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en G. White Writings

1/7/14, 6:49 PM

引路者“我在主的安排中看出，医 布道工作是个

言, 535。 {CME 7.1}

大的引路者，它引我

上帝把普世 道的工作，派 奉他名出去的人。他
那些行将 亡之人。上帝呼召万千人 他作工，并非

接触到病人。” 健康勉

作基督的同工，把他温慈怜 之 ， 示
那些已知真理之人，并非在老地方 来

去。他叫我 警告那些从未听到末后慈怜信息的人。要 着一
急切救人的心去工作。要作
医 布道之工。
你就会得到门路 入人心，而且宣
一步真理的路也将 你打开。到 你会
，减 人身体疾苦，会
你解决人灵性需要的机会。 {CME 7.2}
主会叫你在

工作上成功，因 福音若交 在

生活中，

践并力行，那么福音就是上帝救人

的大能。福音的真 是什么？它是：把基督般 身体的工作，和他 心灵的工作，
自 医
道大学的呼 , 14 {CME 7.3}

合在一起。 引

示基督的厚
“医 布道工作
人类的，是解除痛苦的福音。它是福音的开路先 。它是福音的 践，并将基
督厚 向人 明。 工作有大需要，其门路也正开放。上帝要叫人了解医 布道的重要，也要立即
开放新工地。” 医 布道, 239。 {CME 7.4}

来自天上
真医 布道工作来自天上，不是什么人所 的，可惜我奉命要 的是：我 看到与 工作有关
的一些事，竟羞辱了上帝。医 布道工作来自天上，且有最 煌的任 要 成。从各方面 ，它都
符合基督之工作。与上帝同工之人 要代表基督的德行，正如基督在世 代表天父圣德一 。 医
布道, 24。 {CME 8.1}

健康的福音
在上帝圣言中，可找到 生改革的原 。健康的福音当确 和圣 布道
在一起。主的旨意是
叫健康改革的美好感化力, 成
福音信息最后冲刺的一部分。 医 布道, 259． {CME 8.2}
了克服偏 、叫人不拒 ，医 布道工作必 在真理尚未 入的 多地方完成，而非只在一两
。我 要作福音医 布道士，把救恩信息
罪病患者，治好他 。 工作打破偏 的功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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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卷九, 211 {CME 8.3}

福音的右手
医

布道工作是福音的右手，是推 上帝圣工所必需的。藉着

的重要，叫他 知道真理的拯救大能。

方法既是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右手，它就会替

工作，可引

有素的医 布道同工当

代真理打开门路。

它打开

男女看出正当生活

入每一城市。上帝的医病

言卷七, 59 {CME 8.4}

门路

右手开了门，身体才可 去。医 布道工作的任

就是

。它要

代真理

道路，叫人接

受。没有手的身体是无用的。把光彩和体面
身体 ，也要
帮忙的双手，因 手是如此重要
的肢体，没有它身体一无所成。因而身体若慢待右手，拒 右手的 助，就空无所成。 医 布道,
238。 {CME 9.1}

今天当作之工
“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 那
的、残 的、瞎眼的、破腿的来。仆人 ：主阿，你所吩咐的
已 照 了， 有空座。主人 仆人 ：你出去到路上和 笆那里，勉强人 来，坐 我的屋
子。”

何

不了解，目前所作的医 布道工作来自圣

北各地教会都

作的。各教会已有机会答

─── 一八九七五月
榜

宣 。 {CME 9.2}

工作。

生改革一事，主曾 我大光。在与我丈夫
，接病人去我家照 。 点我已作到了，也

，且是上述

文的

何 没有作呢？

呢！

要有人 行

工作是
任

下，我原 作个医 布道工人。我
女孩子 有力的治 。 {CME 9.3}

既是主指派的 信使者， 我
基督徒 制方面的事。我曾
制的 广真 。──── 一九０六年七月二十六
宣 。 {CME 9.4}

一八六七年采取行

西南

才行

教会作

的参加 工作，向大群人

的早期呼召

我看 主正 我 一种
， 我 将来作他圣工有最高价 ……我 主造就我丈夫，使其配参
与
神圣的改革工作，就是他定意在他子民中 展的。 {CME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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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牧

当宣

制生活的教 ，他

要指出衣食、工作、休息与健康的关系。 {CME

10.2}

生

凡相信末日真理的人，都在 方面有当作之工。
系。他

若漠不关心，上帝必不喜悦───

工作与他

言一卷, 618 {CME 10.3}

一九０二年的
我

已到一个

兴呼召

候，每位教友都当从事医 布道工作。 个世界真是一个麻

神都有毛病的不幸者。到
清自己的

有关，上帝叫他 起来与此改革

任，去 送

有多人，因缺少那交托

些真理。──

言精 三

我 的真理知 而

院，信

亡。同道

了身体精

悟，好

, 102 {CME 10.4}

一九０七年重申呼召
医

布道工作尚在 儿 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真医

作 划尽未被遵行，上帝的 被 用了。在 多地方，
会警告。──特别 言B系八号, 28。 {CME 10.5}

布道工作的意 。
的医

什么呢？因

布道虽在推行， 但

救主的工

多同工没理

今天的呼召
如今，我 医 布道的同工，当表 出最 真的不自私榜 。他 凭着
工作所得的知 与
， 出去医治病人。当挨家
，就可得到 多人心。 多人因此听到福音信息， 是别的

法

不到的。───健康勉言, 538。 {CME 11.1}

要有

与毅力

我能 醒同道 作基督徒之工，如果我能引 他 加入医 布道工作，以圣洁的
和属天的毅
力，在每个地方尽个人之力 会外人工作，那么我将何等感激阿！ 才是真正 道工作。在有些地
方，其成功 然不大；但是后来主又开了门路，努力得到了大成功。 出去的 如 牢固的 子。
天使与人 器皿合作，因而罪人被争取 向救主。───医 布道, 256。 {CME 11.2}

在逼迫期中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2&start_paragraph=1003585147&finish_paragraph=1003585470&references=1

Page 3 of 26

Ellen G. White Writings

1/7/14, 6:49 PM

宗教 迫破坏我 美国内的各种自由权，因而那些要 良心自由而站立的人，将要 于不利的地
位。 他
了自己，当趁着 有机会 ，求取关于疾病、病因、 防及治 各方面的知 。如此作
的人会
中。

，到 有工可作。受苦需要帮助之人多得很，不光在本会中，尤其在不
真理者之
的短促，使自称相信 代真理之人要付出空前未有精力。────健康勉言, 506。 {CME 11.3}

