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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故事：啟示錄14:6-8;馬太福音25:1-13
註釋：《善惡之爭》第21,22章

最後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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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著說：

聚光燈
“米勒耳說：“在我一切的工作中，我從來沒有想要設立與
既有的宗派不同的個別組織，或是幫助某一個宗派去損害另一個
宗派。我的意思是要幫助一切的宗派。……我的唯一宗旨乃是要
引領人歸向上帝，警告世人關於將來的審判，並勸戒我的同胞務
要作心靈方面的準備，以便安然迎見上帝。”（《善惡之爭》第
21章，第2段）

‘叫萬民喝邪淫、大怒之
酒的巴比倫大城傾倒了，
傾倒了！’”
（啟14:8）

你

的 看法？

買的時候，新郎
到了，那預備好了的，同
他進去坐席，門就關了。

下面這些警告，你最願意相信哪個並為之作準備？
給下列警告排序，從你最重視的到最不重視的。
比如說，在你最重視的警告前面寫上1，然後
挨次寫下去。
政府發佈恐怖襲擊警報，告訴所有人
都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學校中的官員動員全體學生接種
流感疫苗。
一位朋友勸你為耶穌的即將復
臨作好預備。
你的母親叮囑你開車時系上安
新娘和新郎
全帶。
你的數學老師警告你，所有
“那時，天國好比十
同學都在為期末數學考試努
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
力復習。
新郎 。 其 中 有 五 個 是 愚 拙
學校的一個無賴威脅你要
的，五個是聰明的。愚拙的
在放學後打你。
天氣預報說你所在的城市
拿著燈，卻不預備油；聰明
即將遭受颶風來襲。
的拿著燈，又預備油在器皿
電臺中有個人警告人們為
裏。
2015年5月世界末日作準
備。

走進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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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郎遲延的時候，她們
都打盹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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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半夜有人喊著說：‘新
郎來 了 ， 你 們 出 來 迎 接
他 ！ ’那些童女就都起
來收拾燈。愚拙的對聰
你知道嗎，1844年10月22日，全美
明的說：‘請分點油給
數千民眾聚集在一起，等候耶穌基
我們，因為我們的燈
督在這日從天降臨？這些人的首領是
要滅了。’聰明的回
一位叫作威廉·米勒耳的浸
答說：‘恐怕不夠
信會牧師，他通過對
聖經但以理書和啟示
你我用的，不如
錄書的研究，確信基
你們自己到賣
督會在這一天降臨。
油的那裏去
他們公開宣傳自己的信
買吧！’
仰，變賣田產房屋，
她們去
宣佈放棄這個世界，並預備

你知道

迎見他們的上帝。
他們在計算耶穌第二
次降臨日期這件事上犯
了錯，但他們受聖靈引導、
對於基督復臨的熱愛還是催生了基
督復臨安息日會的誕生。

其餘的童女隨後也來了，說：
‘主啊，主啊，給我們開門！’
他卻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
們：我不認識你們。’所以，
你們要警醒，因為那日子、那
時辰，你們不知道。”
警告！警告！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飛
在空中，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
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國各族
各方各民。他大聲說：‘應當
敬畏上帝，將榮耀歸給他，因
他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
應當敬拜那創造天地海和眾水
泉源的。
又有 第 二 位 天 使 接 著 說 ：
‘叫萬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
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
（太25:1-13;啟14:6-8）

走出
故事

妙語連珠
“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
來了。”（太24:44）

請將這個故事中你感覺陌生的部分和你
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概念圈起來。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權柄能到生
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城。”（啟22:14）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
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
了。”（啟19:7）

本週聖經故事的第一部分是由耶穌所講的一個比喻。
耶穌這個比喻是對誰說的？

聰明的童女為新郎的到來做了預備。請問她們是如何預備的？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上
帝，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
本分（或作“這是眾人的本分”）。
因為人所作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
無論是善是惡，上帝都必審問。”
（傳12:13-14）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
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
意被召的人。”（羅8:28）

