自己大得益E，也帮助了别人。 他�勤�圣�，研究用什么方法Fŋ福音才使人易于2受。�
�候，上帝就Ǒ福�他�。1903年8月20日 {T9 237.2}

一次管理阿奉
尔学校的几个人(我: “我�怎么s呢？ĉ法官已通令捉拿在星期日ē�的人
了。”我答道：“�困 是很容易解决的。只要把星期日献�主作F道的日子。*学生到各E开布道会
或做医Ľ布道的工作。�一天人�都在家，正是Fŋ真道的�好机会。用�方法度�星期日,是主所
喜悦的。 {T9 238.1}

d多人反
我�的工作，反
圣�中有关安息日的真理，我�要尽力消除�些人p中的偏�。 {T9

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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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逼迫者的心也会被圣灵的影响所感化，如同悔改前的使徒保Ă一�。 {T9 238.4}

第二十九章警戒的�

基督
他的門徒道：“我差你�去，如同羊&入狼群，所以你�要灵巧象蛇，Ȫ良象Ȇ子。” y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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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10:16 愈近末期�，撒但
宣ŋ真理之人的攻b就必愈加猛烈，愈加�决。象基督在世的日
子，大祭司和官��怎�煽�Ø人反
耶Ȧ，今的宗教2袖也必照�唆使民Ø
末世的真理心存
�念和偏�。撒但必使民Ø作出种种强暴和反抗的Â�。�种Â�若不是受了一班仇恨真理的假基
督徒影响，他�自己是想不出来的。 {T9 239.1}

E在�种�境中，宣ŋ真理的人8取什么n度呢？他�既有上帝永久不!的道，就8表示出来，
使人知道他�确有耶Ȧ的真理。他�的言g不可粗ƈ尖刻。在Fŋ真理�，他�æ£出基督的温柔
和慈�。�真理本身去刺入人心；因�上帝的�象两刃的利À，足以穿透人心。凡自知有真理的
人，就不8用尖ǖò厉的�使撒但有机会叫人�Ā解他�的n度。 {T9 239.2}

我�做上帝的百姓，8C持有世界救ȗ主的�定n度。基督�摩西的身体与撒但争ĉ�, 尚且不
敢用ŝɃ的�来罪ð撒但。撒但用种种方法刺激耶Ȧ，却不能挑�他以�言相Z，N于失望了。撒
但等着要歪曲耶Ȧ的一Â一�；但救主一点机会也没有�他，W一点似乎可作口�的机会也没有。
他一步不离开真理的大道，去跨入撒但的旁門左道或曲径岔路。 {T9 239.3}

在先知撒迦利Ì的¾言中，我��到撒但和他的使者站起来抗拒大祭司¦RÌ的祈求，并且抗拒
决定帮助¦RÌ的基督�，“耶和c向撒但�: ‘撒但哪，耶和cðx你,就是Ȗ:耶路撒冷的耶和cð
x你;�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撒迦利Ì3:2 基督
付ļ人的n度，8作我�E世待人的榜
�，教我�切不可ðį任何人；更不可用ò厉苛刻的�，来
待那些也d象我�自己一�急切ó求
正路的人。 {T9 240.1}

凡在真理方面已受�理V和�例教育的人，8C大大地体š那些
于圣�尚无相当U�的人。他
�所听�的不�是牧D�和教友�的一点a解，有�竟把ùF和人造的虚言当作圣�的真理。如果
把真理£示�他�，他�就要¥奇；因��
他�是新的ī示。所以开始如果一下子把真理最突出
的一面F�他�，他�可能接受不了。
于他�，�一切都是新奇的，与他�的牧D�所a的完全
不同；他�也多半容易相信他�的牧D所a的�──就是�，基督复Ć安息日会的人是不信圣�、不
信基督的教派。我�8根据耶Ȧ的精神Fŋ真理,命上加命，律上加律，�里一点，那里一点。 {T9

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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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是大F道士，他要他的工人都能很好地代表他。ȅ莽的作法-是有ı无益的。基督徒生活上不
可少的礼貌，必æ在基督的学校里天天学e。Z章的流F是播及世界的，其上所	表的文字，是一
出不可收回的,凡在��或写作�粗心大意的人，就此正�明了自己不配受神圣的委托，去做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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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基督門徒的工作。凡好�尖酸刻簿之�的人，正在养成愈久愈强的eÆ，必æ及早悔�。 {T9

241.1}

我�8C仔�İk自己的作)和n度，看看自己是怎�作上帝交�我�有关他人灵性存亡的工作
的。有至大至重的ð任担在我�身上。撒但正准x着，�p	,地鼓�他的全班爪牙与世上的�人
Ķ力合作, 使真理的信徒遭受迅猛而·烈的痛苦。从我�的弟兄口中�出来的每一句不ř明的�，都
会被那黑暗之君珍藏起来v法利用。 {T9 241.2}

犹大R九Q上�，天使�米迦勒与魔鬼争ǡ的�候，尚且不敢用ŝɃ的�罪ð他，只�：“主ðx
你吧！”我要(，人怎敢以有限的智能随意冒失地a�，以致激	地Ƶ的]力起来与上帝的圣徒� 
呢？ {T9 242.1}

我�要完全避免困苦和患 ，是不可能的。耶Ȧ在y太福音十八章七Q�：“�世界有Ʀ了！因�
将人ȁ倒; ȁ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ȁ倒人的有Ʀ了！”因�有人要攻b我�，所以我�必æ当
心，不可用无知的�或刻薄的n度来促使那些不�真理之人暴露本性。 {T9 242.2}

宝Ó的真理，æ用真理本身的能力去Fŋ。我�必æ揭穿在那些)行于世蒙混欺人的�Ā。撒
但用尽方法，以狡Ɏ阴º的理V使人陷入Ă网，离弃真理，相信异端，好用强烈的Ż惑来欺ė他
�。然而当�些不幸受ė的人从真理的路上走向岐途�，我�不可
他��半句ðx的�。8当v
法使�些可怜受ė的人看出自己的危º，明白他�的行�使耶Ȧ基督何等地B痛。然而�一切都要
我�存着温柔怜恤的心去做。只要用适当的方法作工，或d�能拯救一部分陷入撒但Ă网的人。然
而不可ðx他�，或定他�的罪。嘲笑和ǻ刺，
身E�Ā之中的人，不足以开他�瞎着的眼睛，
更不足以引他�ü向真理。 {T9 242.3}

人不仰望基督�榜�，不学着他的方法施行教Í，他�便会ĝĝ自M，而用撒但自己的武器去

付撒但。�种武器既属撒但，他自己当然很会把它掉7�来反b使用之人的。耶Ȧ只�Ä正的真理
和公道的�。 {T9 243.1}

上帝的教会最需要虚己ǥ心地在他面前行走，他的教会是他在�世界中Ȗ:的百姓。我�都8痛
恨自己�p的Ŀț；恨自己没有ħ�到自己的特权和机会。我�没什么�得夸耀的。我�以粗暴的
n度和B害人的�，偏离基督的�准，使主耶Ȧ基督担Ğ。我�需要在主里面成�完全。 {T9 243.2}

主固然吩咐我��：“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ŋ起声来，好象吹角，向我百姓�明他�的�
犯，向雅各家�明他�的罪�。” 以³ÌR58:1 �个信息我�是必æF的。然而我�仍得小心，不
可用言g冒犯、催逼、Ȑð那些不象我�一�享有主光照的人。我�不C0門想方v法去攻b天主
教徒。天主教徒中有d多人是最āǬ的基督徒，他�凭着所明白的道理去行，上帝也必�他�作
工。只是有些人已享有特殊的机会和权利，而未能增&自己的体力、智力和道德。他�活着, 0求自
己享受，却不肯尽自己的ð任。他�在上帝面前比一般在信仰上虽有�Ā，但愿�ƻ他人利益而生
活的人，E于更危º、更有罪的地位。所以我�不可ðx别人；不可定他�的罪。 {T9 243.3}

