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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30日

挺身昂首
圣经故事：路加福音21:7-28
注释：《善恶之争》第16,17章
存心节：路加福音21:25-28

教学准备

学生将会：
• 意识到基督的门徒所过的每一天都好象是最后

I. 大纲
从宗教改革到早期的复临运动觉醒，这是上帝向祂

一天。（知道）
• 当他们想到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时心中便充满了

百姓启示有关末期真理的重要时期。本课关注的是早期
复临运动先驱以及他们长久盼望基督降临的故事。《善

房

喜乐和坚定。（感受）
• 决定通过接受救恩的应许来为基督的复临“作

恶之争》16、17章中总结了有关这些渴望主显现之人充

角

预备”。（回应）

满希望的思想。
路加福音21:7-28（以及马太福音24:3-30）中，门

III. 探索

石

徒问耶稣：“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

• 侍奉

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的回答中充满了对当时门

• 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基本信仰第二十五条）

徒和我们今天信徒的警告和安慰：“你们要谨慎，不

• 基督复临的兆头

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

你和学生可以登陆www.connerstoneconnections.net这

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

个网站，找到帮助你们探索这些以及其他话题的材料。

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惶，因为这些事必须先
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
标志基督马上降临之末期的兆头已经很明显了，但

教学

是基督的教训却鼓励我们“抬起我们的头[昂首]”，要
像基督明天就要降临般地生活。
本周课程的一个挑战就是回答当初改革家和复临运
动者们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为基督的降临作好预备
是什么意思呢？”为基督的降临做好预备就是指，利用
每一机会怀着喜乐的心情和别人分享耶稣即将降临的盼
望。

I. 开始
活动
请指示学生们看课程中“你的看法”这部分。完成
之后，对他们的答案进行讨论。
邀请同学们分享对“你的看法”中排序活动的回应。
你认为什么应当是我们为基督复临进行预备的主要动机？
这个动机的问题真的很重要吗？我们的动机是否会影响我

II. 目标

们在主复临之日的荣光中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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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证说明

告和希望的话语。

请用自己的话说明以下内容：
一个名叫非利普·比利斯的年轻人曾经在一首诗歌
中写下过这样的句子：
“我不知道我主何时来，
接我回到祂甜蜜的家，
但我知道祂的出现将使乌云消散，
那会是我得荣耀的时刻。”
非利普·比利斯心中始终存着回天家的盼望。实际

• 把故事中基督所提到与我们今天生活有关的特别
事件划出来。
• 你觉得当初门徒听到耶稣谈论这些事时的情形是
怎样的，请形容一下。

在美国宾西法尼亚罗姆一个贫困的家庭长大的。他非常

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与基督呼召他们去做之事

喜欢音乐，想方设法用自己找到的一切东西制作乐器。

之间的关系呢？
• 你觉得门徒当初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们会在自己

有一天，他听到一户人家房间里传出来一阵奇特的

有生之年看到耶稣降临呢？我们该如何回答别人

响声。他循着这串美妙的音乐走了过去，一直走进这户

所经常提出的问题：“身边这么多兆头，但为什

人家的客厅。原来是一位女士正在弹奏钢琴。他请求她

么基督还是没有来呢？”

不要停止弹奏。非利普·比利斯从未在音乐上受过专业

写下“我不知道我主何时来”这首诗歌之后不久，
他和他的妻子登上一列火车，返回芝加哥去从事传道的
工作。结果当火车经过俄亥俄州一处铁路桥时，桥梁突

石

列内容用自己的话讲给他们听。

• 那些盼望基督第二次降临的人，该如何协调当今

教育，但音乐的素养却已经深入到他的灵魂深处。

角

在你和学生读完“走进故事”这部分之后，请将下

上，他一生中从未有一刻感觉自己不需要主。他从小是

十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听到过钢琴的声音。

房

“走出故事”的材料

然发生断裂，火车掉进山谷。目击者称，非利普·比利

• 你觉得为什么末世的兆头在自然界中呈现出一种
消极的状态呢？
• 根据这段故事，你觉得我们为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 你觉得耶稣在本段故事末尾所说“挺身昂首”是
什么意思呢？

