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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

聚光燈

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

“教會與邪惡權勢爭鬥的黑暗時期，乃是在她最後得
蒙拯救之前的片刻。但凡信靠上帝的人都不必懼怕；‘因
為當強暴人催逼人的時候，如同暴風直吹牆壁，’上帝卻

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裡同你
們喝新的那日子。”
（太26：29）

要為祂的教會‘作躲暴風之處。’（賽25:4）”（《先知
與君王》第60章，第8段）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你

的 看法？

作為基督徒，我們盼望將來有一天，基督來到這
個世界，接那些聖潔為義的選民回到天家。當
我們今生繼續與罪惡、痛苦與磨難作戰時，
你覺得以下主的聲音哪句話對你最有幫助
呢？
“我在這裡。”
“我聽到了你的呼求。”
“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願意幫助你。”
想想你以往人生中最悲慘失望的時
“看哪，我造新天新
辰；上帝藉著耶穌所發的恩典是否
給了你得勝的盼望呢？你如何幫
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
助自己的朋友在類似的環境下接
也不再追想。你們當因我
受上帝的幫助和照顧呢？

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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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如此說：
‘我要使平安延及她，好
像江河；使列國的榮耀延及她，
如同漲溢的河，你們要從中享
受。你們必蒙抱在肋旁，搖弄在
膝上。母親怎樣安慰兒子，我就
照樣安慰你們，你們也必因耶路
撒冷得安慰。你們看見，就心中
快樂，你們的骨頭必得滋潤，像
嫩草一樣。而且耶和華的手向他
僕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
要向仇敵發惱恨。……

“耶和華說：‘我所要造的
新天新地，怎樣在我面前長存，
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名字也必照
樣長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
所造的永遠歡喜快樂，因我 有血氣的必來在我面前下拜。這
造耶路撒冷為人所喜，造其 是耶和華說的。
中的居民為人所樂。我必因
耶路撒冷歡喜，因我的百姓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必
快樂。
臨近你們，施行審判。我必速
速作見證，警戒行邪術的、犯
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 姦淫的、起假誓的、虧負人之
音和哀號的聲音。其中必沒有 工價的、欺壓寡婦孤兒的、屈枉
數日夭亡的嬰孩，也沒有壽數 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
不滿的老者；因為百歲死的 耶和華是不改變的，所以你們雅
仍算孩童，有百歲死的罪人算 各之子沒有滅亡。
被咒詛。他們要建造房屋，
自己居住；栽種葡萄園，吃
“你們當記念我僕人摩西的
其中的果子。
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為以色
你可知道，世界各地大都是用獅
列眾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
子，尤其是雄師，作為動物世界的
“豺 狼 必 與 羊 羔 同 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
象徵。
食，獅子必吃草與牛一
獅子在野生環境下通常能活十到十
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
樣，塵土必作蛇的食 們那裡去。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
四年，最長的能活到二十五年。
獅子的吼叫往往在數英里之
物 。 在 我 聖 山 的 遍 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
外就能聽到。
處 ， 這 一 切 都 不 我來咒詛遍地。”
雄師的體重通常在三百
傷人、不害物。
三十磅到五百三十
這是耶和華說 （賽65:17-21,25;66:12-14,22,23;
磅之間，雌獅的體重
的。
瑪3:5,6;4:4-6）
在二百七十磅到三百

嗎？

你知道

磅之間。獅子肩頭的
高度一般在三點五
英尺到四英尺之間。

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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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語連珠

“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里睡了的人，
上帝也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
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
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因為主必親自從
請將這篇聖經故事中的主要部分用括號括起
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
來。你覺得這篇故事中湧現出多少主題呢？
上帝的號吹響；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復
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
一同被提到雲里，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
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所以，你們當
你是怎樣從個人角度來理解上帝所說“我造新天新
用這些話彼此勸慰。”（帖4:14-18）
地”這句話的含義呢？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
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
靠著得救。”（徒4:12）

以賽亞書六十五章二十五節說：“豺狼必與羊羔同食”考
慮到目前世界上豺狼與羊羔之間的關係，你覺得在將來的
新世界中，豺狼與羊羔同食這件事將如何實現呢？
耶和華應許以色列百姓將來會得到永遠的產業和安慰。他們為
得到這個福分有甚麼自己當盡的本分嗎？
當你讀這幾段聖經章節時，是否有：
一個警告需要注意？
一個禱告需要祈求？
一個真理需要傳揚？