区别的

号

人与人之 的真正同情， 当是敬 畏惧上帝之人，和不理他律法者之 的区别 号。基督降世
要 将亡世人舍命 牲，所表 的同情何等 大！他的宗教引人去作 真的医 布道工作。他是医
治的大能。他 “我喜 怜恤，不喜 祭祀”。 就是真理的 大 始者，用来区分真假信仰的 金
石。上帝要他的医 布道士，用温柔 心去作工，如同基督在此要行的一 。────医 布道,
251。 {CME 12.1}

上帝 其大能之日作的准 ，人了解得何等
阿。他今天所用 到人心的方法，和当初主在世
所用一 。我
圣言可看出，基督把医 布道，用在他的 道中。我 的眼 道不能打开，看

出他的

法

？特使不能了解他交 门徒和我 的任

？ {CME 12.2}

世界必 有一种消解罪毒之 。医 布道士藉着 明的工作，解除人痛苦，拯救其生命，就能
化人心，受助者也会
感激。医 布道士 人身体作工 ，上帝同 在人心中作工。───医 布
道, 246。 {CME 12.3}

更多门路要开放
将来，我 克己 牲，要把工作推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上帝要我 把心灵献 他，他好在多方
面使用我 作工。我
些事大有感触。弟兄姐妹 ， 我 以温柔 卑之心，在同人之前自我
牲的榜 。我 若凭着信心尽本分，上帝就要 我 开未曾梦想到的门路。─── 一九一三年十二号
手稿。 {CME 13.1}
我

要看

到如水充

医

布道工作，在其 展的每一点上拓

海洋一般布

全地。────医

加深，因

布道, 317。 {CME 13.2}

流入的千百条溪流相

而来，直

第二章城市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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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召

？

从上帝 的亮光中，我知道他的圣工今天大大需要圣 真理的活代表。光靠受封的牧 ，不够担
任 工作。上帝正呼召女 道士，和有不同才干且知道 代真理的献身同道，去考 未受警告之城
市的需要。目前只有一位信徒作工之 ， 当有一百位信徒
在撒但反
力 门路之前， 多工要作完。每一机 要
利用。───医 布道, 248。 {CME 13.3}

极作个人
起来，使

道之工。
迅速 去。
有的机会得以 明的加以

一九一０年二月二十七夜 ，我得 示 到尚未开工的一些城市，活生生的 在我面前。有明白
的教 告 我， 去的老工作 法
底改 。 情形在我心中好几个月， 于是我敦促在美国重要
城市， 成小并加以
去工作。 些同工当两人一 ， 常相聚交
，同祷告、同 划如何
迅速与人接触。
作，也 可能挽回些已逝的
。────一九一０年二一号手稿。 {CME 13.4}

在大城市开路的重要性，至今仍在我面前。多年来主叫我 尽此
，然而与居民 多的城市比
起来，我 成就的何其少阿。我 若不以 真的 度 起
任，撒但就要制造更多的困 ，令人
以克服了。 些久被忽 的城市中，本
工作完成，如今我 落后太多了。如今比几年前更
作。然而我

若奉主的名

担 工作，障阻就会排除，决定性之

工作需要医生和福音 道人。我

路。我

去若按主的

划作， 在正熄

利也必是我 的。 {CME 14.1}

迫切向主呼求，并尽最大努力向前推

，以打开

的灯光，就大放光明了。──────医

城之

布道, 301, 302。

{CME 14.2}

挽回已逝的
正落在大城市的灾 ，
促使我 急采行 ，趁着 有机会，把警告信息
人口
地区。
我 向大城市 信息的有利 机已
去了。罪 正迅速增多，如今我 只好更加
力，以
挽回一些

。───医 布道, 310。 {CME 14.3}

一
上帝以前

的信息迄今并无改 。如今城市工作是不可少的。 等到城市工作按上帝意思作完了，

那么果效就是我
医

大能的

前所未

的大

在 行了。──医

布道工作是一个门，真理可由此

布道, 304。 {CME 14.4}

入 多城市人家。───健康勉言, 556。 {CME 15.1}

用信心和

的

教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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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主 他的子民 ：找一条 入城市的门路，去用信心和
宣 真理。你 信息中别
用新奇的道理，只 基督福音的
，就是老少都可懂的 。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真理，受没受
教育的人都 了解，要用
并学他的 法。 {CME 15.2}

教 他 。若要

到接近 些人的目的，你心要在上帝面前

抱着同情和温柔

卑，

度

我 当研 基督的工作方法，和他 人的 度，从中学得教 ，用在我 工作上。福音故事中
，主怎
各
之人作工，他怎 在大城小 ，吸引千百人来听其教 。主的 清晰明白，出
自同情与温柔的 度。他 中 人保
真理就在此。他能吸引多人，是因 他的工作和言
而

。 {CME 15.3}

位

大教

可，他
他
理。 {CME 15.4}
他

听

其圣工定了 划。我

研究

些

划。他周游各地，身

出离人多的城市，去安静的 下，在那里与

的身体、物 需求表示同情，因而

得多人

他所

跟着大群听

人一同祷告，向他
真理的良好反

。只要

永恒的真

。那五千人跟他大

半天， 随听 。 道福音信息， 他 不是
重要 ？ 他 之中很多人，以前从未听
真理。然而，基督向他
属灵真理的意愿，并未使他 忽他 物 和身体的需要。───医
道, 299。 {CME 15.5}

的
布

上天的能力要帮忙
但愿如今有多人

：“主阿，你叫我作什么？”主的意思是叫我

的医 机

，在各大城市叫人

知道他不用医 治病的 法。那些凭上帝能力治病的人，他
他 圣洁的威 。
光照得 而
又 ，照在每个可能打开门路之 。撒但将尽力制造困 ，但上天的能力要帮助 心的工人。在天
父圣手引 下， 我 前 ，利用每一机会推 上帝圣工。───医 布道, 325。 {CME 16.1}
“基督所要的人是有 强之气的人；是不等别人把路筑平，把一切障阻 除后，才肯向前的人；是
用自己
去鼓舞一般灰心同工不再泄气的人；是心
、手段强、富有基督之 ，善于 主努力
工作的人。” 服 真

, 468。 {CME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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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作工的 法
服事人体和心灵
基督的仆人当照他的榜 行。当他周游四方 ，曾安慰受苦者，医治害病者。然后把有关他国度
的 大真理 他
明。 就是他信徒的工作。当你解除人身体疾苦 ，你必
他 灵性需要
而服 的门路。你
可指出那位被
大能。───天路, 197。 {CME 16.3}

