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已将祂的荣耀显现我们" 

4. 
荣上加荣 

 

人格的建造原是委托给人类 重要的工作，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

我们将探讨使我们品格基督化的特权和责任。让我们同心合意兴起复兴，

请史蒂芬.华莱士牧师带领我们“荣上加荣”。 

我们来继续我们的学习，让我们系统的一步一步来学习。委托给人

类 重要的工作那是什么？在座的，从第一个讲座就在的各位。委托给人

类 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什么？人格的建造。是的，没错。什么？你是说，比救灵

还要重要？嗯，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可能做这非常重要的救灵的工作，不可能

成功，除非我们已经完成了人格的建造这一 重要的工作。阿门？你们知道，我们救

灵的成功与否与我们的基督化的品格是成正比的。我想要听到一个“阿门”。我会再

给你们一个机会。我们救灵的成功与否与我们的基督化的品格是成正比的。{阿门}谢

谢。 

你们看，只有在上帝把我们变成祂的爱的代言人的时候，祂才能使用我们去吸

引其他的人，来和祂建立救赎的关系。阿门？{阿门}是耶稣的爱在吸引人们，如果爱

不能通过我们吸引外邦人，那么我们就无法期待他们归主。正如圣经所写，在以赛亚

书 60 章，第三节，清楚地写了。外邦人何时来尋找主？当他们看到我们所反射

出的荣耀；什么是荣耀？我知道你们中有些刚刚加入我们的讲座。欢迎，但是昨晚你

们在哪里？在圣经中的讲法“荣耀”是品格。所以当圣经写到，荣耀发现照耀我们，

其实就是说耶稣的品格照耀我们；当我们能发出这荣耀時，外邦人会来就主。因为他

们看到耶稣的可亲可爱的品格，很吸引人。我可以听到一个“阿门”吗？{阿门}很好。

这是能决定我们救灵成功的关键。人格的建造，是 重要的工作，我们已经学习了一

些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已经确立了属灵的事情只有，什么？…属灵的才能看透。

{林前 2:13-14}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能完全经历那真理

帶來的自由和成圣的力量。我们可能会有智力上的锻炼，但是弟兄姊妹，上帝不会允

许我们花费这么多小时却只做这一件事，我们将要一起学习，有一个智力上的锻炼。

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改变生命的经历。我能听到一个“阿门”吗？我想要更像耶稣，和

你们一起学习上帝话语。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想要我的心思意念更新变换。{罗马书 12:2}我想要让真理把我重新编程，

但是这件事情只有在我们接受真理的圣灵的带领下，才可以发生。如果没有圣灵感动，

这真理就没有力量。我们不可能受训并且心意更新变化，除非我们依靠圣灵的带领去

学习真理。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开始之前要做一件事…记得那个记忆工具吗？它对我有

用，也希望对你们也有用。每当我打开圣经之前，我就会有一个提醒，我必须首先做

什么？…打开我的心门。打开我的心门。今天早上你们有听到敲击你心门的声音吗？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启 3：20}祂想要进来，但是祂不能进来除非我们，怎样？除

非我们邀请祂。祂不会强迫我们。祂在等待我们的邀请。祂在我们的会众之中，我们

知道；祂应许，“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

们中间。”{马太 18:20}但是请不要满足于此。确保祂也是在你个人的心里。确保

你打开你的心门。你可以这么做吗？当你们祷告圣灵会赐福並與你同在的时候，也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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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祷告，祂会使用我，可以吗？我要屈膝祷告了。我享受…我邀请你们和我一起屈

膝祷告，一小会的静默祷告。 

我在天上的父，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代表我自己来到您面前，还代表我这些用

耶稣宝血赎回的兄弟姊妹。首先，赞美您允许我们称呼您为父。这是多么大的特权‧我

们没有足够的去珍惜看重这个特权，但是帮助我们去珍惜，帮助我们去珍惜这特权背

后所付出的代价，让这个特权变得可能。多么无价啊。我们是用血赎回的孩子。这特

权耗尽了您的所有。天父，我们在这特权中欢喜快乐。能属乎您是多么美妙。您多么

关心照顾您的孩子们。我们感谢您在这一周看护我们。我们感谢您让我们可以平安的

在这里敬拜您。我们聚在一起去敬拜，但是父啊，我们聚在一起是无用的，除非您赐

我们圣灵。我们不能用灵和真理敬拜您，除非真理的圣灵在这里。父啊我们想要学习

委托给人类最重要的工作。我们想要更好的明白我们在取得基督化的品格的过程中所

需要做到的事情，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可以做您的有效的见证人，也不可以成为天国的