斯当时从这场可怕的灾祸幸运逃生。但他却爬进燃烧的
车厢中营救别人和他的妻子。正是对基督复临的热望催

教师可以利用的更多问题：

促着非利普·比利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想着帮助别人。

邀请学生将路加福音中的这段信息与记载在马太福

或许你听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心专注于天上，地

音24章中的经文进行对比，并注意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

上的事就顾不得了。”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呢？说说你
的理由。我们如何抬起自己的头仰望基督复临，而同时
又能关心目前身边人们的需要呢？

和不同之处。
请使用下列经文作为与今天故事相关的附加教学材
料：使徒行传1:8-11;马太福音20,24,25章;启示录1章。

分享故事背景

II. 故事教学

请使用以下教材让学生获得相关故事更多的知识。
用你自己的话与他们分享。

故事介绍

既然圣经中已经有许多故事和章节提到了基督的复

请用自己的话分享以下内容：

临，那么我们现在不妨来说说此时此刻我们该为基督的

很可能就像非利普·比利斯那样，当我们意识到基

复临做些什么。

督马上就要降临时，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都变得有意义

有人曾这样说，恐惧感和负罪感是无法激励人们

了。请阅读基督那些论及末世事件的话语，听从祂的警

“长期”警醒预备的。当我们把本周的课程教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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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但其实耶稣所提的兆头是单数，兆头只有一个，
耶稣说的很清楚，就是“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

优质教学的秘诀

学生能从认真思考并回应别人所说的话而获
得大量知识。尤其是当他们遇到某个可以引用大
量格言谚语的题目或者课程的时候。老师可以邀

当耶稣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太

拉比 101

互相汲取智慧

能立时就到。”（路21:9）

请学生思考格言的意义并选择他们对哪条格言产
生了共鸣。
邀请学生和全班同学分享哪条格言最吸引他
们的关注并说说自己对这句话的感受。

24:30）时，这就是那个兆头。路加福音对这段是这
样记载的：“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那时，他们要
看见人子……驾云降临。”
有一种说法是，基督的降临只有一个兆头，那就是
祂的降临本身。但在这件大事发生之前，会发生许多
个“兆头，”有一点很关键，就是要警醒。
“警醒预备”比基督降临之前的一切兆头都更重要。
请注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中耶稣讲到的三个有关末期的
比喻：
十童女的比喻（太25:1-13）
按才干授银的比喻（太25:14-30）
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太25:31-46）

时，我们必须将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24章中相关的背景
一起教导他们，这一点非常重要。

请阅读《善恶之争》第17章，这里对于圣经所提并
在历史上应验的预兆有详细的记载和描述，并且还对

无论是路加福音还是马太福音，在说到“末期的兆

人们因基督降临迟延而陷入属灵昏睡的趋势有丰富的

头时”其背景都是门徒提出的一个问题，“……将有什

描述。所有人期待基督的到来，而基督却迟迟没有降

么兆头呢？”你要注意到，在原文圣经中提到兆头这个

临，教师必须诚实而又坦率地和同学讲这些内容。我

词的时候用的是单数形式，意思就是只有一个兆头。

们的责任或者说事业并不是去推测基督何时复临。我

人们经常误解，认为耶稣在这里提到了许多兆头
（比如说地震、饥荒、战争、假弥赛亚、众星坠落等

们只是蒙召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度一种警醒守
望的生活而已。

结合学生课本…
请学生们查阅他们课程的其他部分。
* 名言锦囊

* 妙语连珠

请学生们回答“名言锦囊”中所引用的内容是

请向学生们指出今天学课中所列出的、与本周

怎样传达本课故事之重点的。

故事相关的经文。要求他们阅读经文并请每个

* 聚光灯

人选出他们今天感受最深的经文。然后，请他

请阅读“聚光灯”中的内容，然后向学生们指

们解释为什么这样选择。

出，这些内容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从本周故事

或者，为选出与他们最有关的一句，你可以请

的注释——《善恶之争》这本书中找到。请

几个学生大声朗读一些指定的经文，然后进行

学生们回答，他们认为这些内容和刚刚讨论的

讨论。

“走出故事”的材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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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III. 结束