如果我��自私的意念、虚假的理V和似是而非的ǡ�，把自己弄到心志Ð坏的地步，以致我�
不能U清上帝的旨意和道路， 我�的罪就要比一般公开作�的罪人重得多了。所以我�æ得十分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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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以免去定那些在上帝眼中罪孽比我�T的人的罪。 {T9 243.4}

我�每个人都C4住，我�无V如何不可去招惹逼迫。我�不可�尖ǖ刺人的�。不V是在我�
所写的文章上或所演a的g句上，都要把�些�ź除。刺激人和ðx人的工作，要�主的道去做。
我�智能有限的人要Ĩ藏起来，ŭ在基督耶Ȧ里面。要�基督的灵£出来。大家都8Cǂ慎自己
的言g，免致因言g的冲撞，惹起一般不信真理的人向我�大肆攻b，并且�撒但有机会利用我�
ȅ莽的言g来阻碍我�的道路。 {T9 244.1}

不久将有Ɩ 的�期，是从有国以来所没有的。我�的工作，是要v法ſ除一切含有Z复性的挑
衅，以及人身攻b或
其它教会不利的�：因��不是基督的方法和手段。 {T9 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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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及�的�告

第三十章怎�做忠心尽�的管家

（1907年1月在加州圣¦瑟Â行的州代表大会上的	言稿） {T9 245.1}

基督已用自己的血救ȗ了我�。他已付了我�的身价，只要我�保持�个Ü宝，那就是上帝�我
�的恩Ǒ。 {T9 245.2}

“你欠我主人多少？”　路加福音16:5　�数目是�不清的。我�一切所有都是由上帝而来。他按
手在我�的Ül上�：“我是天地宇宙的主；�一切都是我的。你�当将十分之一和各种捐¢奉献�
我。你�如能把�些指定的Ü物交来，藉以表示你�的忠ā和
我王权的服从，我必Ǒ福与你�，
增加你�的wÜ，使你�富足有余。” {T9 245.3}

上帝是在#�每一个自称相信他的人。我�大家都有上帝所托付的才干。主已把w本交�人，叫
他�去�¶。他使人做他的管家，把金H、房屋和地l交在他�手里。所有�一切都8@�上帝的
Ül，用以开展他的工作，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我�用主的w本�¶，就C向他求智慧，免得我
�Ā用他的Ü物来求自己的尊荣，M足自私的欲望。主所托付我�的有多有少， 但受得少的人不可
因所得甚少,就不能用来作什么了。 {T9 245.4}

每个基督徒都受了上帝的委托，做他的管家。要牢4哥林多前R四章二Q的�：“所求于管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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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他有忠心。”我�必æǂ慎，不可�毫攫取上帝之物，因��个(1有重大的关系。 {T9 246.1}

人也d不尊重上帝的主权，但天地�的一切都属于他。主很慷慨地向人施恩Ǒ福，而人可能就把
主的恩惠0用于M足自己的私欲，不�他�将来�是要把管家的ą目交代清楚的。 {T9 246.2}

做管家的人，要@主人的利益�自己的利益。他既担当了管家的ð任，就必æE在主人的地位，
照主人的意思�主人s事。主人的利害便是他的利害。管家的à位是尊ò的à位，因�他的主人相
信他。无V在哪一方面, 他若有了自私的行�，把主人投w所得的}利7作自己的利益，他便辜ë了
主人
他的信任。 {T9 246.3}

福音的!持

主已使福音的宣F，有Ũ于他所有子民的勤ē工作和�意的捐款。凡0向堕落的世人宣ŋ恩慈信
息的人�有另一种工作，就是使群Ø明白他�在�ċ上有支持圣工的ð任。他�的&款，有一部分
是属于上帝的，必æ分别�圣，拿出来�主的工作而用。�个道理，他必æ教 他�。非但要用言
g教 ，�必æ以身作¨，自己�行，免得言行不符，而削弱教Í的�服力。 {T9 246.4}

凡照圣�的�分别出来而属于上帝的HÜ，要0作福音的�L，不再是我�的了。 人若把上帝的
HÜ拿来,不V�自己，或�别人用在世俗的事上，�便与ȵȿ圣物无异。有些人已�做�，把0献
�上帝的祭物移作非圣工的用途。我�大家
于�件事8C有正确的U�。决不可因偶然手�拮
据，把献�教会的款子挪移借用，而以将来v法ü�的�来安慰自己的良心。更好的s法是Q省开
支，量入�出，比挪用上帝的H好多了。 {T9 246.5}

十分之一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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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道人8C在言g和行�上教 百姓把十分之一@�神圣。决不可因自己是F道人,就可以把它留
下而随自己的意思使用。�并不是他自己的。他也不得从中抽取自己以�是C得的H；更不得
ĵ
同任何将献�上帝的十分之一和捐款7离其正当用途的O划。 十分之一必æ存入上帝的ƛ里，由他
支配，�他的圣工而分别�圣。 {T9 247.2}

上帝要他所有的管家都不偏不倚地服从神圣的安排。任何�候，任何情形之下，他�都不可随己
意──人的意思──用什一款¢作些慈善的事或	放一些礼品，或作捐助，因而抵消上帝的O划，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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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人怎么看�合理，都一概不行。人想改革上帝的O划，不依照他的命令，随着自己心血来潮作权
宜之O，�是卑劣的策略。上帝要我�大家都®从他的安排。他已£明了他的O划，凡愿与他合作
的人都必æ�行他的O划，不可擅胆作半点更改。 {T9 248.1}

主�以色列人吩咐摩西�：“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点灯ƶ成的清橄Ƿ油拿来�你，使灯常常
点着。”　出埃及427:20　�油是要百姓随�捐助的,使上帝殿中8用的必需品不致缺乏。今上帝
的百姓æ4住：礼拜堂是上帝的l;，必æ一�不苟地照管好。但是礼拜堂的L用，不可从十分之
一中支取。 {T9 248.2}

�我�的教友，上帝已有一个十分清楚明确的信息告©我。我奉命告©他��，他�正犯了一个
�Ā，就是把十分之一用在虽有益，却不是上帝所指定C用的事上了。凡���用十分之一的人，
便是背离了上帝的安排。上帝必Ƙ判�些事。 {T9 248.3}

有人想，十分之一可以用在教育的事;上；也有些人以�RZ?C从十分之一上得着供养。 然而
十分之一的正当用途，究竟是什么呢？是供养F道人的。离了�个用途，便是大�！今只有一位
F道人的地方，8C有一百位合格老÷的工人！ {T9 248.4}

神圣的0'

十分之一是神圣的，是上帝�自己保留的，必æ存入上帝的ƛ中,用以供养F福音的工人出去F
道。�去很�一段��，主被人Ɨ取了，因那些人不明白十分之一是上帝�自己所保留的款¢。 {T9

249.1}

有些人心中不M地�：“我不再付十分之一了，因�我不信任教会2袖安排工作的作法。”然而因
你U�工作安排得不妥当，就可以Ɨ取上帝�？你可以坦率而公开地以正当n度向当事人提出你的
意�。你U�什么8更正，什么地方8理®，可以呈交你的意�R；可是不要因别人做的不
就退
出上帝的工作，£明自己不忠心。 {T9 249.2}

%��ď拉基R三章，看看上帝
十分之一是怎��的。如果我�各E的教会能以上帝的��立
足点，忠心地把十分之一送入他的Ƭƛ，�就可以鼓励更多人去担任F道的工作。若不是Ƭƛ空
虚，就会有更多人来投身于F道工作。主的Ƭƛ8C有充足的供8。若不是那些自私之徒的心和手
扣留了十分之一，或把它挪用去X持别的工作，主的Ƭƛ也必供8充足。 {T9 249.3}

上帝所保留的款子，不可以胡乱地使用。十分之一是上帝的， 凡干¾上帝所指定用途的人，他�
若不悔改就必Ǆ失天上的Ü宝。我�不要再使圣工因十分之一7作别¢用途，没有用在上帝所指定
的工作上而使圣工受阻！当然，别¢工作也要X持的，也要占一笔L用的，但不可从十分之一中抽
取！上帝没有改!，十分之一仍æ用以供养F道人！开辟新的地点，æ有比在更大的F道��，
所以ƛ中必æ有充分的�L。 {T9 249.4}