起来的救主，述 那位大医 的慈

， 明只有他有复原的

入城市之门
在多 ，人尚未听
信息。因而，我 当抱着
，以前所未有的 忱，来推 医 布道工
作。原来 种工作是一个门，真理可 它 入 多城市。── 言精 二 , 366。 {CME 17.1}

同作

而

我要 已参加此工作的同仁 ：当用机智与才能，
努力的作工。激励你的同仁
某种各 下
起来，大家合力同工。把教会内的青年男女
起来作工。 {CME 17.2}

，使他

在

将医 布道工作，与
第三天使警告信息的工作配合起来。以有 律之
和力量，把教友
从 年沉睡如死的地步提拔起来。把那些 行改良原理的同人 ，派到教会中作工。 当派那些
清有必要要克制自己食欲之人出去作工，免得他 成 教会的网 。且看生命之气息会否 入教会
中来。 当使新的元素参加工作。上帝子民必 感悟自己的重大需要与危
工作。───精 二 , 505。 {CME 17.3}

教会是

，并 起最靠近身

的

学校

“基督教会成立之目的是服 。它是口号就是服 。教会的教友便是
，要加以
，
在他
救恩之 袖指 下作 。教会中的牧 、教 、医 的 任，比一般人所想的更重大。他 不但
要服
人，
教
人服 ；不但要用正当的原 教 人，也
听的人把所听 的
出
去。真理若不 行、不
，就失失去它 生命的能力，和 慰治 的效用。人若要保持真理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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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 {CME 17.4}

我
于服事上帝所有的枯燥乏味 度，必 打破。每个教友都
主作一点事。 固然有砦人不
能像别人作那么多，但大家都 尽个人之力，来 住那泛 普世的罪 和疾病浪潮。 多人不作
工，并非因不甘愿，乃因无人教他 如何开始。他很需要指

和鼓励。 {CME 17.5}

每个教会 成 基督之工人的
学校。教会 把如何与人
、教学 、勤人悔改、帮助
人、看 病患的最好方法，教 信徒。此外 当 立 生 座、烹 班、各种服 工作
。教
授法除口 外，
要 有
的指
， 着教友
。教
着学 去人民中 服 ，使学
与他同工，学他的榜

。一个切 的榜

，比

多

更有价

需要献身的
需要

而献身的青年参加上帝圣工作 士。

。”服

真 , 137。 {CME 18.1}

士

些青年男女，若把所学的知

必能增强自己能力，成 好而又好的助手，帮助主的圣工。他
去世人之罪，救人身与灵的上帝羔羊。 {CME 18.2}

凭良心用出来，就

可能 成功的 道士，向人指出除

主叫有智慧的男女担任 士，安慰帮助病患和受苦者。阿，巴不得基督一般的医生和 士，能看
受苦的人，帮他 把疲乏痛苦所折磨的身体，交 那位大医 看 ，凭信心仰望他 予康复。
{CME 18.3}

每个真 基督徒都屈膝在 位心灵的真医 ，耶 面前。他站在苦 人床
，不但令人的心悔
改，他 的身体也得医治。若用明智的服 ，引 病人把心灵 主，使其思想 从上帝旨意，那就
是一次 大的 利。──一九一二年五月九日
宣 。 {CME 18.4}

用圣化的智力去作工
我愿 作医 布道的同工
，用你圣化的智力服事主耶 ，并各 道人及 大教 主耶
系。他既然派你任 ，那么当你 允献身、殷勤学 作工、尽力减 病苦者痛苦 ，他也要 你本
和智力。────健康勉言, 539。 {CME 19.1}

每个城市的医
不
要能

先

工作

制的生活充 人 ，我 的医
位 在每一城市中 立。我不是指要花很多 的那种。只
代真理开路就行了，不必要花太多的 。各地当有医 布道的代表，与 立教会的事相

系。医人身体疾苦，可

医人罪病的工作开路。──医

布道, 322。 {CME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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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有一 教会的城市，就需要一个治病的地方……安排一个治普通疾病的地方。房子不必考
究，甚至粗陋些也不防，但 有
的
。── 言六卷, 113。 {CME 19.3}

城市圣工和

学校

若同 有女 道
班，就可把圣工均衡的作到最好。开布道会期 ， 有
丰富灵智高深的
同工与
班或城市医
位 系，每天 女 道上 ，并全心与布道会相 。人 悔改接受真理
，
城市圣工的人 藉着多祷告，向他 指出如何在生活中体 真理的大能。 所有同工的共同
努力，其效果会像 子入
牢 移。── 言九卷, 111, 112。 {CME 19.4}

由能干的

袖主持

在城市作工的人， 加特别注意。每一批同工当在一位能干的
人之下， 要常 着自
己要作道道地地各副其 的 道士。 种有系 而 明 行的
，会有美好成果。──医 布道,
301． {CME 20.1}
从主多次 我的教 中，我知道本会 有一种， 游行各村 作医 布道工作。 种人在上下各
等人中，都必收美 救人的效果。此工作最好由忠 的文字布道士开路。 {CME 20.2}
多人必会蒙召作挨家布道的工作，同人
370。 {CME 20.3}

，与有志研究圣道者一同祈祷。────精

作上帝助手而

三

,

力

我 的工作早已被天父命定了。我 只要拿起圣 出去警告世人就行了。在救人方面我 要作上
帝的助手。我 要作他慈 的水道，使其慈 天天流向将亡之人。人若体 自己参加此 大工作是
荣幸， 种体 就可使 位真同工更加高 、更加圣洁。他要充 凭 作工的信心， 信心也也能
洁 其心灵。把自己投 上帝旨意的人，不会 得任何事是苦役。 “ 主而作”的想法，会
他
上帝作工的念 。──一九０二年四三号函 {CME 20.4}

自养的工人
其

的呼求声从各

来。人

到葡萄园外去排 等候分派工作

？或者自己出去努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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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靠主的帮助和自己已有的能力，先从低微 下手，在警告尚未 到之
趣呢？ {CME 21.1}

，引起别人

真理的兴

主已鼓励那些凭 任感开始圣工，心中疼 行将 亡者的工人。他要把真 的 道精神，
求
上帝和基督的人。主仍活着并掌权。青年 ，到圣灵引 你去的地方去吧。用双手作
工，你就会自 自足，也会有机会 警告信息。──医 布道, 312。 {CME 21.2}
像基督那

作工、学 、在祷告中力争的人，在何

呢？我

不可把力气局限在少数几

地

方。“人在 城逼迫你 ，就逃到那城去。”我 要遵行基督的 划。他一直在等机会帮助个人作工
者，随 引人有兴趣研 圣 。 真理了解
之人，他耐心的 他 工作。当我
迷糊而不了
解情况， 花
打算如何接近将亡人之 ，撒但正忙着阴 并封 我 的路。───医 布道,
303。 {CME 21.3}