律法和先知的教訓是如何預備我們來迎見基督的第二次降臨呢？
為甚麼在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瑪4:5）到來之前我們需要
為主的日子作預備呢？

“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
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
要改變；就在一霎時，眨眼之
間 ，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
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
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這必
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變
成”原文作“穿”。下同。)；
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
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
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
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
就應驗了。”（林前15:51-54）
“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
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
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
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
這樣。”（太24:38,39）

言錦囊

名

“上帝今日的教會，可以自由地推進
拯救喪亡人類的神聖計劃。”——懷艾倫，
《先知與君王》第五十九章

以色列家。

“我們很快就必見到我們永生希望所寄的主。”—
—懷艾倫，《先知與君王》第六十章

榮耀的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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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本週課程“你的看法”中要你仔
細思考基督複臨的大日。雖然我
們生活在一個痛苦遭難的時代，
然而我們救主慈悲憐愛的聲音卻
不停地呼籲我們不要硬著心腸，
而要作出崇高的選擇，接受祂為
我們個人的救主。本週你可以好
好地思考一下，看看自己如何謙
卑地回應“你的看法”中基督所
說的四句話。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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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以賽亞書六十五章十七節中
的經文說道，上帝要造新天新地。
考慮一下你自己目前所生活的環
境，你覺得上帝毀滅目前的世界
而代之以新的地球是否公正合理
呢？你覺得那些醉心於今世享樂、
享福與其肉欲引誘的人們會怎樣
看待這件事呢？
你覺得他們將來能承受新的世界
嗎？當基督第二次降臨時，為要
成為和祂同返天國的一員，你有
甚麼需要做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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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本週課程存心節提醒我們基督對
拯救我們所做的承諾。想想自己
曾經所做過的承諾。你最信賴誰
呢？自己的父母？你的異性朋友？
國家？老師？還是上帝？將以上
各項進行排序，並說說理由。
這節經文還展望到將來，也就是
罪惡結束之後的光景。耶穌的這
個見證如何讓人對死後的事情心
存盼望呢？你怎樣增強自己對於
將來美好世界的希望呢？想想你
是如何利用日常的機會，向自己
的朋友和同學講述基督再來以及
將來世界的美好與盼望，作上帝
屬天的兒女。

星期二
請認真閱讀本週課程選自《先知
與君王》懷愛倫強有力的話語。
基督拯救墮落世界的權能顯示出
祂無窮的恩典與憐憫。你在自己
的生活中有沒有承擔過別人過錯
的後果呢？如果有，你當時的感
覺如何？當你體驗這種感受時，
請想想基督為你在髑髏地十字架
上所經歷的痛苦與憂傷。
處境：

結果：

星期三
請閱讀本週課程“妙語連珠”中
的經文，並從中選擇兩節你覺得
與你生活最密切相關的，也就是
在你等待基督複臨之時最能打動
你的經文。你身邊的朋友或親人
有沒有與你類似的經歷呢？你該
用何種方法來鼓勵他們，在今生
的痛苦、憂傷、患難中繼續保持
住自己的信仰而不動搖呢？請將
你選擇的經文用自己的話重新複
述出來，並在本週找一個機會背
給自己的朋友聽。

目標讓人發揮體力、智力、和靈
力。”
基於懷愛倫給我們所描繪的將來
新世界中的無限可能，你將來最
想獲得哪方面的發展，或者說，
你將來最大的願望是甚麼呢？

星期五
你可曾想像過將來新天新地中的
生活是甚麼樣子的？想想看吧，
你從一個家鄉到了另一個嶄新的、
更美的家鄉，你在那兒會有甚麼
感覺呢？當你暢想將來應許的新
世界時，你是否願意作個下面類
似的禱告呢？
“親愛的上帝，我承認自己是個
罪人。我相信耶穌死在十字架上
並從死裡復活，好使我可以獲得
永生。請赦免我的一切罪。我接
受你為我所預備的永生禮物，我
願選擇跟從你，接受耶穌做我的
救主。感謝你住在我心裡。奉耶
穌的名禱告，阿門！”

星期四
花點時間閱讀《先知與君王》第
六十章。第二十九段的內容在我
們眼前展現出將來新天新地的一
幅景象：“在那裡，每一種能力
必得到發展，每一項才幹也有所
增長。最偉大的事業必得以進行，
最崇高的志向必能達到，最卓越
的願望必獲實現。然而同時必更
出現新的高處待攀登，新的奇跡
要讚賞，新的真理要明瞭，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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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閱讀*
《先知與君王》第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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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以下網站獲取更多資訊：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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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