合格的公民，除非我们拥有基督化的品格。既然主快回来了，既然只有不多的时间剩

下了，那么，父啊，非常明显的，我们需要急切的认真学习和明白我们所需要扮演的

角色，所以恳请，赐我们您的圣灵。特别是我。我不配得到这特权去领导着去学习您

的话语，您知道我有多么迫切的需要您的帮助。请您占有我：心意，身体，和灵。我

是您的，我这三次全部属乎您。创造，救赎和我的选择。请屈尊来使用我。让我成为

您今天的小使者，在今天早上。让我可以说出您想让我说的话，不要多说或者少说。

您通过我所传达的信息，愿这些可以找到愿意接受的心和思維，可以改变人。我们想

要通过学习真理，通过真理的圣灵，变得更像代表真理的耶稣。以耶稣的名而求。阿

门。 

我们已经学习了一些了，我们现在学到第几页了？大家？第七页，谢谢。第四

节课的题目是：“上帝已将祂的荣耀显现我们。”顺便提一句，你们在座的如果没

有这份材料，今天下午过来，会为你准备一份。我们会在前厅准备好。这些材料是为

了那些要定期来参加这个培训的人准备的。我们后续也会继续分发一些材料，你们可

以放进你们的那个三个环的文件夹里。我们已经明白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我需要

快速的回顾一下，为了那些刚刚加入我们的人。我们认识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

圣经中吧品格定成为什么？荣耀;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学习主告诉我们这

重要的一个课题。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做到的话，我们就会明白这个词。就是上帝用

来称呼“品格”的词。“品格”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英皇版的圣经中，一次也没有。

它不在里面。有人可能说圣经完全没有提到品格建造。不是的，这是错误的结论。这

一整本圣经都是在讲品格的建造。但是你们不能马上认识到，除非你们明白这个词。

就是“荣耀”，圣经用这个词来代替品格。所以我们这个系列叫做，“荣上加荣”，

事实上是“品格上加品格”。那就是我们怎样去提拔出基督化的品格。我们要阐述的

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研究品格的定义。什么是品格？来呀大家，鼓励

我一下！什么是品格？是思想与情感的融合。{证言第五卷 310.1}是的。很好。

谢谢。 

你们知道品格是造就我们的东西。这是比我们的话语和行为更加根本的东西，

比我们假装出来的样子更加根本。有没有可能假装成跟你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呢？是的，

完全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信仰的经历里假装成不同的人呢？是的，完全有可

能。称之为“假冒伪善”。有可能假装成一个基督徒，但本质并不是呢?是什么造就

真实的我们呢？正如智者所说的，“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言

23:7}在我说心的时候，我指的是我的头脑，因为这是这个章节所说的意思。是灵，

它指的是思想和情感，思想和情感。所以我们所说的人格的定义就是。证言，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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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0 页:“思想与情感的配合，就构成了心灵的品格。”重要的概念，我亲爱

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每当你听到“荣耀”这个词的时候，我想让你想起人格，每

当你听到“人格”这个词的时候，我想让你想到思想和情感的融合。明白吗？非常重

要。人格是思想和情感的配合，这是造就 真实的我们的东西。 

你们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很担忧，每当我听到人们说“他能说到，我想知道

他能不能做到？”好像这是 后的决定性的试炼。我亲爱的朋友们，我有一些事情要

告诉你们。我们可以说到做到，却并没有完全的归主，这都是有可能的。你们听到我

说的吗？你们看，如果你和我有充足的自我鼓励的理由，我们可以非常好的做到把我

们的行为做到和律法相一致。{罗马书 7:6}我们可以说到做到。我们可以有一个很

好的表演。我们可以欺骗到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富足，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启 3:17｝呜！真理的见证人怎么说我们的呢？末世，老底嘉教会。

为什么我们这么可怕的自我欺骗呢？我们以为我们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

缺；但是我们自己却全然不知，自己是困苦，可怜，瞎眼的，贫穷的，赤身的。

{启 3:17}这是非常严重的自我欺骗。为什么？我亲爱的朋友们，因为我们是以一个

表面化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分析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行为可以非常好 - 

谢谢；我们比大部分人表现的好很多 - 谢谢…加上我们是基督复临安息日的信徒，我

们遵守所有十条诫命，这就解决了。我是上帝的余民，准备好了，等待耶稣来临。 

小心。你可能跟你所想的你自己不一样。但是你所想的就是你。“因为他心怎

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言 23:7}我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评价我们自己的

基督徒的经历的时候，我们需要超越仅限于行为的分型。我能听到一个“阿门”？{阿

门}我们需要开始看向属灵，动机，在行为背后的东西。因为非常有可能我们做了所有

对的事情，却为了所有错的原因！{阿门}我所说的都是我多年的经验，顺便提一下，

这是为什么我这么急切的要说这些，因为我已经这样完美的表演了好多年了。我是一

个 M.K.和 P.K.。这是什么呢？传教士的孩子和传道士的孩子。我生长在一个鱼缸里，

我学会了说到做到，因为父亲的名声很重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欺骗了所有的人，

包括我自己。所以请你们不要因为我在这方面的盘问讨厌我，好吗？非常有可能自我

欺骗，并且今天早上坐在这里。是什么造就了我们呢…是在我们右耳到左耳之前的东

西（大脑），是只有你和上帝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你需要超越过问你们自己我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而是要问自己，我为什么