生

店作

道中心

上帝叫我 在城市中开 生 店。若辨得明智， 些 店可成
道中心。店中同工
康、 制和其他福音真理的印品 食客。─── 一九０二年一四号手稿。 {CME 21.4}

供

有健

灵粮

我
店同工要 将来不朽之生命作
。他 要求取能力和机智， 大城市的男女
灵食。
把那些 客看作你 在上帝面前交 之人。 些城市 受警告， 些青年男女要知道
宝 。世
界邪 正一直增 ，如同挪
一 。───一九０五年二七九号函。 {CME 22.1}

献身努力的成效
我
服，

献身的努力，已 来一切 道成功。用上帝指定的 法，我 可成功的面 障阻，并予以克
的站在基督大旗下，不失 ，不灰心。───特别 言B系二号, 19。 {CME 22.2}

圣灵在人身上作工，就会叫使徒 代的
到我 。主将要从放 自私之 ，收回他的福惠，
但要叫他全球子民 得美好事物，只要他 无私的把才干，用在提拔人性上。他的圣工 是他仁德
的招牌， 招牌要 得世人信心，并 福音之推民 来 源。─────特别 言B系二号, 20。 {CME
22.3}

我

代作此特别工作之人，当表 一种有

服之力的信心。──一九０七年八二号函。 {CME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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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基督徒助人之工
服事

病需要者

有件工作要我 完成，但无人想到。基督 ：“因 我 了，你
我吃。渴了，你
我喝。我
作客旅，你 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
穿。我病了，你 看 我。 我在 里，你 来看我。”我
当支援收庄稼的人，当 禾捆喜 ，不 ， 都 。但 有 没摸 的工，也必 作。主当年的
工作是治病、鼓励失望者、 慰 心人。 种复元的工作要在 苦人中推行。上帝要的不光是你的
仁慈善行， 有你和悦的 孔， 希望的
，与人相握的手。减除一些受苦者的苦痛。有些人人
病得没希望，你要把阳光
他 。有些人失去了勇气，你要同他
， 他 祷告。有些人需
生命之粮你念圣
他 听。有人病得无可救 ，就 他 祷告， 到耶 面前。在你 一切工作
上，基督要 格在人心上留下印象。 {CME 22.5}
是医

布道当作之工。把那位公 太阳之光，

牧人喂养羊群”，供

病苦人的房

属世和属灵食物。─── 一八九八年105面手稿。 {CME 23.1}

福音
别人的

。教

困，不 阻止我

其作工。主降世就是在

的关注。今天他要用作子民的我 ，去照

人如何作

。“他要如

人
苦受罪者之中行走工作。他

困人，解除其

，减 其苦

得到他最大

。 {CME 23.2}

若无痛苦需要存在，秩不无法了解上帝慈怜与大 ，无法
同情人怜 人的天父。福音 到最
困的需要地区 ，福音的容貌也最可 。那 福音亮光就能最清楚最有力的照射出去。上帝圣言
的真理 入 夫的草棚，公 太阳的光 照亮 人的茅屋， 喜
病苦之人。上帝的天使也在
，表 的
信心可使 屑 水犹如宴席。赦罪之救主 迎 人和无知者，把天来之粮
他

，使之喝生命水。那些久已 人所 弃者，因着信心和蒙 恕，被提升到上帝儿女的身分，高出
世俗，在基督内坐在天上。他 可能没有地上 宝，但却已找到高价的珍珠。─── 言七卷, 226．
{CME 23.3}

帮助可怜无助者
种招集 苦、有缺乏、受 迫之人的工作，正是相信 代真理之教会早 作的工作。在接 人
肉体需要、使 民得 足、接 流者到家中，以及每天从上帝得恩典及力量，好深入人类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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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不能自救之人方面，我 当表 良善之撒 利
会，宣 那被 十字架的基督了。 {CME 24.1}

人的同情心。在 行此工作 ，我

就有好机

每位教友当 得 是自己的特别
，去
里工作。 当研究，如何能向那些宗教无兴趣的
人，作最大帮助。你拜 里朋友 ，要表示关心他 属灵的福惠，如同关心其属世福惠一般。要
基督 赦罪的救主。
居去你家，与他 同 宝 的圣 ，及那些解 真理的 ，再加上 短
的 歌，及 切的祷告，就会感 他
514。 {CME 24.2}

的心。教雄当教育自己作此 工作。─────精

二

,

基督教能力的
基督已把一 神圣 任加在他教会身上， 行此 任， 步步克己才行。人若看 信主之人背此
十字架跟随他， 步在克己之道上，甘心尽力造福主代死之人，那么基督教能力的
就有了。 多
不信者的心，也要 主涌出信心，信 位舍命的救世主。─── 一九０三年43号函。 {CME 24.3}

需要需要更大的信心
我 作基督门徒的人，要有更大信心，当更 切的祷告。 多人奇怪， 何他 的祷告没有力
量，他 的信心那么薄弱
，他 的信徒
那么暗淡无光？他
： 道我 没有禁食，在
万 耶和 面前苦苦 戒 ？主在以
五十八章已表明， 些情况是可改 的。他在六、七
“我所
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 的 ，解下 上的索，使被欺 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
？
不是要把你的 分
的人，将漂流的 人接到你家中， 赤身的 他衣服遮体， 恤自己的骨
肉而不掩藏 ？” 就是基督 灰心、疑惧、 兢之人开的 方。但愿那些在主面前苦苦 戒而行的
人，起来帮助那些正需要帮助之人吧！ {CME 25.1}
每个教会都需要圣灵 束的能力。 今正是 祈求之 。上帝在一切 人而作之工上，他叫人和
他合作。因此，主呼召教会当有更高的虔 、更公正的 任感、更 清自己
造主的
。他呼
召他 成
、圣洁、作工的人。基督徒服 便是
事上帝之人相交。───精 二 , 504。 {CME 25.2}

持我

践此事的方法之一，因 圣灵也要与一切服

的灵性活着

工作种类很多，以配合不同的
和才干。在上帝大日， 也不能 自己固守自私利益而找到藉
口。 只有 别人工作，才可 持你灵性活着。因 工作
着十字架，你就退
？
住，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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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到基督，必 弃 自我。
无私的努力，可 耶 收到庄稼。 从上帝呼召的 卑工人，有
把握得上天 助。主是人的能力源 。工人若全依靠他，他必藉那人完成 大工作。── 史 略,
182。 {CME 25.3}