凡出去担任F道工作的人，身上-有极重大的ð任，而�个ð任又是人�常忽略的。有的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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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道，却不替教会做个人的Ǟ 工作。今的教会中，关于人
上帝8尽的µ�和ð任,尤其是关于
忠心ŏ付十分之一的(1， 大大地需要&行指 。F道人如果不能按�得到薪水，就要uöĞĮ。
然而他�可曾想到，上帝的Ƭƛ里必æ有粮才可以供养作工的人。若是他�不完全尽ð地教Í教
友，忠�地把上帝的Ülü�上帝，ƛ中就要缺少�L来&行主的工作了。 {T9 250.1}

管理上帝羊群的人，必æ忠心尽à。如果一个人因�得�个ð任 尽，而取敷愆的n度，�别人
去做，那他就不是忠心的工人。他8C��ď拉基R中上帝ðx他的百姓在十分之一的事上Ɨ取上
帝Ü物的�。大能的上帝�：“咒ȉ就Ć到你�身上。”　ď拉基R3:9Fŋ主真理的人， 要是眼�百
姓走着一条会使他�受咒ȉ的路，他能疏忽他的ð任不去教Í他�；警告他��？ 每一位教友都8
当受教，ā�忠心地付十分之一。 {T9 250.2}

ď拉基R三章十Q�道：“万o之耶和c�：‘你�要将当ŏ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Ƭƛ，使我家有
粮，以此##我是否�你�敞开天上的窗j，ŉ福与你�，甚至无E可容。”’ {T9 251.1}

我求上帝，使我的弟兄U�到，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我�有莫大的意µ和关系：守真安息日是辨
别侍奉上帝和不侍奉上帝之人的4号。冷漠Ɓ睡的人，8C醒�来！我�蒙召做圣洁的百姓，当然
8C小心,不可�人不良的印象， 使他�以�我�
于我�信仰上的特点,守不守都没有Ý关系。反
之， 我�在的身上ë有不可推卸的ð任，要比�去更�定地站在真理和公µ的立"上。那遵守上
帝ȣ命的人与不遵守的人之�的界`，必æ清清楚楚毫无差�地划出来。我�必æ凭着正直ā�的
心尊敬上帝，殷勤努力地想各种方法保持与他立¦的关系，以便得到他的恩典，就是必æ受ò格#
Ŋ的百姓所不可少的恩典。我�若使人�得我�的信仰和宗教并不是支配我�生活的强大�力，�
便要大大地羞辱上帝，也就是偏离了上帝的ȣ命──我�的生命，否U他是我�的上帝，我�是他的
百姓。 {T9 251.2}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c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信�的上帝，向�他、守他ȣ命的人守¦， 施慈
�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Z8他�，将他�ũ�。凡恨他的人，必Z8他�，决不Ŀ延。”　申
命47:9,10 {T9 251.3}

上段所�的千代�未�去之前，我�将在哪里呢？──我�的命G将已永久地注定。我�若不是被
主称�配得�的百姓，住&上帝永=的国里，便是受了永死的判决。凡忠心真ā地守住上帝的¦，
因4念髑ȭ地的救主而�定地站在真理一面，�刻努力荣耀上帝的人,必听到主的称ĵ�:“好！你�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但是那些三心二意侍奉上帝，一生随从世俗支配的人,必听那悲哀的��:“你
�离开我去吧！我不U�你�。” {T9 252.1}

第三十一章�善行

“你要以Ü物和一切初熟的土l尊荣耶和c。��，你的Ƭ房必充M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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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 箴言3:9, 10 {T9 253.1}

“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度的，反致Ł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ń人的，必得滋
ń。” 箴言11:24, 25 {T9 253.2}

“高明人却ƻ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 以³ÌR32:8 （ƾ者注：“高明”原文作liberal，
即“慷慨”的意思） {T9 253.3}

上帝凭他的智慧在救恩的O划上已定下作用与反作用的定例，使一切善行在各方面都得双倍的Ǒ
福。凡周ċŁ人的人是�别人造福，然而自己所得到的福气却是更大。 {T9 253.4}

福音的光荣

�了使人能收�行善的好5果, 我�的救主v了个O划，把人列�自己的同工。上帝不需要人的
帮助，也可以h到拯救罪人的目的；但他知道若不使人在�件大工上有份，人就没有喜�。上帝凭
借一W串足以激	�心的机遇，Ǒ人培育慈善心愿的最好手段，�他不断地施舍来帮助Ł人并推�
他的圣工。�个Ð坏了的世界，因其种种需要，正在吸引我�付出金H和感化力，将真理F�奄奄
一息急需救恩的男男女女。当我�响8�些呼求，努力去行善�， 我�就必ĝĝ被那�我�成�Ɯ
Ł之主所同化。我�施舍，使别人得福，同�我�自己就此_累了真正的Ü富。 {T9 253.5}

福音的原¨，是要��表慈善的品格，藉以在堕落人类身上恢复上帝的形象；�乃是福音的光
荣。�个工作是在天庭开始的。在天上，上帝先�人一个无可置疑的�据，使人知道他是多么�他
�。在¦翰福音三章十六Q�：“上帝�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Ǒ�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ũ
亡，反得永生。”基督作�ǫƉ，表h了天父的心；�明天父既着手于人类的救ȗ，�了完成�¢工
作，他就会不惜任何代价，不V多么Ó重都甘愿付出。 {T9 254.1}

慷慨�¯的精神，是属乎天的。髑ȭ地的十字架彰£了基督舍身之�。�要使人得救，主献出一
切所有，最后�舍了生命。基督的十字架，足以感化每一个跟从救主之人的心，使之	出慈善的意
念。十字架所ȳ明的原¨就是施舍，再施舍。�个原¨若在一切慈善工作上切�地行出来，那就是
基督化人生的真果�。世俗的原¨就是占有，再占有，以��是ƻ幸福的路径。但是�个原¨若在
各方面�行起来, 其5果只能是悲苦和死亡。 {T9 254.2}

从基督的十字架上射出的福音之光，斥ð了人�的私心，鼓励人�慷慨施舍的善心。要我�捐助
的事增多，不C使我�兴Ɛ。上帝的旨意，是叫他的百姓跳出狭小的生活圈子，去从事更Ţ大的事
;。当此道德的黑暗Ǘ罩大地之�，他要求我�作无限的努力。上帝的百姓， 有d多将有被世俗的
虚c和Ɓ恋的Ă网罩住的危º。他�8明白，要他�捐H的事增加，是主的恩典；因�主若不把行
善的机会放在他�面前，他�就无从仿效主耶Ȧ的品格。 {T9 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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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1}

世上每一良好事物，都出于上帝全能的手，要表他
人类的�。Ł人属于他，圣道的事;也属
于他。金子是他的，ê子也是他的；只要他愿意, 他也能使金子和ê子象雨点从天上落下来。然而他
要人做他的管家。他把HÜ托付他�，不是要他�_聚起来，乃是要他�用以使别人得益E。�
�，他以人�媒介，把他的恩Ǒ分散各E。上帝定下�善行的O划，目的是使人效法他的�造主的
模�，使人具有慈善无私的品格，而最N能与基督一同享有永久荣耀的Zħ。 {T9 255.2}

十字架下的聚集

在髑ȭ地所表的�，8C复兴、巩固并散播在我�的各教会之中。我�Ǧ不8尽我�所能来ƣ
大基督�世界所ý立之原¨的影响�？我�Ǧ不8努力v立今所急需的慈善事;，并加增其活�
的效力�?如果你站在十字架前,3眼看�天上的王�你舍命,你能�ĳ心門�:“不!我没有什么可以�
人”�？ {T9 256.1}