这么做，为什么不那么做。你们今天早上为什么在这里？赐福给你的心。你为什么会

在这里？因为这是期待我应做的事情，你知道，我是说这是第七日，我应该去教会，

在安息日去教会。这是任务。我亲爱的朋友们，我需要告诉你们。如果遵守安息日是

你的责任，那你不是在遵守安息日。你们看，真实的遵守安息日是一个开心的事，对

于那些爱主的安息日的人来说。读一下以赛亚书 58 章。谁以安息日为乐？那些以

耶和华为乐的人。如果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别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马太 22:37}，你就不是真的在遵守安息日。我不在意你的行为有多么

的技术正确。我不在意你是否可以在安息日控制自己不去做工。不去做所有不合适的

事情。如果你不爱安息日的主，你就还没有将安息日守为圣日。{阿门}现在真是时候

让我们抓住这个事实。我能听到一个“阿门”吗？ 

原谅我这么直白的告诉你们这些，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们，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爱

你们。我想让你们意识到假冒伪善的样子，如果有任何这样的苗头，还有时间改正。

你们看，让我真正担心的是将会有很多光明正大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不能发现

他们自己的假冒伪善，直到太迟了;他们会听到那决定性的裁决，“离开我去吧，你

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馬太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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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等一下，你肯定是认错人了。你难道不知道我已经守安息日很多很多

年了吗？事实上，我去了安息日学。难道那不值得加分吗？” 

“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从来没有基督的思想。你从来没有

过基督的心意。你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但是是为了错误的原因；顺便提一下，请注

意，为了错误的原因做正确的事，在上帝的眼中，是罪。有些人将会非常震惊和失望

当他们发现这一切都太迟了。如果需要的话，请现在就发现吧。你们知道，我们现在

已经在预象形的赎罪日里了。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们中还有人仍旧相信这个道

理吗？我祷告祈求你们仍相信。这是福临信息中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在预象形的赎罪

日里了;在真实的赎罪日里，以色列的子民做什么呢？他们监察己心，看他们的灵是

否安宁。{利未记 23：27-32}现在，如果在真实的日子里做这些很重要，你难道不

觉得这在预象形的赎罪日里更加重要吗？我们现在谈论的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应

该监察己心:我的灵安宁吗？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我在我的思想中到底是不

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言 23：7}噢，弟兄

姊妹，上帝帮助我们！上帝帮助我们学习什么叫有基督的思想。你们当以基督耶稣

的心为心。{腓立比书 2：5} 

你们看，这是为什么我很担心这个问题。"他说得很好，但是我想知道他能不能

做到？"什么才是有效的测试问题呢？"他也还是这么想吗？" 我能听到一个阿门吗？ 

"在他自己的思想里他的思想和感情和律法的灵是和谐统一的吗？这律法就是爱的律法。

" 这才是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原因。阿门？{阿门}顺便提一下，如果你思維正確，那

你會说的很好做的很好。除了突然的，这经历编程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突然变得很

动人，这时你便成为一个成功救灵的人。当你成为一个可亲可爱的人，你做好事是因

为你愛人们；不是因为你可以拿到一些荣誉，一些分数。你们看，这就是为什么粉饰

的坟墓，粉饰的墓碑，在英皇的英文中，不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救灵的人。不是吗？假

冒伪善的人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救灵的人吗？从外面看，他们可能特别美丽。他们可能

表演的特别的好。噢，他们说的很好做的很好，但是他们不是可亲可爱的人。你喜欢

花很多时间和粉饰的坟墓呆在一起吗？你喜欢住在一个粉饰的坟墓的旁边吗？不！为

什么？因为和这些人住在一起很痛苦。他们很坚硬。墓碑很坚硬，他们很冷，他们有

尖锐的棱角;顺便提一下，如果你靠近他们，会有一种不好的气味;我们不是说没有涂

抹除臭剂。我是说在这粉饰的墓碑后面的死去的老人，可能时不时的会渗透出的味道。

你们听到我所讲的吗？这是自私的恶臭味，不是吗？怪不得。怪不得我们的救灵的努

力都没有效果因为我们像他们一样。 

我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试图为了其他的原因去救灵的话，而不是为了上帝

无上的爱和无私的爱别人的心，我们不可能做到拥有一个吸引失丧的人好的影响。我

们不能。我们怎么才能在品格上更像基督？我们必须…我们必须，如果我们想要成为

上帝有用的见证人、或者是天国合格的公民。所以，我们怎么样在品格上变得更像基

督？通过仰望主的荣光，准确地说。看我们关键的章节：哥林多后书 3:18，"只有

在看到主的荣光，我们才能改变。改变成我们看到的样子。" 所以如果我将要被改变

荣上加荣。顺便问一下，谁改变了我？这章节讲了什么？荣上加荣，变换成荣上加

荣的样子，如同被谁改变？从主的灵变成的。只有主的灵可以改变我。我不能改变

我自己，但是我必须要和圣灵合作。在哪个过程中？仰望主的荣光。你看，我们会改

变成為像我们看到的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主题歌:"当转眼仰望耶稣。" 在我们仰望祂