请用自己的话分享下列观点：

活动

耶稣马上就要降临，祂已经向我们保证了这一点。

请用一个活动结束课程，让学生用自己的话简单进

但还有一件确定的事：上帝的百姓已经厌倦了等待并开
始去从事别的事。历史表明，上帝百姓对基督降临的等

行汇报。
请同学们为基督的复临制作标志（比如说交通标

待，其坚持的时间都非常短暂。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持

志），但是这些标志不是关于事件的，而是形容人的。

自己的警惕性呢？我们如何“挺身昂首”地来生活呢？

比如说，末期的人们看上去如何？他们的品质如何？别

基督复临的兆头是极其明显的，任何对此稍加关注
的人都能感觉出我们不必再等太长时间了。圣经警告我

人如何看待他们？
例如，可以制作一个停车标志，上面写着：“停止

们不可愤世嫉俗，因为末期必有“好讥诮的人”出来。

工作并休息，”因为根据启示录14章12节，上帝在末期

我们必须以积极和充满希望的态度生活，怀着喜乐的心

的百姓是群遵守诫命的百姓。或者还可以制作一个限速

情预备回家。

标志，上面写着“70 X 7”——因为上帝的百姓是一群

我们要在敬虔的生活、施舍以及与人分享基督复临

乐于饶恕、充满恩典的百姓。让同学们分享他们制作的

的应许中等待主的再来。基督关于末期已经给了我们充

标志并说明其中的含义。

足的信息。很明显，耶稣不想让我们知道祂复临的具体时
间，为的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祂要他们做的事上。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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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学生坚持阅读计划，就是带他们走近对圣经那出自灵感的注释——历代之争系列
丛书。本课的阅读内容是《善恶之争》第16,17章。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社已经为你对《善恶之争》进行了专门的现代
化改编。浏览以下网站获取更多资讯: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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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可信．故事

房

角

石
2014年8月30日

圣经故事：路加福音21:7-28
注释：《善恶之争》第16,17章

挺身昂首

Photo by Terrill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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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存心节
聚光灯
“基督第二次降临的道理乃是全部《圣经》的中心。自从人
类的始祖依依不舍地走出伊甸园以来，凡具有信心的儿女都曾仰
望所应许的主降临，来打破那行毁灭者的权势，并带他们回到失
去的乐园。古代的圣人都曾仰望弥赛亚在荣耀中降临，作为他们
希望的实现。”（《善恶之争》第17章第1段中摘录）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
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
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
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
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
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
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
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
子近了。”
（路21:25-28）
79

你

拉你们到君王
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
为你们的见证。

的 看法？

对于为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进行警醒，你认为下面这
些观点哪个是最有力的动机？根据你的感受对其
进行排序（1代表最强烈，4代表最不强烈）。
害怕灭亡
为过去的罪感到内疚
渴望罪恶永远结束
渴望与耶稣在一起
说说你这样排序的理由。如果你可以
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排序，你会把哪
个排到第一位？说说你的理由。

走进
故事

“他们问他说：‘夫
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
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
预兆呢？’

房
角
石

吗？

你知道
38

最近十年，越来越多的电影、书
籍和媒体都在暗示这个世界会临
到一个终点。此外，根据盖洛普
调查公司的报告，美国人中有百分
之六十二相信耶稣基督将在未来的
某天重返地球。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
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
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
是基督”，又说：“时候近
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
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
不要惊惶，因为这些事必须
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
到。’
当时耶稣对他们说：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
国，地要大大震动，多
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
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
从天上显现。但这一
切的事以先，人要
下手拿住你们，
逼迫你们，把你
们交给会堂，
并且收在监
里，又为
我的名

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
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
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
切敌人所敌不住、驳不倒的。
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
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
有被他们害死的。
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
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
不损坏。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
全灵魂（或作“必得生命”）。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
困，就可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
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
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
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
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
得应验。
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
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
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
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
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
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
满了。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
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
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
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
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
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
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
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
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路2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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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语连珠

走出
故事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
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
么预兆呢？’”（太24:3）

把故事中基督所提到与我们今天生活有
关的特别事件划出来。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
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
谤渎、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
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
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
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上帝，有敬虔
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
要躲开。”（提后3:1-5）