用你的卑微才干
用你

有的

西先开始医

布道工作。以后你会

，有

接触。他 想学照 病人的方法。把你所知治病方法
擘开生命之
者吃。 {CME 26.1}

行出来。

基督徒有本分叫世人相信，基督的道理可除人重担与

救主的人，就穿上他光明的衣袍。他除去他
比基督徒更有权唱喜 歌呢？他

？人一日白白接受上帝丰盛的

的门路 你敞开。天父会叫与病人

的罪，

病人可减 痛苦，你也有机会

苦，而

予喜

予他的公

，使他

。凡接受基督作赦罪

的喜

不盼望作天家一分子和天君儿女

，天上亮光就

足。 {CME 26.2}

？福音 不是大好信息

入他的生活中…… {CME 26.3}

感恩的表
真主悔改

主之人，会充

上帝大 ，并急欲把自己的喜 分

供 世人。她当展示基督徒之美德 反映天国。感恩和 美
所得的福音好信息， 了那些美好
和保 ，我 当 求
布道可把天上亮光
每一件善行

疲乏、困惑、苦 的人。它犹如泉水

的 合。最靠近天国之人，要反映公

人。王叫他的教会把圣洁之美提

歌，当叫黑暗中之人听到。 了我
人行善，以表示 上帝之感恩。医
干渴 累的旅客。上帝的天使会光

太阳的光亮。─── 一九０一年55号手稿。

{CME 26.4}

一切本分和服

之 ，都是要在人前高 基督。

自己藏在他后面。 是有价 的 牲。───

是一切真工作的目的，

基督 在人前，把我

法引他

如此行，就必得蒙主

言九卷, 147。 {CME 27.1}

我 四周开着 多服 之。我 当与 舍熟悉，
的悦 与合作。─────精 三 , 370。 {CME 27.2}

向基督。我

第五章完全的圣工
我

的楷模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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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下榜 ，他用圣 教人福音真理，也医治前来求解除的苦

，然而他的治

配合救人灵性的真理。 {CME 27.3}

医生兼
我

的医生也当

医生要知道如何用信心
人得身与灵双重救恩。

人。他是世

作。他 作 道人、教

病人祷告，并作适当治
双重工作，会加多他的

道

人如何使心灵得主医治，那就是作主的圣工。每位
。同 ，他当像 道人一 ，教人悔改
，大大增加他的感化力。 {CME 27.4}

我知道一件事，我 医生的最大工作是从正路接触世人。世人正中罪中沉

作呢？踏着主耶

足迹的，才是 大医生。───健康勉言, 544。 {CME 28.1}

道人要像医
人

当会找

空前的

道人充任医生工作。他

正，引

，有 去担起城市工

布道士

，才能用

法减除痛苦。 道士和女

道，

在 方面有学 与准 。他
行，就是效法基督的榜 。他 当有良好教育和
，以
付身体疾病，并医治人的罪病，引人去那位大医 的跟前。他
行，就是主 十二门徒和七

十人的任 ；“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 他
上帝的国 近你 了。”基督曾站在他 旁
病人，像当年
地上一 。────医 布道, 253。 {CME 28.2}
就在那人所在之 ，按其

存的位置与情况，尽力在各方面帮助他， 就是福音圣工。

随

医治

道人也

或有必要去病人的家 ：“我愿随 帮助你，也愿尽力而 。我虽是 道人，而非医生，但我愿服事
病患苦 人。”身体有病的人几乎心灵也有病。心灵有病者，会
身体害病。─────医 布道,
238。 {CME 28.3}

第六章教人 生原理
普通

的治

法，足能解除人的痛苦和疾病，是每个 道人

都 把教
生原理的工作，看 分内
────服 真 , 133, 135。 {CME 28.4}

。

当会的。…… 福音的人，个个

一种教 ，世人很需要，而且在开着门迎接。

道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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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 道 士去推 的工作很多。良好
之 士可就的 位也多，就是去人家 醒人 真理的
兴趣。几乎在每个社会，都有很多不参加宗教聚会的人。要想 他
福音，就 去他 家。帮助
其肉体需要，常是接近他 的唯一方法。 道 士照 病患、解救 困之人 ，会
多机会与
人一同祷告， 圣
人听，并
救主。 那些可怜无助、无意志力控制情欲食欲的人， 士可
之祷告，或一同祷告。他 可把希望之光

无私的仁慈行

些沮

落的人生活中。

表 出来，会使 些受苦者相信基督之 。 {CME 29.1}

多人不信上帝，也 别人失去信心。可是他

士 的无私之

同情与帮助仍心存感激。当他

，用

到，有人不

名利来他家服事病患、照
寒、 送衣服、安慰摔 ，又仁慈指出耶 的慈 和怜 ，而自己
只作一名 信使者，他 的心就会受受感 。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信心也会点燃起来。他 看出上
帝关

他

，及到圣 打开，他 就愿听。─────── 一九一二年五月九日

“我 要将 士、 道士、牧 、
、 福音的学生等 成 ，
圣者相似的健全品格，好在未来的天国学校中接受深造…… {CME 29.3}

宣 。 {CME 29.2}

予充分的

，以造就与那

别再等待
今所需的工人，是能 福音的医 布道士。你 决定不能再 多年的光阴去准 了。 不久，
在敞开的真理门 就要关 了。 在就当
信息，别再等，免得 人占据你 面前的空地。当
成小

出去，作主派

门徒的工作。要像布道士一

人祷告，供 他 所需的，不用 物而用天然方法治
三 , 370。 {CME 29.4}

推展

作，分散本会刊物，向接触者
他 ，教他 如何恢复健康、

真理，

病

防疾病。” 精

工作

上帝使其子民有 格照亮世人。他 他 才干推展圣工，直到
养院、学校、出版社及类似机 ，以完成圣工。 {CME 30.1}

全球。他

要在地上各

福音的 束信息要
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如 示 14:6所 。在外国，宣 此信息的机 必
开始建立，并向前推 。 生 店、治 室、解除病苦的 养院之开 ，在欧洲美洲同 有必要。
在

多地方

立医 布道站，作 上帝照

苦

人的助手。─────────

言七卷, 51。 {CME

30.2}

教育、教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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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育，愉快而 明的去教育。我

使人 美健康的影响力，
到更新。要 到此目的，他

必

去

真理、祈求真理、 行真理，把它

不懂的人。 病人与那位 生命之主接触，病人的身心机能就会得
践克己，在凡事上要 制。只有如此，他 才可蒙赦脱离身与灵

的死亡， 恢复健康。──医 布道, 262。 {CME 30.3}

想在我 蒙召前往的任何国家，提高那里的道德水准，就 先行改正他
于当事人身心能力的正当 用。───健康勉言, 505。 {CME 31.1}

的不良

。品德有

有技巧的教
真理所到之 ， 要教那里的人烹 有益健康的食品。上帝要有技巧的老
，在各地教人
利用当地土 ，或可 到之物。
，可教
及 境 佳之人 健康生活。 {CME 31.2}