基督的信徒，æ要永久不断地流露他的�。��是要吸引他�一同来到十字架下，除去他�一切
自私的{念，要他�与上帝合一，也要彼此相�合一。 {T9 256.2}

你�要存克己Ǣ牲的精神，¡聚在十字架前。你�若各尽自己的力，上帝就必Ǒ福�你�。当你
�来到恩惠的宝座前，当你�	�自己是靠一根从天上放下来救人脱离罪�的金þ与�宝座W在一
起�，你�
那些不U�上帝, 在世上无望的同胞，就必	出�心了。 {T9 256.3}

第三十二章不受�束的精神

（1909年5月30日在c盛ú召开的全球代表大会上的演a稿） {T9 257.1}

在离开澳洲之前，以及到了此地之后，我蒙指示�，在美国有一番重大的工作要做。那些在开始
�作工的老前Þ，大半都故世了；只有几位�在，因此以前d多具有丰富��的人所ë的重担就一
一地卸在青年人的肩上了。 {T9 257.2}

当我�将ð任移交�一般���有限的人�，有些危º是不得不防的。�世界上充斥着争权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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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脱离同工和分裂教会的思潮，已弥漫着我�的四周。有些人以�一切建立秩序的努力都*
有危º性，都是限制个人自由的，所以8当把它看作象教皇式的0制手段一�可怕。�些在心灵方
面受了撒但欺ė的人，�常夸耀自己思想的解放和行�的自由, 以��是一种美德。他�宣称自己不
听任何人的吩咐，不受任何人的制¦。我蒙指示：撒但的特别O划是要使人以�上帝�喜他�任意
而行，不听弟兄的Ǟ戒。 {T9 257.3}

�就是阻碍我�工作兴旺的一个ò重危º。我�必æǂ慎而切合�¹地行事，听取敬畏上帝的â
(的判断；只有��,我�才能得着平安和力量。否¨，上帝就不能在我�身旁，�我�与我�一同
作工了。 {T9 257.4}

巩固教会的¡5，才能l生最巨大的力量，足以除ũ一切ȰĀ的煽�， 并ȑ斥非上帝所允d的主
9。要是撒但真能�他的O划来混在我�中�，于�]最�急最需¡5合作之�，瓦解我�教会
的¡5，那他将如何的雀Ư啊！我�要平Ĥ地保持我�的Ģ`，使那��周密考Į而辛勤建v起来
的´Č系�和秩序，不致被破坏。不可�那些企/支配我�今工作的ƶ乱分子得逞。 {T9 257.5}

有些人以�，当我�就近末�，每一个上帝儿女尽可>独行�，不受任何宗教¡体的管束。然而
主指示我�，在他的工作上，没有>独行�的�回事。天上的Ø星都是受定律管束的，并且互相Ĝ
�，共同遵行上帝的旨意，一致服从那管理它�行�的自然之律。照�，上帝的工作若要健康Ĥ固
地&行，他的百姓也必æ¡5起来。 {T9 258.1}

那些行�Ƭ卒，Â止无常，自称�基督徒的人，可比作一群强壮而未受Í÷的y；一只向前拉，
一只向后拖，有主人	令，一只就ô勇向前，一只却伫立不�，拉它也不走。人若不在�Ţ大雄壮
的工作上取得和ƺ一致的行�，就必	生混乱。人若不与弟兄合作,要>独行事,�不是个好象。我
�各位同工，都8信任凡肯直爽地指出每件脱离正á之事的人。人若ë着基督的ɏ,他�就不会各走
各的路,而会与基督一同向前&。 {T9 258.2}

有些同工用尽了上帝�他�的力气，但他��没学会自己不C>独行�， 却8与他�的同工共同
努力。若不如此，他�的努力不是方法不
�就是不得其�，以致常与上帝的旨意相背。5果力气
白L，�不如不做。 {T9 258.3}

意�不同之人的,�

从另一方面a，有�某种特殊的工作, 是很少人能做的，上帝就引 几个人去做。在此情形之
下，教会的2袖必æǂ防Ā斥他人。身任2袖之à的人，
于不是�
符合自己主9的行�，不可
急于指摘，更不可以一切O划都必æ反映他�的个性。他�不必怕别人做不好，而不信任之。因�
他�若不肯信任一位存ǥ卑服�的,忱，而依着上帝的引 在做一种特殊工作的同工弟兄，他�就
无异是在阻ǭ上帝圣工的&展。 {T9 259.1}

上帝能够并且愿意重用一些未在人v的学校中受�全面教育的人。我�如¯疑上帝没能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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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明£的不相信他；也就是我�以自己的�解限制那位无所不能之主的无上权力。我�不可有�
种不必要的多Į的ǂ小慎微！因��种n度会使教会的d多人才荒ġ不用;��就堵塞了我�的路,使
圣灵无从起用人;也使一般极愿在基督的P`上效力的人空Û无事;并且使d多若有良好机会就能成�
上帝敏捷工人的信徒灰心失望。 {T9 259.2}

在先知以西5看来，那Ë中套Ë和与它�相关的活物的外貌似乎复î 懂。 然而全智者的手£在
ØË之�，其工作的5果便是完美的条理与和ƺ。每个Ë子在上帝手中是与其他Ë子行�完全一致
的。我蒙指示，作�上帝媒介的人往往�于抓权，#/自己管理主的工作。他�因�多采用自己的
方法和O划，而离开了我�全能的主上帝；在工作&展方面，不能��都信靠他。�是�Ā的,因�
无V是$,一刻也不能妄想自己有力量治理属于那位大主宰耶和c的事。上帝凭自己的旨意，正在¾
x一条道路，只有��才能使他的工作由人来做成。所以每个人，8站在自己的Ǔ位上，尽他有
的ð任，并且U定上帝�他的指 。 {T9 259.3}

全球�会

我常受上帝的指示�，无V是$的�解，都不一定要屈从于别人的�解之下。我�也不可把一个
人，或少数几个人的思想当作智慧和能力来管理我�的工作，确定&行的方ĕ。但是在全球-会
上，从各地来聚会的弟兄的意�一�采ŏ�行，个人的�解和{念便8服从大局，不可固ĉ己�。
每个同工都不可把反
大Ø的È案、�愎自用@�可嘉之E。 {T9 260.1}

有�会有少数担ë-管之à的人，借用全球-会的名行使不智的O划并使上帝的工作受阻。我曾
��， 我不再把�几个人所代表的全球-会的主9看�上帝的声音。然而，�并不是�，我�不必
尊重的�世界各E，正式派出代表出席的全球-会的决È。上帝已命定，从世界各地教会派来出席
全球-会的代表是有权柄的。不�普通人最易犯的毛病，便是把上帝所交于�ƻ他工作前途&展而
召集的全球-会的判断和	言权，交�一个人，或少数人，以致上帝所Ǒ�他教会的全部威权和]
力，反落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手中。 {T9 260.2}

上帝所交�教会的�种权柄，如果完全落在一个人的手中，且他一人的思想裁判了Ø人的思想，
那么圣�á定的秩序就此被改!了。撒但在��一个人的思想上所做的工作, 必是最奸巧，有�几乎
能完全主宰他。因�魔鬼要打算借着他一人的思想影响其他d多人的思想。所以我�要把最高´Č
权交�整个教会，而不是某一个人或一小群人。 {T9 261.1}

第三十三章�任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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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5月30日在c盛ú召开的全球-会代表大会上演a稿） {T9 262.1}

上帝要他的百姓作一个通情h理的人。照他的安排，:出代表出席我�的会È。被:的人必æ�
��践�明是忠�可靠的。:Â大会代表是一件重要的事。�些代表要È定工作&行的O划和方
ĕ；所以他�必æ精明善断，并富有Ǡ½思X。 {T9 262.2}

“第二天，摩西坐着Ƙ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他向百姓所作的
一切事,就�: ‘你向百姓作的是什么事呢？你�什么独自坐着，Ø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
呢？’摩西
岳父�：‘�是因百姓到我�里来求(上帝。他�有事的�候就到我�里来，我便在两造
之�施行Ƙ判。我又叫他�知道上帝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你�作的不好。你和�些百姓
必都疲ǀ，因��事太重，你独自一人s理不了。在你要听我的�，我�你出个主意，愿上帝与
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上帝面前，将案件奏告上帝；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Í他�，指示他�当行的
道、当作的事； 并要从百姓中Ȗ: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ā�无妄、恨不µ之Ü的人，派他
�作千夫�、百夫�、五十夫�、十夫�、管理百姓。叫他�随�Ƙ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
里，小事他�自己可以Ƙ判。��,你就T省些,他�也可以同当此任。 {T9 262.3}