时，我们会因为圣灵的力量而改变，会因为我们看到的而改变;当我们仰望主的荣光，

我们会被改变，荣上加荣，成长的更像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能听到吗？你们能明白吗？

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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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怎样显现祂的荣耀给我们看？在哪里给我们看？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那么

重要？我亲爱的朋友们，因为只有在仰望这荣光，我们才能被改变。现在对我们来说，

明白上帝怎样，在哪里显现他的荣光，变得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仰望，从而被改变

你们都明白吗？｛阿门｝ 

愿主赐福你们的心，我需要你们的回应。我是一个老师。我就只是一个老师，

仅此而已…你们看，我一直在看你们的面部表情。我需要一些积极的回应，起码你明

白，我所传达的信息，否则，我觉得我还要再讲一遍。所以给我一些回应。 

上帝的荣光是怎么样，在哪里显现？在之后两三节课上我会列出来七个地方。

多少？七个地方，上帝显现祂的荣耀给我们的地方;上帝在哪七个地方向我们显现祂的

荣耀。让我们从第一个地方开始，当我们说显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第一个出现在你

的脑海中是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阿门？｛阿门｝是的！圣经是怎么说耶稣基

督的？希伯来书 1:3，它称祂为什么？“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是什么？光辉。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会减弱的光辉。你们能听懂我的意思嘛？他不仅仅是一个微弱的

反射。他是什么？荣耀所发的光辉，天父荣耀所发出的不会减弱的光辉。什么是荣耀？

品格。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个不同寻常的章节里，耶稣是天父的荣耀所

发出的光辉。祂是上帝的品格终极的， 完美的诠释。我们都明白吗？｛阿门｝现在，

我想告诉大家，因为我们会再回来讲这个内容，我们 少会花三节课的时间去学习，

上帝的荣光在耶稣基督里所发的光辉。这个星期晚一点的时候会讲，你们都会回来参

加那几节课…我会再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都会回来参加那几节课的。｛阿门｝ 

上帝的荣耀所发出的光辉：耶稣基督。这是上帝向我们显现荣耀的第一个地方

和方法。第二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经常忽略的地方，我想要很小心的解决这些。跟我

一起研究一下。上帝也在祂的律法中向我们显现了祂的荣耀。在祂的什么？｛律

法｝在祂的律法中。跟我一起研究一下。记得昨天晚上我们讲了西奈山，我们也听到

了摩西和上帝的对话。在出埃及记的 33 章有记录，对吧？第 18 节。摩西提出了一

个前所未有的请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摩西特别求見上帝的荣耀。上帝告诉他，祂会显出一切的恩慈在摩西面前经过，宣告

祂的名。但是注意上帝还告诉他什么了。34 章，第一节，这是很重要的:“上帝对

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那个一样。” 

先前的石板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看到以色列的子民向金牛犊跳舞的时候，

他把两块石版扔在山下砸碎。{出埃及记 32:19｝"你要凿出两块石版，和先前

的那个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版上。"非常有趣。 

当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上帝说，“我已给你看了一次了，

但是你把它们打碎了。不如这样，拿多两块石版我会把我的品格，我的荣耀再写出来。

"你们看朋友们，律法就是书写上帝品格的一个誊本，品格也就是祂的荣耀。都听懂了

吗？什么是誊本？誊本就是某种东西的书面版本。上帝已经在十诫中为我们定义了祂

的品格，祂的荣耀。 

我想要进一步的从圣经中证明这个道理，带你们去申命记，第五章，和我一起

翻到那里。申命记，第五章。顺便提一下，我们在申命记第五章，十诫的第二条。

你们注意到了，对吧？进一步确立这个观点，第 21 节：“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你们不可。。。”等等。那就是第十条诫命。现在，注意摩西说了什么，在十诫后

马上说了什么。第 22 节：“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

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版上，交

给我了。”摩西跟以色列的儿女们讲话明显是根据十诫的。我们都明白吗？以色列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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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回答的？他们说了什么？24 节：“说：‘看哪！耶和华我们 神将他的。。。”