明

从始到 ，我
有必要教育、教育、再教育。上帝要我
教他 。我 不要害怕
会
影响我 食品工厂 品的生意，不可存 种想法而忽 上述工作。生意不是最重要的。我 工作是
教人如何

取并作出完整

二年135号函。 {CME 31.3}

生食品，如何与上帝合作恢复上帝的形像在其身上。─────── 一九０

的改革不可少
改革，

的改革， 要常叫人想起。我 要以身体力行的榜

健康是携手并 的。如果 ，想叫人
康、降低灵性、妨碍思想真理的那些
上去掉那些影响身体健康、
作教

得救恩，却不告 他
掉那些罪
性，那是不可能的。要教 男女仔

口 的。真信仰和

的 性，就是 坏健
省察每一
和行径，

思想投下黑影的坏事物。─────健康勉言, 445。 {CME 31.4}

的人，要敏于了解疾病和病因，懂得人的每一行

康改革的亮光，是 了我

，来推行我

完全符合生活定律。上帝所

的救恩和世人的得救。要叫世 男女知道，人类居 原是

造主

关于健
自己

造居 ，他叫我 在此作忠心的管家。“我 是永生上帝的殿。”上帝曾 ，“我要住在他 中 ，在
他 中 来往。我要作他 的上帝，他 作我的子民。”─────── 一九０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宣
。 {CME 32.1}

有亮光之人的
目前只有少人够 醒，了解自己的 食

任

健康、品德、今生用 和永恒命 等有多大关

。

我看出，已得天上亮光并知道行在光中之福惠的人，有 任向因缺知 而仍受苦的人，表示更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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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守安息日等候救
人和同道

的人，最不

得自己有

任倡 此

，有

大的改革工作表示冷淡 度。必
任痛切的

别人。─────

指教男女世人。

言一卷, 488, 489。

道

{CME 32.2}

成千上万的人想学
福音的人

要把健康生活的原理教

别人。各

有疾病，其大原因可能是忽 健康

致。人也需要看出， 些健康原理和他 今生，来世福惠的
万千之人需要，也 愿接受 易照 病人的方法。

大有需要。不良的吃喝
大

和健康的食物，

任。 {CME 32.4}

教人健康原理

于不

生律所

关系…… {CME 32.3}

些方法可取代含毒的 品。

制、犯罪、

劣生活等

别忘了改革的大 目，别忘了它的宗旨是叫身、心、灵

到世

食改良的

的咒

到最高的

，要

程

展…………

{CME 33.1}

要深深的感
大家 上帝的最神圣 任，就是注意他正 我
意叫 个健康改革的大 目倡 起来，叫大 的
康、削弱心智的坏

的，有关健康改革的正确学理和真
受感 作省察。因 人若 着罪 、

，就根本不可能分辨神圣真理，更别想靠

耀国度，度天使社会的生活。───

言三卷, 162。 {CME 33.2}

同别人
主向我指出，健康 生改良的

，真理和公

。他定
坏健

真理成圣、精 、升高、配在荣

生

影响，要救很多很多人脱离身、心道德的堕落。要同别人

康 生
，要多印 方面的文字。人要以好感的
悟。健康改革的感化力，会使要得亮光之人在判断
别真理。

大

就相遇了。

健

度接受健康改革的原理， 多人要受到
有好印象；他 要步步前 ，接受
代的特

言卷, 378, 379。 {CME 33.3}

要教

人生理学

健康与人生幸福太密切了，没有健康，我 不可能有幸福。要在我 身体上荣耀上帝，就少不了

人生科学的

用知 。因而在 儿童的功

中，生理学当占首要地位。 可惜知道自己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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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功能之人，知道自然定律之人太少了。
。更糟的是，他 毫无兴趣学 如何

多人在无知之中漂流，好像既无
又无 的海船一
身体的健康，及 防疾病。健康勉言38同。 {CME 33.4}

向人展示健康的原
撒但 常勤人接受他的那一套原 ，因而他正 法 抗上帝的工作。他 常 上帝子民是一群受
之人。他是控告我 弟兄的， 常用控告来反 行公 的人。主打算藉其子民，答复撒但的

控。主的

法是展示 从正当原 的成果。他要我

的 生机

立，作真理的

人。

些机

当推 此类工作，使之在末期推展出去，用改革
、食欲、情欲的 法使人复元。基督复
日会的人， 把上帝所 的 生改革的 步原 ，向世人展示。 医 布道, 187。 {CME 34.1}

安息

教育比神迹治病更好
有些人 我“我
答道“假 我 能

何要建 养院？ 何不像基督那 ， 病人祷告，叫他 得神迹的医治？”我
付每个病例，
能有多少人感激此 医治？受医之人会成 健康改革者

？或者仍照旧自 健康呢？”（路加福音17:17的受惠者有几人感激主？） {CME 34.2}
耶

基督是独一的 大医

例而生活。与治
他

知道自己有

我

工作相

，然而他要我 在恢复及

而行的，

必

健康方面同他合作，其 法是按他的律

教人如何抗拒 探引

任，与真理之上帝和 的工作生活。 {CME 34.3}

不能医治，也不能改

人体的病况。但是我

作医

。要

醒来我

道士的人，我

养院的人，使

与上帝同工的人，有

本分 用他供 的媒介去作，而后祈求上帝 福 些媒介。我 当然信靠上帝，信他垂听我
祷。他曾 ：你 祈求就得着， 找就
，叩门就 你 开门。 医 布道, 13 {CME 35.1}

祷告求医有

的祈

是冒昧僭越

很多人盼望上帝保他 不害病，因他 如此求 他。可是上帝不理他 的祷告，因他 没有用行
使信心完美。那些不
自己身体，一直 犯健康定律、不努力防止疾病的人，上帝不会用神迹

叫他

不生病。及至我

善尽了保健的本分，才可期望福果

到，才可凭信心求上帝

福

我

保

健的努力。他的圣名若可因此得到尊荣，他必答 我 的祈求。但要叫大家了解，各人自己也有本
分当尽。硬是走害病路 ，硬不关心健康律例的人，上帝不愿用神迹 他 保健。 {CME 35.2}
填自己吃喝，因不 制的生活吃了苦 ，又用 品来减 痛苦的人，可以有把握的知道：上帝
不会来干
种自招的 果，也不会 予健康和生命。有其因必有其果。 多人的最后一条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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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从上帝圣言的指示，求教会 老 他 的康复献祷。但在上帝看来，
道，即便叫那些人恢复了健康，他
是把健康献在 坏情欲的祭 上