“‘你若��行，上帝也��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百姓也都平平安安ü回他�的住E。’ {T9

263.1}

“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按着他所�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Ȗ:了有才能的人，立他�
�百姓的首2，作千夫�、百夫�、五十夫�、十夫�。他�随�Ƙ判百姓，有 断的案件，就呈
到摩西那里，但各�小事他�自己Ƙ判。” 出埃及418:13-26 {T9 263.2}

关于Ȗ:教会的ëð人?, 使徒行F第一章也教Í我�。自从犹大叛离了基督，十二使徒之中就
有了一个空位，所以必æ另:一人代替犹大。V到�个(1，彼得�： {T9 263.3}

“所以主耶Ȧ在我�中�始N出入的�候，就是从¦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被接上升的日子�
止，必æ从那常与我�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同作耶Ȧ复活的��。于是:Â两个人，就是那叫
作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瑟和y提Ì。 Ø人就祷告�：‘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两个
人中，指明你所Ȗ:的是$，叫他得�使徒的位分。�位分犹大已�ì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
是Ø人�他�ÊÃ，Ê出y提Ì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 使徒行F1:21-26 {T9 263.4}

从以上的几Q圣�，我�知道上帝指派某些人去担任某种à�。上帝也教 他的百姓行�ǂ慎，
ř明地:�不辜ë圣à的人。基督�代的信徒，在:Â担ë圣à之人的事上，既需上帝的ő察，我
�代的人更8C慎重行事。我�必æ把一切事放在上帝面前，ȏ切祈祷，求他�我�:�。 {T9

264.1}

天上的主耶和c已Ȗ:了有��的人，ëð他的工作。�些人必有特殊的影响。但我�若要每个
人都有�种影响，�是不可能的。凡被Ȗ:在上帝的工作上ëð的人,不可ȅ莽从事，不可�于自
信，尤不可存私心。他�的榜�和影响，决不可助�罪�的声]。上帝不准d人�立足以使他的工
作ǳ�平凡而消ũ其8有之神圣性的思想。上帝的工作,
于他的百姓来�，8C日臻圣洁。在各方
面，我�都要ĵ美真理的崇高本S。凡被立�本会各机关中ëð上帝工作的人，必æ�刻v法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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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意志和道路�尊�大。圣工的健全与否，全在乎各教会中被指定ĉ行上帝旨意之人的忠�程
度。 {T9 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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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1}

一个警告

“耶Ȧ在Ƥ城中行了d多异能，那些城的人N不悔改，就在那�候ðx他��：‘哥拉汛哪，你有
Ʀ了！伯塞大啊，你有Ʀ了！因�在你�中�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Ă、西ú,他�早已披麻蒙灰悔改
了。但我告©你�，当Ƙ判的日子，推Ă、西ú所受的比你��容易受呢！’ {T9 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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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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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ē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ǥ卑，你�当ë我的
ɏ，学我的�式,��， 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我的ɏ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T省的。”’ y太
福音11:20-30 {T9 265.5}

ǥ卑温柔而以慈仁�¯的人，-是Ĥ当的。然而同�我�
于基督的教Í,却要�如Ú石地遵行。
他的每一句�,我�都要�
地重@，W一个字也不可忘却。真理必定永久存留。我�决不可相信什
么Ƃ言或虚Ƈ的事。凡是相信的人，5果就必Ǆ失永生。我�在要修直我�脚前的道路，免得跛
足的人Ā入歧途。跛足的人如果偏离了安全的路途，除了那2他�走�路的人以外，�有$Cëð
呢？主的�，就是永生；但是他�把他的Ǟ戒罔�,反去信从那�Ƃ之父的欺Ǿ。 {T9 266.1}

我有几句�要a�凡以�到伯特克勒去受教育是没有危º的人� 听；主已摧ŝ了我�v在那里
的两个最大的机关，并屡次警告我�，正如基督从前警告伯塞大和迦百Ė一�。我�必æ,切注意
上帝口中所出的每一句�，因�我�背离主的吩咐，就是有罪了。救主催促行�的人悔改。凡虚心
悔罪的人必蒙赦免。主必不4念他�的�犯。但人若以�承U罪孽就是示弱，反而倔强到底的，就
不会得蒙ǝ赦，不会看基督�他的救主；却必在�犯中越陷越深，以至罪上加罪，�上加�。到那
案卷都展开，并各人都照着案卷的4�受Ƙ判的日子，��的人将怎么s呢？ {T9 266.2}

(注)

我�要�心地研究ī示�第五章的�。�一章
于在末世上帝的工作上有份的人，是极关重要
的。有的人已受欺哄，他�不Ŭ得将有什么事要Ć到世界。凡�自己的思想被蒙蔽而不知道什么叫
作罪的人，是受了可怕的欺ė。若不决心改�，到上帝宣告Ƙ判万民之�,他�就要£出ż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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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犯了律法，背了永¦，就要照他�所行的受Z8。 {T9 267.1}

“揭开第六印的�候，我又看�地大震�，日�!黑象毛布，M月!Y象血，天上的星辰ǒ落于
地，如同无花果ý被大)Ê�，落下未熟的果子一�。天就挪移,好象R卷被卷起来；山岭海z都被
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o、富j、壮士和一切�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
石穴里，向山和岩石�：‘倒在我�身上吧！把我�藏起来，ŭ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因
�他�忿怒的大日到了，$能站得住呢？”’ ī示�6:12-17 {T9 267.2}

“此后，我{看，�有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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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枝，大声喊着�: ‘愿救恩ü与坐在宝座上我�的上帝，也ü与羔
羊。’…… �些人是从大患 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²了。所以，他�在上帝宝座前，
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ą幕覆庇他�。’‘他�不再Ǵ、不再渴、日�和炎,也必不B害
他�，因�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2他�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一切的眼泪。”’
ī示�7:9-17 {T9 267.3}

从以上�文可看出两等人：一等人是�自己受ė，与
抗上帝的人�伍。他�Ā解了上帝所F�
他�的信息，穿上了自称�µ的袍子。罪在他�眼中并不算罪。他�将假道作�真理来宣a，以致
有d多人跟着他�Ā入迷途。 {T9 268.1}

我�在要ǂ慎自己。上帝的警告已F�了我�。 道�不能看出基督在路加廿一章上所�的¾
言正在8��？我�有多少人是在研究基督的�呢？有多少人是在欺ė自己，Ǆ失了凡相信而®从
的人所得的福气呢？恩典的ÿ容�期�没�去，在我��享有特权，可以抓住福音中的希望。�
我�悔改重生，ì弃一切罪�,好�主来涂抹我�的�犯。“天地要ġ去，我的�却不能ġ去。你�要
ǂ慎，恐有因Ɓ食、醉酒，并今生的思Į累住你�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Ă忽然Ć到你�，因�那
日子要��Ć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你�要��警醒，常常祈求,使你�能逃避�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站在人子面前。” 路加福音21:33-36 {T9 268.2}

我�
基督的警告， 道要当作耳旁)�？乘在�可以听�恩主的仁慈的声音，我�Ǧ不8当
殷切努力痛心悔改�？ {T9 269.1}

“所以，你�要警醒，因�不知道你�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是忠心有��的仆人，�主人所
派，管理家里的人，按�分粮�他�呢?主人来到，看�他��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在告©你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仆心里�：‘我的主人必来得Ŀ，’就�手打他的同伴，又
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E治他，定他
和假冒�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Ơ了。”y太福音24:42-51 {T9 269.2}

第三十四章%卑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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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8月15-31日在加州洛杉ȩÂ行的ą篷大会上的演a稿） {T9 270.1}

