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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启示录14:6-8;马太福音25:1-13
注释：《善恶之争》第21,22章

最后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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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

聚光灯
“米勒耳说：“在我一切的工作中，我从来没有想要设立与
既有的宗派不同的个别组织，或是帮助某一个宗派去损害另一个
宗派。我的意思是要帮助一切的宗派。……我的唯一宗旨乃是要
引领人归向上帝，警告世人关于将来的审判，并劝戒我的同胞务
要作心灵方面的准备，以便安然迎见上帝。”（《善恶之争》第
21章，第2段）

‘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
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
倾倒了！’”
（启14:8）

你

的 看法？

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

下面这些警告，你最愿意相信哪个并为之作准备？
给下列警告排序，从你最重视的到最不重视的。
比如说，在你最重视的警告前面写上1，然后
挨次写下去。
政府发布恐怖袭击警报，告诉所有人
都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学校中的官员动员全体学生接种
流感疫苗。
一位朋友劝你为耶稣的即将复
临作好预备。
你的母亲叮嘱你开车时系上安
新娘和新郎
全带。
你的数学老师警告你，所有
“那时，天国好比十
同学都在为期末数学考试努
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
力复习。
新郎 。 其 中 有 五 个 是 愚 拙
学校的一个无赖威胁你要
在放学后打你。
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
天气预报说你所在的城市
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
即将遭受飓风来袭。
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
电台中有个人警告人们为
里。
2015年5月世界末日作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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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迟延的时候，她们
都打盹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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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
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
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
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
你知道吗，1844年10月22日，全美
的说：‘请分点油给我
数千民众聚集在一起，等候耶稣基
们，因为我们的灯要
督在这日从天降临？这些人的首领是
灭了。’聪明的回答
一位叫作威廉·米勒耳的浸
信会牧师，他通过对
说：‘恐怕不够你
圣经但以理书和启示
我用的，不如你
录书的研究，确信基
们自己到卖油
督会在这一天降临。
的那里去买
他们公开宣传自己的信
吧！’她
仰，变卖田产房屋，

你知道

宣布放弃这个世界，
并预备迎见他们
的上帝。他们在计算
耶稣第二次降临日期这
件事上犯了错，但他们受圣
灵引导、对于基督复临的热爱还
是催生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诞生。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
‘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
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
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
时辰，你们不知道。”
警告！警告！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
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
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
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
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
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
泉源的。
又有 第 二 位 天 使 接 着 说 ：
‘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
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
（太25:1-13;启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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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语连珠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
来了。”（太24:44）

请将这个故事中你感觉陌生的部分和你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概念圈起来。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
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启22:14）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
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
好了。”（启19:7）

本周圣经故事的第一部分是由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
耶稣这个比喻是对谁说的？

聪明的童女为新郎的到来做了预备。请问她们是如何预备的？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
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
本分（或作“这是众人的本分”）。
因为人所作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
（传12:13-14）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
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
意被召的人。”（罗8:28）

你会如何为耶稣基督的到来作预备呢？

言锦囊

名

我们从那些愚拙的童女身上可以学到哪些教训呢？

“或许你人生的全部宗旨就在
于成为对世人的警告。” ——
请用自己的话总结这个比喻中的信息。你觉得耶稣想用这
个比喻传递出哪些教导？

佚名。

“历史是一个巨大的提前预警系
统。” ——诺曼·古森，二十世纪美
国散文家和编辑。

本周圣经故事的第二部分是由上帝的天使所发
的两则严肃警告。请问第二位天使所发的信
息是什么？你觉得这些信息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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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接受有限的失望，但永远不
能失去无限的希望。[或：失望是有限的，
希望是无限的；前者必须接受，后者不能失
去。]” ——马丁·路德·金，二十世 纪美国浸信
会牧师，美国民权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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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请花点时间完成本周课程“你的
看法”中的活动。我们每天都会
收到若干个警告。有些警告是无
害的玩笑性质，但另有一些则是
非常严峻、性命悠关。我们在本
周课程中将审视上帝在祂复临前
所赐给人类的最后警告，以及人
们是如何回应这一警告的。
请阅读太26:64。关于耶稣重返地
球，祂都说了些什么？

请阅读太24:36。关于耶稣重返地
球的时间，祂都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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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警告就是我们本周课程的焦
点，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当使徒
约翰被囚禁在巴摩海岛上的时候，
耶稣将一直要延续到世界末了和
祂第二次降临时的各种大事向约
翰显现出来。耶稣给约翰信息中
的一条就在本周圣经故事的第二
部分——启示录14:6-8。
耶稣在启示录14章8节中发出了什
么警告呢？

“巴比伦”这个词在圣经中用来
代表世界上罪恶、腐败和混乱的
宗教体系。根据启示录14:8的内
容，为什么这里说这个庞大的体
系倾倒了呢？

耶稣为什么对自己的复临这么重
视？
你觉得应当如何警告世人为上帝
的审判作预备呢？

星期日
请阅读本周课程“走进故事”中
的经文并且回答“走出故事”中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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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为新郎（也就是耶稣基督）
的到来作预备十分重要，以至于
耶稣要用比喻的形式和当时的门
徒分享，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把这
个信息告诉现在的世人呢？你和
那些不是复临信徒的朋友分享这
则信息的时候是否感觉内心安稳
如常呢？

是否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接受上
帝的警告呢？如果不是，你觉得
其中的原因在哪？

星期二
请阅读本周课程中选自怀爱伦著
作的引文。你在这里读到的这段
话来自浸信会牧师威廉·米勒耳，
他在十九世纪中期曾经走遍美国
全境，宣传耶稣的第二次降临。

请阅读并思考罗马书1:16-17。

星期一
本周课程的存心节代表了有史以
来上帝向堕落人类所发的最重要
的信息之一。它是基督复临安息
日会最基本特征的若干核心真理
之一。三天使信息的第一条，要
敬畏上帝，并单单地敬拜祂。第

他的一些追随者为基督的第二次
降临设定了一个具体的日期——
1844年10月22日。不幸的是，他
们的预测落了空。这一天过去之
后，许多从前被吸引到基督面前
的人重新回到他们的生活中，拒
绝接受上帝的审判即将临头的警
告。

请阅读马可福音13:22。威廉·米
勒耳与耶稣此处提到的这些人之
间有何区别？

星期三
请阅读本周课程“妙语连珠”中
的经文。对那些预备迎见耶稣复
临的人来说，这些经文全都是极
其重要的信息。如果你也是当时
威廉·米勒耳的追随者，并且经
历了大失望，你会怎么做？你还
会继续信靠上帝吗？和大家分享
一下你的体会并说说理由。

星期四
本周所学内容，关于为耶稣的第
二次降临作预备，以及向世人传
递上帝呼召他们出离巴比伦的最
后警告，你觉得你为以下人员预备
妥当、安然见主能够做些什么？
1.为自己的家人：
2.为自己最好的朋友：
3.为你的邻居：

星期五
别人或许会因你的信仰嘲笑或小
看你，这是否会影响你和他们分
享这些警告的信息呢？如果你真
的相信耶稣很快就要降临，你将
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呢？

本周阅读*
《善恶之争》第21,22章。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请浏览以下网站获http://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
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坚持
这项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至少读
完一本历代之争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