什么？“祂的荣耀。”什么是荣耀？用你的钥匙。每当你看到“荣耀”这个词，你想

到什么？“品格”。“品格”以色列认识到这一点，在上帝的律法中，显现出上帝的

品格，上帝的荣耀。他们在这个观察中正确吗？看一下 28 节："你们对我说的话，

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

换句话说，当以色列回应上帝的律法当时候，“上帝将祂的荣耀显给我们看，”上帝

说，“你们是对的。” 明显的，上帝的荣耀显现在祂的律法中。我们都明白吗？｛阿

门｝ 

现在，我们已经从圣经中证明了这个观点，让我们再确定一下从上帝所默示的

注解，预言之灵。评论与通讯，1890 年 2 月 4 号。引文：“在西奈山上宣告的

律法是”什么？“上帝品格的手抄本。”奇异恩典，80 页：“基督的荣光在律

法中显现，就是他的品格的手抄本...”我亲爱的朋友们，那么上帝在哪里显现祂

的荣耀给我们？在祂的律法里…在祂的律法里…请你们知道，如果我们将要变得荣上

加荣，我们必须仰望这荣耀。阿门？为了你的缘故和基督的缘故，我请求你去学习仰

望上帝的荣光，在他的律法中的荣光。我们可以更好地明白这道理，为什么和怎么样

仰望，正如大卫所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诗篇 119:97｝

你们知道，我曾经抓破脑袋去思考大卫，上帝的律法到底哪里吸引你了？当然了，这

是在我归主之前的问题。 

顺便提一下，听我说， 好的测试方法测试你是否真正的归主，是誠實去問你

自己一个问题:“我对于上帝的律法是什么态度？”你们知道，肉体的思想是，怎

样？…就是与神为仇的；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罗马书 8：7}属肉

体的人不能真正爱上帝的律法。你不能爱上帝的律法，我不能爱上帝的律法直到我请

他给我一颗新的心。这颗心上写着上帝的律法；然后我发现我对于律法的态度有了前

所未有的改变。所以曾经我抓耳挠腮的问，“大卫，为何你如此倾心于上帝的律法？

你怎么能昼夜思念？”它对我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只是一个不能做的事情的列表。

它总是在限制我，限制我做事情，我喜欢做的事情，它总是让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

情。很痛苦。但是这就是属肉体的人对于律法的态度。你们看，再没有比這更痛苦的

经历了，请听我说，你们中的一些人在经历这些，我将要识别出来。再没有比怀着一

个属肉体的心却穿着属灵的外套更难受的经历了如果你没有归主的话，律法就是一件

不合身的外套。如你对于律法的态度是消极的，那你可能咬紧牙关强迫自己穿上，只

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因为你需要去顺从，如果你想要去天堂的话。或者是想要保持一

个受人尊重的好名声。我亲爱的朋友们，这连顺从都不是。为什么？ 

因为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 13：:10}我能听到一个"阿门"吗？{阿门}如果

你遵守律法不是出于爱的动机，那么你连顺从都算不上。你知道这个道理。你连顺从

都算不上。为了能够遵守前四条律法，你必须要及其爱上帝。为了能遵守后六条律法，

你必须爱人如己…… 不自私;如果不是这个动机，你都不是顺从。更不要提毫无喜悦

的遵守了。你们看如果我们的顺从是为了责任感，这就是一个消极的经历。它不会变

成积极的，除非我们心中有爱。那么这才是愉悦的。阿门？當你爱某人，你不会因为

觉得必须去做，才去做;你做这些被吩咐的事情是因为你想要去取悦他们。阿门？{阿

门}…我希望这是你们在第七天敬拜上帝的理由。 

你们看，律法 - 上帝品格的手抄书 -这是怎么理解呢？上帝的品格用一个字怎

么形容？是什么？上帝是爱。约翰一书 4:8，"上帝是爱。"当然了，律法用一个字

怎么形容？{爱}爱。因为这律法是上帝的品格，也就是爱的手抄书；当然，成全了律

法的是什么？… 爱。爱上帝和爱人如己，总结了这一切 … 这是有道理的。耶稣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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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的，马太福音 22 章，37 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

的神。"38 节："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 大的。"39："其次也相仿:就是要

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爱。你看，律法用关系

来定义爱。头四条，告诉我们爱是怎么能和上帝有关係。后六条，告诉我们爱是怎么

和我们周围的人有关係，互相之间。你们看，这么想 … 如果拿光照着棱镜，会发生

什么事？会出现一片彩虹般的颜色，这就是光的组成。如果拿爱照着那些石版，会出

现十条诫命，这就是爱的组成。诫命解释了爱。 

上帝不仅仅为我们定义了爱，写在石版上，还为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爱，将他的

儿子赐给我们，親自展示了这律法。你们听到我所说的吗？他赐祂的儿子为了怎样?親

自展示这律法。如果你真的想看看律法是什么样子的，研究耶稣的生平。{阿门}那才

是爱。那才是对律法的顺从、那是律法的样子。我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遵守了律

法，那么我们的生活像谁的一样？… 耶稣。阿门？你不可能推翻这论点; 赐福我们的

心，我们的生活不能基督化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学习去遵守这律法，为了对的原因。