上帝已�我特别的Í令，要我7告他的百姓，因危º�期已�Ć到我�。在世界上,ƶ乱和暴力的
事日�增加。教会里，人的权]一天天膨Ǚ；一些被:任à的人，都以�自己享有特权可以管Ȥ别
人。 {T9 270.2}

凡受上帝的:召，在他工作上担任重要à�的人，8养成一种ǥ卑依靠上帝的心，不可一味地0
权；因�上帝并没有召他�做什么�治的工作，乃要他�在凡事上与同工的弟兄�商量而行。无V
哪一位同工，一律都8服从上帝的命令和教Í。 {T9 270.3}

F明的:�

因�南加利福尼Ì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今那里所有的种种困 和(1，我�至少8C:Â五位
有智慧有��的人，来与区会和�合会的会�共同Ķ商各¢工作&行的O划与方ĕ。有些人想要管
理比他�更有ŧ�的人，�种n度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他�既有��的n度和行�，就是£明他�
没有w格担任他�所占的重要à位。无V什么人若是想ƣ大自己的]力去管别人，就此�明，将教
会的ð任委托他是危º的事。 {T9 270.4}

不要以�手中没有H，就一定不能投w置l。 象我�所+的斐喃多（Fernando）学校的地l
和�谷（Paradise Valley），格ø德尔（Glendale）和Ăy林h等EĽ养院的地l，都是得利的。
但在那�候我�若抱了无H不能投w的{念，就必失去�些良机。 {T9 270.5}

往 前 走

等手中有了H才可以投w去做我�O划中的工作，�并不是最ř明的主9。在建立圣工方面，主
并不一定�他的仆人ş平道路，�他�看明全程。有�他故意##他�，要他�凭着信心前&。他
常常把他�引到窘迫困 之E，在他�的脚似乎将要踏&Y海的海水之中�，竟吩咐他�往前走。
正当��，他的仆人以真ā的信心ȏ求他�，他就必�他�开条出路，2他�到广Ʃ之地。 {T9 271.1}

主耶和c要他的百姓在�些日子里相信他必�他�行大事，好象从前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的路
上主�他�所行的一�。我�必æ养成�
信靠主的信心，以致在最困 的境遇中也能毫不犹疑地
服从他的吩咐。“往前走！”�就是上帝
他百姓的命令。 {T9 271.2}

要�行主的旨意，æ有信心和�意®从的精神。当主指出必æ在圣工能	Ū影响的地方展开工作
�，我�就8C凭着信心走，凭着信心工作。 藉着我�敬虔的�人、ǥ卑的n度、我�的祈祷和,
忱的服�精神，我�就能尽力使Ø人ħ�上帝在他�中�所�建的善工。主本有旨意要使Ăy林h
Ľ养院成�本会的l;，而且他是在象河水泛ǜ般的重重困 之下成全�件事的。 {T9 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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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事;ƻ个人的利益，是一回事。在�方面，人可以按自己的判断行事。但在地上&行上
帝的工作，¨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若指定某E地皮8当+下来	展他的事;，&行他的工作，不V
是s医院或学校，�是其他各种事;，只要有��的同工能有信心并确信上帝的旨意，毫不Ŀ疑地
�取他所指出的v施，那么上帝必3自成就此事。我�并不想攫取人家的l;，不�遇有机会�，
我�8立�抓住它,以ƻ工作的	展。��做了之后，我�就当尽我�一切的努力，求得上帝百姓的
慷慨捐助，以X持�些新的v施。 {T9 272.1}

上帝常看�他的工人犹疑不决,不知怎�&行才好。��，如果他�能信靠他，他必将他的旨意指
示他�。上帝的工作正在迅速推&。他的百姓若肯响8他的呼召，他必使有wl的人�意捐款，使
他的工作能在地上完成。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底，是未�之事的确据。” 希伯来R11:1 上帝的百姓
只要信靠上帝的�，就会得着所需的Ül，�他�能在等着听福音的大城市中作工。 {T9 272.2}

有些同工
F福音抱着一种冷淡、拘泥和犹疑的n度，因此大大地得罪了上帝的圣灵。使徒保Ă
�：“凡所行的，都不要	怨言，起争V，使你�无可指摘，ā�无Ƈ，在�弯曲悖Ȱ的世代作上帝
无瑕疵的儿女。你�£在�世代中，好象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
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ē。我以你�的信心�供献的祭物，我若被Ǯ奠在其上,也是喜�,并且与你�
Ø人一同喜�。” 腓立比R2:14-17 {T9 273.1}

我�要在各人心中激起活的信心，基督使每一位信徒都能具x�种信心。上帝既开拓了道路，我
�就要推&他的工作。当上帝把他的百姓2到困 窘迫的境地�，�就是他�的好机会,要聚集在一
起祈祷ȏ求，�刻不忘一切事物都从上帝而来。凡没在�末世的工作上有分而受�#Ŋ的人，很快
就必��那足以考�他�
上帝的信心之困 的境遇。在前有Y海，后有追兵，无路可走的�候，
上帝偏吩咐他的百姓“往前走！”�就是他在#�他�的信心。所以当你�遭遇�些危º�，要信靠基
督往前走，一步一步地走在他所指定的道路上。#探是要来的，但你�要前&。��你�就能得到
一种��来增强你�
上帝的信心，使你�有w格担任至ā至忠的服�。 {T9 273.2}

基督的榜


上帝的百姓，在属灵的事上æ有更深=更丰富的��。基督是我�的榜�。我�如能以活Ƽ的信
心和圣洁的®从来
待上帝的�，以此£示出基督的慈�和美德，又能在工作上£示我�
上帝的
指 有正确的概念，我�便能	Ū一种取信于人的能力。地位的提高，并不增加我�在上帝眼中的
价�。上帝
人的�价,是根据人遵行他旨意的虔ā和忠心的程度而定的。上帝的余民在他面前行事
�人，若能虚心ǥ恭地信靠他，他必使用他��他永久的旨意，使他�能同心Ķ力地将基督所£
明的真理F�世人。他必任用一切人──男女老少──使真光向世人	出，并呼召出一班忠心守他ȣ
命的百姓。由于他的百姓
他所£出的信心，上帝要使世人知道他是真神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
{T9 274.1}

使徒保ĂǞ我��：“只要你�行事�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你�，或不在你�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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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听�你�的景况，知道你�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Ĥ，�所信的福音ģ心努力。凡事不怕ļ人
的¥吓，�是�明他�沉ǳ,你�得救,都是出于上帝。因�你�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他
受苦。” {T9 274.2}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Ǟ勉，�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ȡ，你�就
要意念相同，�心相同，有一�的心思，有一�的意念，使我的喜�可以M足。 凡事不可5党，不
可Ɓ/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ǥ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T9 274.3}

“各人不要>â自己的事，也要â别人的事。你�当以基督耶Ȧ的心�心。他本有上帝的形像，不
以自己与上帝同等�强Ɨ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人的�式。既有人的�子，就自己
卑微，存心®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至高，又Ǒ�他超乎万名之上的
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Ȧ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Ȧ基督�主，使荣耀
ü与父上帝。��看来，我3�的弟兄，你�既是常®服的，不但我在你�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
你�那里,更是®服的，就当恐惧P兢，作成你�得救的工夫；因�你�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
心里G行，�要成就他的美意。” 腓立比R1:27-30; 2:1-13 {T9 275.1}

上帝吩咐我，将�些�告©南加利福尼Ì的本会信徒。无V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教会成立，我�
都需要�种教Í；因�我�的�伍里已在出一种反常的��。 {T9 275.2}

在人�正需要在上帝面前存着ǥ卑的心，学e照他的意思行事的�候。那些企/控制同伴的
人，
于自己�种n度，8加考Į，要知道自己究竟是出于什么精神。他�8C禁食祈祷，虚心ǥ
卑地呼求主。 {T9 275.3}

基督在世��我�Ø人留下了一个可效法的榜�。 他â恤他的羊群，他不想同任何权]来限制他
��他服�的自由。他从未叫人来做他子民的�治者。真正出于圣�的信仰，是使人控制自己，不
是去控制别人。作�上帝的百姓，我�需要被圣灵充M,使我�毫不自傲地去Fŋ上帝所交托我�的
ò正信息。 {T9 275.4}