你觉得当初门徒听到耶稣谈论这些事时的情形
是怎样的，请形容一下。

那些盼望基督第二次降临的人，该如何协调当今世界正在
发生的事情与基督呼召他们去做之事之间的关系呢？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
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
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
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
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
……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
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
年，千年如一日。”
（彼后3:3,4,8）

你觉得门徒当初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们会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
耶稣降临呢？我们该如何回答别人所经常提出的问题：“身边
这么多兆头，但为什么基督还是没有来呢？”

你想为什么末世的兆头在自然界中呈现出一种消极的状态呢？

“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
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
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这话是真实的。阿们！”
（启1:7）
“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
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
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
（启22:12,13）

根据这段故事，你觉得我们为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应当采取
怎样的动机呢？

言锦囊

名
你觉得耶稣在本段故事末尾所说“挺身昂首”
是什么意思呢？

“救赎的故事一以贯之，从来都是上帝
来到人类历史当中。不是人升到上帝那里
去，而是上帝降到人类中间。” ——乔治·爱
德生·拉得，二十世纪浸信会牧师和神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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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角
石

39

活灵活现
安息日
请阅读并回应本周课程“你的看
法”这部分的活动。是什么激励
着你为基督的复临提高警惕呢？
哪些事情会使你对基督复临这件
事的警惕性降低呢？

请注意彼得在临近他生命的终了
时所提到的，我们应为基督的降
临予以足够的重视和警惕：“但我
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
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
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
然见主。”（彼后3:13,14）

房
角
石

根据彼得在这段话中表达出的思
想，你觉得是什么激励他为基督
的降临作好预备呢？

星期日
40

当你阅读本周课程“走进故事”
中的经文并且回答“走出故事”
中的问题时，当你想像并严肃思
考基督将马上复临和世界即将结
束时，你心中的感受如何？你觉
得对于基督的复临，做好准备和
去做准备有何不同之处？你觉得
上帝通过本周的课程想对你说些
什么？

恐惧，然而他们的恐惧来的太晚
了，因为基督此刻就要降临。
知道世界上要发生大事，这还远
远不够。我们必须认识基督。当
信徒们听到那些引起别人感到害
怕的事时，他们的反应应当是怎
样的呢？

的事，看看这对你一天的世界观
和价值观有何影响。在和朋友交
往过程中，试着以一种积极的、
充满希望的方式多和他们谈论基
督的复临，并且注意观察这对你
今天所重视的事有何影响。

星期五
请每天花一些时间思考基督的第
二次降临，你就把它想像成明天
就要发生的事。

星期二
请阅读本周课程“聚光灯”中引
自《善恶之争》的段落，并思考
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圣经全部中
心的主题。请思考一下，如果基
督的第二次降临成为了教会的全
部中心，那将会是个怎样的情形
呢？有句俗语是这样说的，“人
们可能会过于思慕天上的事而成
了地上无用之人。”这句话是否
也能应用在那些渴望基督降临之
人身上呢？在你认识的人中，有
没有每天脚踏实地生活，但同时
心灵和眼睛却仰望上天的人呢？
他们对别人的影响如何？

星期三
当你阅读本周课程“妙语连珠”
中的经文时，哪节经文催促你去
赶紧预备呢？哪节经文使你为自
己行将沦亡的朋友感到担心呢？
你为什么觉得这节经文和你今天
有特别的关系？

这看起来像什么？

这听起来像什么？

这感觉上像什么？

我们心中的眼睛似乎难以捕捉到
最后的大事。但是，圣经上却呼
吁我们常为那事作预备。

本周阅读*
星期一
本周课程的存心节选自路加福音，
其中揭示了一个严肃的事实，那
就是“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
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
不附体。”这节经文似乎是在说，
世人将会意识到地球上要有不好
的大事发生，并且这使他们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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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之争》第16,17章。

星期四
把自己对于主即将复临的感受，
以及这件事如何催促你提高惊醒
并盼望主早日复临和上帝并自己
的朋友谈一谈。每次祷告的时候，
花一点时间和上帝谈谈基督复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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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