我们一直是为了一些自私的原因去遵守这律法，这就是让我们成为粉饰的坟墓的原因。

上帝帮助我们去学习为了对的原因做对的事情。{阿门} 

那么我们将有基督化的品格;将有甜蜜的，迷人的，吸引人的品格，吸引着人们

归向耶稣。但是直到，耶稣，当他来的时候，天使是怎样宣告祂的到来？在伯利恒的

山上？他们唱的歌的歌词是什么？这记录在路加福音 2:14:“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

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们能听到这对我们所说的吗？这是耶稣来

要做的事。这就是律法的人格化，这是成全了律法。“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这是前四条律法;“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后六条。你们看。基督

是律法的人格化，天使们为了宣告他之前的到来时为了做到这些，就说 “在至高之

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们看，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听

到我们的一些福音派的朋友们说:“哦，不要给我律法，给我耶稣。”我亲爱的朋友们，

耶稣是律法的拟人化。｛阿门｝顺便提一句，很多人说，“不要给我律法，给我耶

稣。”好像耶稣是更加低的，更容易的标准。什么？我是说，如果你觉得律法是高标

准，仰望耶稣的生活!仰望他所显示的无尽的自我奉献的爱。那是律法的拟人化。如果

你真的想要一个高标准，仰望耶稣。｛阿门｝通过仰望，你将会被改变。｛阿门｝善

恶之争，467 页：“上帝的律法从本质上是无法更改的。”暂停。上帝昨日、今

日、一直到{永远}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 13：8}好吗？律法是衪的品格的

手抄本。{评论与通讯 1895 年十月十八号}所以，从定义上来说它是不可以更改

的。我们都听懂了吗？{阿门} 

这包括了第四条诫命吗？{阿门}你 好相信它包括… 亲爱的新教教徒们。你不

能更改十条诫命，正如你不能更改上帝的品格一样。“上帝的律法，从本质上，是

不能更改的。因为这律法是作者的品格和意愿的表达。上帝是爱，他的律法是

爱。两个大原则是爱上帝，还有爱人。"爱是成全了律法。" 罗马书 13：10 上

帝的品格是公義和真理;这就是他的律法的特性。正如诗人说的，"你的律法是

真理。""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 诗篇 119：142 和 172。使徒保罗说："律

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罗马书 7：12 这样的律法是上帝的思想和意愿的一

种表达，并且如它的作者一样不朽。”{阿门}非常清楚，非常清楚。 

我亲爱的朋友们，我有一个非常重的担子，我们要来欣赏这能彰显上帝的荣耀

的律法。我们要可以如大卫和基督说的一样，"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诗篇 119：

97}我坚信我们不可能对律法有这样的态度，除非我们有一个新的心。当我们有一个

新的心，我们會意识到因为这福音，请听我说;因为这福音，这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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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雅各书 2：12}{阿门}现在，让我来解释這是什么意思。明白这一点是非常重

要的，听我来说。 

翻到出埃及记 20 章。出埃及记 20 章。我们有标准的演绎，就是我們非常熟悉

的十诫。告诉我十诫是从哪里開始的。出埃及记 20 章。我需要一点回应。十诫是从

哪里开始的？{第三节}第三节。赐福你的心，你们非常一致的跳入了我的陷阱;我知道

你们會如此回答我。每当你去一个基督教书店，看到一个写着十诫的海报，一般都是

怎么开始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第三节… 这很悲剧。为什么悲

剧？我亲爱的朋友们，因为上帝是从哪个章节开始说的？{第二节}在第二节。上帝在

第二节说的重要吗？{阿门}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不能再强调他在第二节所说的话的重

要性。你们看，他在第二节所说的是非常重要的福音，讓我们可以遵守以下的诫命。

{阿门}上帝在第二节说的什么？听着。上帝在第二节说了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我能听到一个阿门吗？{阿门}现在你们能听到这

里的福音吗？{能}你们看，耶稣在告诉我们，“我是你们的救主。我把你们从你们肉

体的罪，自私和撒旦手里救赎出來。”这是埃及地为为奴之家在这里所代表的意思。"