你會如何為耶穌基督的到來作預備呢？

言錦囊

名

我們從那些愚拙的童女身上可以學到哪些教訓呢？

“或許你人生的全部宗旨就在
於成為對世人的警告。” ——
請用自己的話總結這個比喻中的信息。你覺得耶穌想用這
個比喻傳遞出哪些教導？

佚名。

“歷史是一個巨大的提前預警系
統。” ——諾曼·古森，二 十世紀美
國散文家和編輯。

本週聖經故事的第二部分是由上帝的天使所發
的兩則嚴肅警告。請問第二位天使所發的信
息是甚麼？你覺得這些信息是甚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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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接受有限的失望，但永遠不
能失去無限的希望。[或：失望是有限的，
希望是無限的；前者必須接受，後者不能失
去。]” ——馬丁·路德·金，二十世紀美國浸信會
牧師，美國民權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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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請花點時間完成本週課程“你的
看法”中的活動。我們每天都會
收到若干個警告。有些警告是無
害的玩笑性質，但另有一些則是
非常嚴峻、性命悠關。我們在本
週課程中將審視上帝在祂復臨前
所賜給人類的最後警告，以及人
們是如何回應這一警告的。
請閱讀太26:64。關於耶穌重返地
球，祂都說了些甚麼？

請閱讀太24:36。關於耶穌重返地
球的時間，祂都說了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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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警告就是我們本週課程的焦
點，巴比倫大城傾倒了。當使徒約
翰被囚禁在巴摩海島上的時候，
耶穌將一直要延續到世界末了和
祂第二次降臨時的各種大事向約
翰顯現出來。耶穌給約翰信息中
的一條就在本週聖經故事的第二
部分——啟示錄14:6-8。
耶穌在啟示錄14章8節中發出了甚
麼警告呢？

“巴比倫”這個詞在聖經中用來
代表世界上罪惡、腐敗和混亂的
宗教體系。根據啟示錄14:8的內
容，為甚麼這裏說這個龐大的體
系傾倒了呢？

耶穌為甚麼對自己的復臨這麼重
視？
你覺得應當如何警告世人為上帝
的審判作預備呢？

星期日
請閱讀本週課程“走進故事”中
的經文並且回答“走出故事”中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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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說 為 新 郎 （ 也 就 是 耶 穌 基
督）的到來作預備十分重要，以
至於耶穌要用比喻的形式和當時
的門徒分享，那麼我們是否應該
把這個信息告訴現在的世人呢？
你和那些不是復臨信徒的朋友分
享這則信息的時候是否感覺內心
安穩如常呢？

是否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會接受上
帝的警告呢？如果不是，你覺得
其中的原因在哪？

星期二
請閱讀本週課程中選自懷愛倫著
作的引文。你在這裏讀到的這段
話來自浸信會牧師威廉·米勒耳，
他在十九世紀中期曾經走遍美國
全境，宣傳耶穌的第二次降臨。

請閱讀並思考羅馬書1:16-17。

星期一
本週課程的存心節代表了有史以
來上帝向墮落人類所發的最重要
的信息之一。它是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最基本特徵的若干核心真理
之一。三天使信息的第一條，要
敬畏上帝，並單單地敬拜祂。第

他的一些追隨者為基督的第二次
降臨設定了一個具體的日期——
1844年10月22日。不幸的是，他
們的預測落了空。這一天過去之
後，許多從前被吸引到基督面前
的人重新回到他們的生活中，拒
絕接受上帝的審判即將臨頭的警
告。

請閱讀馬可福音13:22。威廉·米
勒耳與耶穌此處提到的這些人之
間有何區別？

星期三
請閱讀本週課程“妙語連珠”中
的經文。對那些預備迎見耶穌復
臨的人來說，這些經文全都是極
其重要的信息。如果你也是當時
威廉·米勒耳的追隨者，並且經歷
了大失望，你會怎麼做？你還會
繼續信靠上帝嗎？和大家分享一
下你的體會並說說理由。

星期四
本週所學內容，關於為耶穌的第
二次降臨作預備，以及向世人傳
遞上帝呼召他們出離巴比倫的最
後警告，你覺得你為以下人員預備
妥當、安然見主能夠做些甚麼？
1.為自己的家人：
2.為自己最好的朋友：
3.為你的鄰居：

星期五
別人或許會因你的信仰嘲笑或小
看你，這是否會影響你和他們分
享這些警告的信息呢？如果你真
的相信耶穌很快就要降臨，你將
如何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呢？

本週閱讀*
《善惡之爭》第21,22章。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請瀏覽以下網站獲http://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
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堅持
這項閱讀計劃，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讀
完一本歷代之爭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