种祷告不宜回答。因他知
牲掉。 医 布道, 13, 14。

{CME 35.3}

道人

食的教

上帝已将此工作
我 ，要把健康改革的原理告 别人。有些人
， 食的
放在 道工
作内，不够分量，没那么重要。殊不知此乃一大
想法。上帝圣言 ：“你 或吃或喝，无 作什
么，都要

荣耀上帝而行。”

卷, 112。 {CME 35.4}

制的 目，不

在那方面来

生烹

已

很多人

践

，都在救恩工作中占重要地位。

言九

的知

生改革灰心了。 什么？原因之一，是他 没学会

而合适的烹

，以取代前

的食品。他
烹 差 的菜倒胃口，接着就
之后， 生改革 在不适合他 。
多人听 我 枯燥的 生改革教 后， 着 行，不料弄得消化不良，使别人也 而却步了。你

自命
生改革者的人，光
一个原因，就 作个好厨子。
，那些愿那些愿参加
的人，就会 得双倍利益：自己 践方面，和教人方面。 健康勉言, 450, 451。 {CME 36.1}

烹
我
的烹制

要

要更加努力，把健康改良的原理教 别人。 要 立更从烹 班，
。父母子女要学会 从前更
的烹 。从前 多复 的菜，太

使人无暇再教

生烹

主耶 的真理。一九０五年279号函． {CME 36.2}

人有人挨家指教食品
和心思了，以致

基督复 安息日会之人的 多看法， 与世人的一般看法不同。我 提倡的真理并不普遍，所以我
要在生活中言行一致。不可故意作得与别人格格不入，反而当尽力与那些我 要感化的人相

近，

提倡

才可帮助他 ，

到我 所珍 的地步。

种作法可向人推 我

食改革之人， 用自己 桌上的 西，充分表

，才可叫人作公正的判断。……… {CME 37.1}

忌作狭窄自

所持的真理。 {CME 36.3}

出 生食品之 点。他 如此

那些原

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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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改革之工的人， 也不可叫别人的反 或

人，不会心胸狭窄或自
都不偏离原

，同

自 ，反而

决站

出他像基督一般可

笑，阻碍你的工作，或使

的立

看它。有但以理精神的

。在他一切交往中，不 与同道或外人，他

的忍耐。 基督化 制与圣

中的

生, 55。 {CME 37.2}

第七章 制的工作
复兴
要派

信息的人出去，从

制的工作

城到那城，把上帝圣

中

制 目

人。一九００年52号手稿。

{CME 37.3}

我

最

在以没精打彩的 度 理 制

，是不合

切的去作才行。一九０七年301号函。 {CME 37.4}

代的。要叫世人

我

制的信仰，

要提倡 制，我
要多我加倍努力才行。 在我 作工的各城 ， 道里 有基督化 制的
目。要把健康改革的各方面向人提供，特别指 青年、中年、老年 行基督徒生活的原 。要把
段信息振兴起来，叫 真理如明灯照在人前。一九０九年61号手稿。 {CME 37.5}

青年的一个机会
青年人愿在上帝面前 卑己心，献身服事他

上帝大怒
酒能

的人 ？ {CME 38.1}

？他

愿意接受圣托， 世人作擎光者，照亮将被

人理智，烟能 人健康、毒人生命。然而使用的人仍在增加中。我

声呼喊、指出它与基督教的关系 ？他

愿参加反

我 人造的文明，只鼓励那些
健全原 的邪
靠上帝、敢作敢 的人在那里呢？ {CME 38.3}

肉欲和情欲的圣

的青年愿

？ {CME 38.2}

制工作

事物。如今主在门口了。愿意去作工、完全信

上帝呼召 “孩子，今天去我葡萄园作工吧。”他要叫今天的青年，作天国 派的全权大使。他
若愿 上帝作工，就叫他 把真理介
人，与世 的
迷信成强烈 照。愿上帝把重 放在强
壮、有圣言在心中、又愿

真理 人的青年身上。一八九八年134号手稿。 {CME 38.4}

明放

的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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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与道德力的平衡，大部分在乎身体各部

行的平衡。 个道理必 在人面前宣

和不自然的刺激品，凡足以有害体力的，也足以削弱其道德和理智的功能。不 制是
德堕落的根本原因。 人既放 卑下的食欲，就因此失去抵抗引 的能力。 {CME 38.5}
在

些方面，提倡 制

自然的狂

活

的人有种要作，就是使人明白：用刺激物来

，是危及品格、危及健康、危及生命的。 服

。一切麻醉
今世上道

兴枯竭的精力，使作不

真 , 312。 {CME 39.1}

多人可从堕落中得救
我蒙

示看

，医

道工作要

原有 秀

良好素 、却堕入深渊的人，我

努力救起 些人。同情的照 他 ，解决其身体需要之后，就要把耶 的真理告 他
作 工的人同工， 助他 ，因而有些人要接受
石上的根基作 信仰。 {CME 39.2}
些蒙上帝眷 怜 的人，不要 予 奇的道理。医
圣灵就会与之合作， 醒人的道德意志力。心力 醒 成行
国。 医

布道, 242, 243。 {CME 39.3}

要向人强

要。

真理

制的 目，

人立志戒

立志

戒酒

烟酒。不

制的

父母的

任

人得救的智慧。要除去烟酒，不叫它迷糊人的

救而死。一九０四年187号函。 {CME 39.4}

不

制的

要用适当的

。圣灵正与

道士在身体物 方面施予帮助之后，
， 多 类的可怜人就可蒙救入天

妨碍人的

，使其看不出真理的重

，然后人才会 清基督人他

，往往从家中开始。先是消化器官因常吃滑 不

生的食物而衰弱，一种

的得

吃更含

刺激性食物的欲望，便从此而生。 种欲望愈久愈深，愈
制。直到后来，身体内部就或多或少
的藏着毒 ，毒 愈多，名器官功能也就愈减退，而更需刺激品才
。一步 ，就 第二步 开
路。有 多人本不想放酒在桌上，然而因他 的 食不适当，以致引起酒欲，使他
酒引 。所以 食的不慎，足以 坏健康，而开醉酒之门。 {CME 40.1}
我

若能在那

成和形成社会之青年

了。但愿作父母的人，在家中开始提倡
望了。 {CME 40.2}
帮助儿童养成正当

和

中，灌入

制的正确原

，不久我

制，教孩子从小服从原 ，那么

洁的个性，作母

者有

几乎不能拒

就不必有什么戒酒

制

的成功就有希

任要尽。要培养正当的食欲，教孩子不沾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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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性的食物。使他
走