弟兄�，把ðx的�留�自己吧！你�要教 上帝的羊群仰望基督,不要看有�失的人。凡成�真
理之教?的人,必æ在自己的生活上5出圣洁的果子。他�若仰望基督,并跟着他走，就可以使他�所
引2的人于无形中�到一个活Ƽ的、学而不ß的基督徒的形象。所以要�上帝教 你�他的方法，
要天天求(他以明白他的旨意。凡真心求告他的人, 他必�他�确切无Ā的指 。你�“行事�人就
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以弗所R4:1 在日常的生活和祈祷中，都要Ȯĵ上帝。你�若能��表生命
之道，就能激励别人来做基督的門徒了。 {T9 276.1}

第三十五章告南加利福尼�的同工

今早我深感不安，心里�南加利福尼Ì的境况担Ğ。上帝已把工作分配�每个人，但有些人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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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虔敬地以他�个人的ð任�念。 {T9 277.1}

一个同工虽被推:担任某种à�，但�à�本身并不能ǣ予他前所未有的才能。>是高的地位并
不能叫人在品格上生出基督徒的美德。人若自以�凭个人的p力就足以筹划一切，支配各方面的事
�，�就足以£明他ò重地缺少智慧。因�在地广人Ø、事�繁ǉ的区会里，其中的ð任决非任何
一个人的智力所能担当的。 {T9 277.2}

然而主向我指出一种更大的危º，就是我�的同工中都在滋�一种{念，以�我�的各F道士和
其他à?，8C依靠几位�首的人来指明他�当作的事。一个人的思X和判断不足以管理并主持全
区会的事�。教会或个人，都各有各的ð任。上帝已将智慧能力Ǒ�每一个人,要他去使用而求增
&。 人若G用他的天才，就能增加工作的能力。上帝已Ǒ�每个人以判断能力，要他去使用、增
&。一个区会的会�，决不C以他个人的�解凌Ń于别人的�解之上。 {T9 277.3}

无V在哪一个区会里，一切未�弟兄�从各方面加以周í考��的提È，决不可草草通�。有
�，因�某¢O划是会�提的,大家就以�可以不必求上帝的同意;因此有些
教友灵性无益的提È竟
被通�了。其5果乃与当初所¾料的大相ƹ殊。�种s法不是上帝所定的。�有d多事情要�投票
后裁决，但所l生的影响却=出乎所¾料之外。因�要是投ĵ成票的人在表决之前若把�(1从各
方面考Į一下,他�是决不会ĵ成的。 {T9 278.1}

在今�代中，我�
上帝的工作，决不可T忽怠慢。我�必æ天天,切地ó求主，方可
将Ć
到我�的事作相当的准x。我�的心里必æſ除一切q越感而�真理的原¨在心中生根。不V是青
年，中年，�是老年人，都8C从在起表基督品格上的美德，天天追求灵性上的&步，以便在
主的工作中作Ó重的器皿。 {T9 278.2}

“耶Ȧ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門徒
他�：‘求主教 我�祷告，象¦翰教 他的門
徒。”’　路加福音11:1　耶Ȧ8門徒的要求所教他�的祷告，不是用夸9�听的言辞，却是很�>地
�出灵性的需要。�虽只有几句，然而都关及日常的需要。 {T9 278.3}

每个人在上帝面前， 都有向他Ħ述自身的特别需要和表示个人
于日常所受恩惠之感激的权力。
然而有d多冗�乏味、无�S内容、无信心的祷告献在上帝面前，非但不足以使他�喜，反而使他
ß倦。我�十分需要清洁虔ā的心，需要�强的信心。救主8d�：“你�祈求，就�你�；ó找，
就ó�；叩門，就�你�开門。”　y太福音7:7 我�8敦促自己信靠主的�句�，并使我�一切的
工作都£示主的慈�和恩光。我�必æ抓住基督,抓着不放,直到我�感�他那改造之恩的能力在我�
身上表出来。我�如欲反映主圣洁的品格,非信靠基督不可。 {T9 278.4}

基督道成肉身，一生克己祷告，天天与Ż惑争斗，以期扶助今日被Ż惑所困的人。他是我�的能
源，是我�的力量。他希望人类仗着他的恩典，得与上帝的性情有分，而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Ð
坏。我�
新旧两¦所'的上帝的�，若能忠心研究，并在行�上�行出来，就可以得着属灵的智
慧和生命。我�必æ将��ư重地珍藏在心中。相信上帝的�和基督改!人生的力量,将使信徒作他
的工作，并在主里面做一个快�的人。 {T9 279.1}

我屡次受上帝的吩咐，要
本会的教友�：你�要信托依靠上帝；不要依靠任何有�失的人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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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你�的本分。你�有权利�：“我要将你的名F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ĵ美你。 你�敬畏耶和c
的人要ĵ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他没有蔑@憎�受苦的
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ĵ美你的�是从你而来的；
我要在敬畏耶和c的人面前�我的愿。ǥ卑的人必吃得ę足，ó求耶和c的人必ĵ美他，愿你�的
心永=活着。”　û篇22:22-26 {T9 279.2}

�几Q圣�是十分中肯的。每个教友，都C向上帝去求(明白自己的本分。弟兄彼此商È，固然
是8当的；但每当有人要指定弟兄8C做什么的�候,他�就8C回答�:我�以上帝�我�的â(。
凡虚己ó求主的人,必知道他的恩典是充足的。可是一个人若�别人来站在他和上帝所指示他的本分
之�，信靠人,跟从人,他就Ǆ失了正当的立"，站在虚假和危º的地方了。��的人,非但不能成�
&步,反将Ǆ失他灵性的能力。 {T9 280.1}

任何人都没有Ñ救品格缺欠的能力。我�每个人的希望和信靠，都必æ放在那位超乎人类能力之
主的身上。我�要永=4住：只能从那位大有力量的主身上得到帮助。主已�每一个愿意接受的ç
弱人伸出了援助的手！ {T9 280.2}

加州散尼泰利 1907年10月3日 {T9 280.3}

第三十六章“我是幼童”

所Ă門初即王位�求告上帝�：“耶和c我的上帝啊，如今你使仆人接\我父3大Î作王，但我是
幼童，不知道8当怎�出入。” 列王4上3:7 {T9 281.1}

所Ă門接替他的父3大Î作以色列的王，上帝大大地尊荣他。我�都知道他后来成了地上一个从
古以来最Ţ大、最富足、最ř明的皇帝。所Ă門�做王的�候，就受了圣灵的感�，明白自己的ð
任是何等重大。他虽具有充分的才干和能力，但他�得若没有上帝的帮助，他-象幼童一般，无力
担ë那�的ð任。所Ă門在耶和c面前承U�：“我是幼童，不知道8当怎�出入。”���的�候，
正是他一生最富有、最ř明、最Ţ大的�候。 {T9 281.2}

在梦中耶和c向所Ă門£，
他�：“你愿我Ǒ�你什么？” 列王4上3:5 所Ă門就用上面的�
表示自己的ç弱和需要上帝的帮助。他又接着�：“仆人住在你Ȗ:的民中，�民多得不可Õ数。所
以求你Ǒ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能判断�Ø多的民呢？ {T9 281.3}

“所Ă門因�求�事，就蒙主喜悦。上帝
他�：‘你既然求�事，不�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
ũ�你仇ļ的性命，>求智慧可以听ȧ， 我就8允你所求的，Ǒ你ř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象
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象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Ǒ�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
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但�事也有条件的。上帝
他�：“你若效法你父3大Î，遵行我的道，
ǂ守我的律例、ȣ命，我必使你�寿。” {T9 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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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Ă門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c的¦ų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他
Ø臣仆vĊ筵席。” 列王4上3:8-15 {T9 282.1}