我已经给你自由。我已经把你带出来;你们现在是我的子民。" 这时为什么它成了忠诚

的律法，成了自由的律法，{雅各书 2：12}因为我们已经从我们肉身的罪，自私和撒

旦手里脱离，通过耶稣的血。{阿门}那么，我亲爱的朋友们接下來的，就是解放的宣

告。{阿门}阿门？!{阿门} 

请不要以为上帝的律法很負面。你们知道我们经常做什么吗？你不可...你不可。

你不可...让我听起来很負面。听着...在希伯来语里面，这是一个简单的未来式。你

将不会。你将不会！是的，你们习惯了在埃及为奴的生活，但是我把你们带出了埃及。

你们自由了！{阿门}你不会再做这些事情了。我能听到一个阿门吗？{阿门}在埃及你

们习惯跪拜别的神，敬拜他们，但是那已经是历史了。我把你们带出了埃及；你们不

会再做这些事情了。在埃及你们习惯了在安息日被强迫工作，但是，那已经是历史了。

现在，记住它，守为圣日。在埃及你们习惯去杀害，欺骗，偷盗和嫉妒。但那已经是

历史了，你们不会再做这些了。我已经给你们自由了！{阿门}哦，你们需要爱如此的

律法。阿门？{阿门}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看到这前言有多么重要了吗？请不要

吧这个前言和律法分开;每当你看到一个海报，拿出一个黑板笔，写下第一个章节。给

其他人一个机会去明白这道理，他们根据什么去遵循律法的。{阿门}你们不能遵循律

法除非你们已经自由了。雅各书 2：8 和雅各书 1：25 是这道理的来源，这自由的

忠诚的律法。我亲爱的朋友们，对于世界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将和立法者

有一个救赎的关系，将认清楚这美丽的积极的律法，看它如同上帝品格的手抄本。 

好的一个办法，请听我说，我们能帮助别人认清楚这个道理 有说服力的办

法，就是过这样一种从罪得以自由的生活，爱这律法。你们看，这律法让我从自私里

得自由，给我们力量去爱。{阿门}阿门？{阿门}当人民看到从自私中得自由，基督的

爱在我们之间流淌。他们就会被说服，上帝的律法是很美丽积极，有吸引力的这就是

上帝的律法… 他们想要在律法的权利之下，因为她们想要这喜乐，健康，幸福，正如

我们所展示的一样。你们看，我们的生活给了无法反驳的证据，那就是遵守上帝的律

法是很好的。阿门？{阿门}在爱的王子的统治下是好的。那带来了健康，幸福，完美，

和谐，和平，喜乐，统一。{阿门}这是遵循上帝律法的好处，如果它是圣灵加力，爱

来驱动的顺从。听着，评论与通讯，1987 年三月九号:"如果这世界知道上帝的

政权的律法的原则，如果他们遵守祂的律法，他们可以从律法中看到上帝的品

格，不再与上帝为敌。但是如果转离律法，人们没有办法看到上帝的品格，反

而珍惜并且培养撒旦的品格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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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看到为什么撒旦一直在培养宣传上帝的律法是非常消极的？你们看到为什

么他想出这些假福音：耶稣抹去了律法?…还宣传这种态度：不要给我律法，给我基督。

哦，他知道。他知道，上帝的荣光显现在祂的律法里。他非常想要去阻碍上帝的荣光

的发出﹐在祂的律法里。但是我的朋友们，请你们明白：律法作为上帝品格的手抄本

是可以被认出来的，只有当我们看到律法属灵的含义。你们听到我说的吗？我想再重

复一遍:“律法可以被当作上帝品格的手抄本而被珍惜的，只有当我们看到律法属灵的

含义的時侯。”{阿门}什么是属灵的含义?我是说，律法并不单单的应用在我们外表的

行为中。它还能控制并且管辖我们左右耳之间的大脑。{阿门} 

你们看，这是耶稣一直在试图做的事情，当他向法利赛人布道的时候。记得福

山宝训吗？你们说，如果你们杀了人 － 你们犯了罪。我说，如果你们发怒 － 你们

就犯了罪。耶稣在這裹做什么?他在增强律法，他在帮助我们看到律法的管辖范围，不

仅仅是我们的行为，而且还有我们的情感。你们可以在你们的感情中违背律法。我能

听到一个阿门吗？{阿门}凡恨他兄弟的就是杀人了。｛约翰一书 3:15｝这是从圣

经里来的。律法是属灵的；耶稣继续说，“你们说不可犯贱淫，如果你们做了，就

是有罪。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在哪里已经与她犯贱

淫了。”哪里？｛在思想里｝在你的思想里，你的心里。｛马太 5:28｝在你左右

耳之间，你就可以违背律法了。那条“不可犯贱淫。”｛出埃及记 20:14｝在你自

己的想象中。为什么？因为律法是属灵的！这就是原因！它不止在我们的行为里管辖

我们，现在，它在行为里有规定，但是当我们有属灵的判断，我们能看到更深一层的

含义。只有在属灵的判断里，律法能够成为上帝品格的手抄本，也是我们建立品格时

候的一个蓝图。你们明白吗？当我们认识到它属灵的性质，我们把它当成上帝品格的

手抄本，我们才能重视它，当成我们品格的一个蓝图。记住，品格的建立是委托给

人类 重要的工作。｛教育论 225.3｝｛阿门｝ 

现在，如果你们要去建立些东西，需要什么？快点，建筑工们，帮帮我。需要

什么？需要一个蓝图，需要一个蓝图。我们有吗？有。那是什么？上帝的律法… 属灵

的判断;它管辖，判决，应用，在我们的思想和感情里，它成为了一个蓝图。这就是为

什么大卫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念。”｛诗篇 119:97｝大

卫是在研究这个蓝图。他想要更像上帝。他想要上帝的品格在他里面重建。他想要心

意更新变化｛罗马书 12:2｝，所以他在尝试重建他的思想，有属灵的判断上帝的律

法;所以我们呢？阿门？{阿门}顺便提一下，上帝不仅仁慈的给我们一个蓝图，还给了

我们什么？给了我们一个榜样。阿门？你们看，任何一个好的建造者，他不仅仅需要

一个蓝图，还需要一个跟这个蓝图很像的 3D 的模型，可以的话。谁是这个模型？耶稣

基督。他是律法的 3D 模型。他是以人的形式存在的律法;二维的图像变成三维了，在

耶稣的生活里。在仰望这蓝图，还有这个模型，我们怎么样？变成我们所看到的样子。

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我以基督的名请求你，仰望这蓝图。阿门？{阿门}仰望这蓝图，

仰望这榜样。 

快点，上帝的荣耀在哪里显现？在圣所和祭祀制度里。我快速的讲一下这

个方面。出埃及记 40:34，“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现在，我曾经以为

这就是字面的意思，哪里有一个真正的特别亮的光在那里。你们明白我所说的吗？

“荣耀”是什么意思？品格。所以，这个章节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章节告诉我们，在

圣所里面所有的东西，家具，祭祀的制度，每个细节，都是上帝特意设计，以此来彰

显他的品格的。阿门？{阿门}…圣所怎么说？用不可抗拒的方式？耶和华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

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出埃及记 34:6-7｝上帝的公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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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都在他的圣所里展现了。我能听到一个阿门吗？{阿门}看呐，上帝不是把罪过都

隐藏了。他赦免罪孽，是通过把罪转移到无罪的羔羊的头上。阿门？{阿门}所以，祂

可以是公义的，对那些来归向耶稣 － 上帝的羔羊－ 的人们，从创世以来被杀之

羔羊。｛启示录 13:8｝上帝的所有的品格都在圣所中彰显出来，还有祭祀制度。噢，

我多想再讲一些，但是时间不够了。看诗篇 26:8，另一个圣经的章节:"耶和华啊，

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怎么样？显示荣耀的居所。"阿门?{阿门}我的朋友们，

你们想不想被改变荣上加荣？{阿门}那么，学习仰望圣所和祭祀制度里所显现的荣光。

是上帝的品格所显现的美丽的荣耀。诗篇 63:2:“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

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仰望这荣耀，在圣所和祭祀制度里。 

上帝的荣耀在那里显现的？在圣经章节，在旧约和新约中在整本圣经里，

都是证据。你们看，圣经是耶稣基督的见证，第一个也是 重要的。耶稣是怎么评价

圣经的？“这经是给我作见证的。”｛约翰福音 5:39｝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看到

在基督的荣耀，我们将要学习的，是在圣经中仰望这荣耀。顺便提一句，当耶稣说，

“为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耶稣说的是新约还是旧约？哪一个？旧约。在那个时

候，只有旧约被寫下來。我们普遍认为新约是唯一的地方可以看见基督的荣耀的地方。

不是的。整本圣经都是显示他的荣耀。 

噢，我的朋友们，仰望这圣经中的荣耀，但是请一定要认识到，你和我，本性

上是看不到这荣耀的。因为属灵的事，怎么样？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林前

2:13-14｝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眼药擦你的眼睛。｛启示录 3:18｝当你准备好去

仰望圣经中所彰显的荣耀的时候，要像摩西一样祷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

看。”｛出埃及记 33:18｝“请给我超自然的能力去仰望这荣光，在看的过程中我

才能被改变。”我的朋友们，你们想要被改变吗？那么，为了基督的爱，为你自己的

缘故，学习仰望这荣光，在基督里 初的、唯一的特有的荣光。但是，在哪里？在他

的律法里，还有在哪里？在圣所和祭祀制度里，还有哪里？在圣经章節里，旧约

和新约。在仰望的过程中，你会被改变，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可以起立来做个祷告吗？ 

在天上的父，我感谢您，我们可以被改变荣上加荣。帮助我们意识到，除非我

们配合，否则不可能被改变，配合圣灵的改变的力量，仰望这荣光。教我们去做到。

教我们去仰望这荣光，第一的也是最重要的，不仅仅在耶稣里向我们显现，而且在律

法里，在圣所和祭祀制度里，在正本圣经里，旧约和新约，每一页，每一个章节。涂

膏在我们的双眼，我们才能看到这荣光，那么，用同樣的力量向我们显现，圣灵的力

量，重塑我们的品格，我们才能荣上加荣。以耶稣的名求告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