凡居重要à位的人，都8C从所Ă門的ǥ卑祷告中吸取教Í。他�8永=4住à位决不能改!人
的品格，也不能保�人不会失Ā。一个人的地位越高，他的ð任就越重，所	Ū的影响也越广，他
就越8C感�自己
上帝的能力和智慧的依靠，以及培养最q良和最圣洁品格的必要。凡在上帝的
工作上担任à位的人，æ�刻4住：上帝召他�来作工，同�也要他�步步留神地走在他面前和Ø
人面前。他�不可U�自己的à�是	号施令指Ū人，乃8�悟到自己也C作个学生。如果一个身
ë重任的同工不能U�到�一点，他越早卸下他的àð，
他自己和上帝的圣工越好。 à位本身决
不能ǣ予人圣洁和完美的品格。惟有敬畏上帝和持守他ȣ命的人，自己必受尊重。 {T9 282.2}

每个人都8存着ǥ卑的心自(:“我配不配担任�个à位？我可曾照着上帝的旨意来施行公µ和判
断正直�？”救主在世上�我�留下的榜�告©我�，不可仗着自己的力量行事，却要人人象所Ă門
那�看自己�一个“幼童”。 {T9 283.1}

“效法上帝，好象蒙慈�的儿女一
”

每个真悔改的人能�：“我是幼童；但我是上帝的幼童。”主付出无限的代价，才打开了一条出
路，使人类能藉此恢复上帝儿女的地位。起初，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我�的始祖听信了那#
探者的Ż惑，才屈服于撒但的权]之下。只是人虽:�了罪�之路，上帝却没有把人ì弃，任凭人
去担当可怕的5果，他当�就8d一位救ȗ主。上帝
蛇�：“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仇；你的后
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仇。女人的后裔要B你的�，你要B他的脚跟。” �世ä3:15 所以在人�
没听到有关荆棘和蒺藜，所要遭受的悲愁与ē苦，以及他�要ü到Š土之前，就先听�了那确能使
他�l生希望的�。一切因投降撒但而失落的，都能因基督而复得。 {T9 283.2}

上帝Ǒ下他的儿子来救ȗ人类。在那无罪者�有罪者所受的无限痛苦之中，那救ȗ人类脱离ŝũ
者的]力并使人恢复上帝形象的代价已�付出了。 凡接受基督救恩的人，就要在上帝面前虚心ǥ恭
地做他的幼童。 {T9 283.3}

上帝要他的儿女向他求那些能使他通�他�向世界£示自己的恩典的事。他要他�ó求他的指
 ，承U他的权能。基督
他�之舍命的人，有�的索求。他�若要享受他�一切在地上表他品
格的人所¾x的福�，就必æ服从他的旨意。我�能�悟自己的ç弱，�是好的。因�只有如此，
我�才会去ó求父所�于Ǒ�他儿女，帮助他�天天与�]力ô斗的智慧和力量。 {T9 284.1}

教育、Í÷和接受��丰富之人的指 ,�些都是必要的；然而我�仍æ教 同工不可完全依靠任
何人的判断。我�是上帝Ǒ以自由权的人，都8C向他求智慧。学e的人若完全依Ũ别人的思想，
遵行别人的O划，一步也不多走，那末他无非是以那人的眼睛�眼睛，也不�是别人的影子而已。
{T9 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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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努力的�"

“人……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ħǑ。”　哥林多前R3:14　到那些忠仆聚集在上帝和
羔羊的宝座四周之�，他�所要得的ħǑ真是荣耀无比。使徒¦翰在世�到上帝的威荣之后，就倒
在地上象死人一�；因�他受不住�种威ò。但是到了上帝的子民得了不会朽坏的身体以后，他�
就能“�他的真体”　¦翰一R3:2。　他�必站在宝座前，在�子里蒙悦ŏ。他�的一切罪�都被涂
没了，一切�犯都有主承担了。那�他�就能清清楚楚地看�上帝宝座的荣光。他�曾与基督一同
吃苦，与他共救世人，此�也可与基督一同看�d多得救的人在天国中永=Ȯĵ上帝。�是多么快
�啊！ {T9 285.1}

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我Ǟ你�要¾x好迎接那Ń云降Ć的基督。你�要天天ì开Ɓ�世俗的
心，通�3身的��明白与基督交通究竟是什么意思。你�当�Ƙ判之日作好准x，以便基督到来
受Ø信徒Ȯĵ之�，你�也能平平安安地迎接他。到那日，凡蒙救ȗ的人，必	出圣父圣子的荣
光。Ø天使也要Ĭ着金琴迎接大君王和他的P利品──那些被羔羊之血洗²而成�洁白的人。Ǌ旋的
歌声将洋溢全天庭。基督Õ利了！他*着蒙救ȗ的人同入天庭， �些人都要��救主的Ǣ牲和他所
受的苦不是徒然的。 {T9 285.2}

主的复活和升天，是上帝的圣徒必PÕ死亡的确�，并£明天国的門是向凡被羔羊之血洁²品格
的人敞开的。耶Ȧ升到天父面前，作�人类的代表。上帝必使凡彰£他形象的人，看�并同得他的
光荣。 {T9 286.1}

寄居世上的天路旅客，是有家�他�准x着的。仁µ正直的人，N必身穿µ袍，�戴荣冠，手ĉ
Õ利的棕枝。到那�，我�就会明白上帝使我�在世上受的困惑究竟有什么用意。到那�，我�所
 以理解的事都必了然。到那�，主洪恩的神秘必公然£明。我�在以有限的思X所遇�凌乱不
堪的景况和不ƒ的8d，就会£得非常完美，非常和ƺ了。到那�，我�才会知道在所受的最
大困 ，无非是上帝无限慈�的使然。我�才会	�上帝是何等地眷â我�；他使凡事都互相效
力，叫我�都能得益E。于是我�就M心�喜，真有�不出的快�和全x的荣耀。 {T9 286.2}

天庭的气氛中没有痛苦存在。在被ȗ之民的家里，没有流泪，没有Ǆ葬，没有悲B的象。以³
ÌR三十三章二十四Q�：“城内居民必不�：‘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那汹涌
澎湃的喜�之潮，必�流不竭，愈流愈深。 {T9 286.3}

我�在�在�俗世的混乱与黑暗之中。但愿我��想将来的幸福。我�8以信心来Ƹ开一切Ŝ
云，注@那�世人之罪而死的救主。 他已�凡肯接待而信服他的人,开了�园之門，并且Ǒ他�权柄
作上帝的儿女。我�8把所遭受最大的苦 ，@�有益的教Í，使我�前努力去得上帝在基督里召
我�来得的Aħ。我�8想到主必快来而充M勇气，并因存着�个希望而M心�喜。希伯来十章卅
七Q�: “因��有一点点�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Ŀ延。”主来的�候，看�$是警醒的仆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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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便有福了。 {T9 286.4}

我�离家的路程一天一天地近了。�我�，甚至�我�舍命死的主，已�我�造好了一座城。新
耶路撒冷是我�的安逸之所。在上帝的城中，必不会有ĞB，我�永不再听�愁苦的Ɛ息，�望的
悲ƨ，失恋的哀歌。我�征Š仆仆的衣裳，行将|成婚筵的礼服。我�将3眼看�大君王的加冕。
凡将生命Ĩ藏在基督里的人，凡曾在�世上打�信仰的美好的仗的人，必在上帝的国中£出救ȗ主
的光Ƨ。 {T9 287.1}

再�不久,我�就要3自会�我�寄托着永生希望的主了。在他面前，此生的一切Ɩ 困苦都不足
道。“所以，你�不可ì弃勇敢的心，存��的心必得大ħǑ。你�必æ忍耐，使你�行完了上帝的
旨意，就可以得着所8d的。‘因��有一点点�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Ŀ延。”’　希伯来R10:35-
37　要向上看，向上看，愿你�的信心日日增添。�信心引 你�走在那条窄路上──那条路直通上
帝的大城， h到那�被ȗ者¾x的光明宏大、永久无Ł的世界。“你�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Ė
夫忍耐等候地里宝Ó的出l，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也当忍耐，�固你�的心，因�主来的日子
近了。”　雅各R5:7-8 {T9 2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