路，以致他

大起来有 强的道德力，足以抗拒周

不但不屈服于强烈的

力，

的

影响。又要教他

要去感化别人行善。 服 真

不可盲从别人

, 312。 {CME 40.3}

要有清楚的
每

教会需要有清楚明白的

道德敏感，那么就可大得

，使号角有明确的声音。 一切事物，我

利了。……… {CME 40.4}

方面的道理，摩西 得很多。他的人民未能去

童的罪 ，十分之九来自吃喝的不 制。
弃 此欲。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一
宣
把

制列

若能 醒

美地，其原因是他

当夏娃因放
。 {CME 40.5}

我 既接近末
人。我

种教

食欲而失去伊甸园。我

，人 才会

制的

一直放 食欲。今日儿

要光复它，只有

福音之一部分宣 ， 多人就可看出自己需要改革。他 会看出酒的邪

戒酒，才可使上帝子民良心平安。得到
75。 {CME 41.1}

行

，看出只有

圣 其他道理有兴趣。

言七卷,

，就当在健康改革和基督化 制的
上，升高再升高，用更 极肯定的 度介
教 民 ，不光用口 ， 要身体力行。言教身教交相 用，其效力最大。

{CME 41.2}

第八章医 和 道之 的合作
如何彰

基督

我 当如何彰 基督？我所知道的最好 法，是抓住医 布道工作同圣工
道, 319。 {CME 41.3}

在一起。 医

布

基督真虔 的完美表 ，是把一位医生和一位 道人的工作 合起来，服事人身体和心灵的需
要，治好身体疾病，再
把平安
的心灵。 健康勉言, 528。 {CME 41.4}

一同前
福音和医
道的工作当携手一同前 。福音要同真正的健康改革原
合在一起。 要把基督教
引入
生活中。要作到
而 底的改革工作真正的圣 信仰，是上帝之 流向堕落之人。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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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民当一直前 ，感 那些 求真理、想在
要 代走正路的人心。我 要向人介
原理，尽引 男女看出 些原理的必要，并加以 践。 言六, 379卷。 {CME 41.5}

道和治病相

健康改革的

合

上帝子民当合而 一。他的圣工也不可分散。如 太福音10:7, 8 所 ，基督先差十二人，后派
七十人出去， 道又治病。他 出去
天国 ，也 他 能力治病及赶出邪灵。在上帝圣工中，
道与治病决不可分。

言八卷, 165。 {CME 42.1}

医
一个作医生又教人信仰道理的人，会

有“耶和
受

要

，尽可利用他的机会，因

大城市作工的医

要被圣灵成圣的能力所感

。

同工，必
所

用很

道的有力

能力，会叫人 他去不同

上帝圣言

叫人免

，因

合

得到。 {CME 42.2}

，旦

明的方式开始工作。上帝的天使要 人印象，人心

的完善道理感

医
医

他的工作成果能 人救恩。他

如此 ”，就有拯救的感化力。一个医生卓越的表

迎。医生又作一位教

我

工人的便利

听 的心，就能

生救灵的果效。 {CME 42.3}

与福音工作不可分

道工作与别 圣工相配合，就可成 最有效的工具， 不但 撒布真理种子开路，

可成

收割的工具。医
道工作是福音圣的助手。所以 道人要竭尽其所能的，学 服事人身体的需
要，如同服事人灵性一 。
作，就是效法基督的榜 。不 制的生活几乎使世 充 疾病，然
而福音 工人却不能把
合作。医

和精力，用来

除一切人的疾苦。主已指定基督徒医生与

士，与

道人

医 布道的知

，他

布道工作 当与福音圣工合在一起而不分离。一九０八九月十日

宣

。 {CME 42.4}

别的工作无此果效
在开新工方面，别的工作没有医 布道

成功。我

的 道人若 心学

就更适于像基督一 作医
道人了。他 靠着愉快的心情去学 ，就可熟知健康改革的
理，在他 所到之 ，必
所遇到之人福惠。 医 布道, 239 {CME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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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医生、女
福音

道人

宣 健康原

原
我 ，叫我 准
位。 {CME 43.2}

，因 是上帝所定、使人有完美品格的一种方法。因而上帝已把健康

好身心接受他丰

的福惠。在末世的福音圣工中，医 布道有其一份地

基督徒医生蒙了崇高恩召。他 人体及其定律的知
音，比别人有效也有力。 {CME 43.3}
福音的首要及主要目的，

道人成医生
在

道

，比别人丰富，因而以他的地位

有与其有关的目的，都是

找并拯救

亡之人。

救恩福

福音， 不

由

，都是向各 之人伸出援手，服事服事身体疾苦之人，和有罪病之人。 {CME 43.4}

件事上，

道人与基督徒医生 合，女

道也挨家拜 。一九一四十月二十九日

宣

。

{CME 44.1}

道同工

，不要把你 的工作局限于教人研

才是真正的圣工。要

住，医治身体可

圣

。作些

之工。

法恢复病人的健康，

医治灵性开路。 医 布道, 240。 {CME 44.2}

不可分离
在

粹的医

布道和 福音之 ，不可画出界

当相 不分，如同手与身体相 一
的本分。真 的医
道士，当有其
九００年102号函。 {CME 44.3}
与医

果。 医

布道相

系，可使

布道, 26。 {CME 44.4}

。

两 要融合一起，且二者不可分门别

，反

。我 机 的同工 ，要表 了了解自己在医 福音圣工中
然端庄的品德。他 当了解、
上帝，和他恩典大能。一

道工作成功。有

两

合并用，我

可期望

主收 最宝

的成

一个 明的医生 人 圣 道理，会
多人起大作用他把医生和 道人双重工作的影响力
一起，自然就有效果和能力了。他会叫人在作判断 有好印象。 健康勉言, 546。 {CME 44.5}

医
医

在

布道者的培育

布道学生的教育，要等到他 能与教会和圣工相 系

，才算完成。 健康勉言, 557。

{CME 44.6}

医

布道同工必 是 洁、圣化、高尚之人，是最

来。然后他

会看出，健康改革和医

布道

与

秀的人。他

福音 成一体。

当先从那神圣的模子里塑出
言八卷, 168。 {CME 45.1}

https://egwwritings.org/printview.php?id_pub=8512&start_paragraph=1003585147&finish_paragraph=1003585470&references=1

Page 24 of 26

Ellen G. White Writings

1/7/14, 6:49 PM

第九章服 必 的条件
学
本会的人，

籍，准

健康原理

表示 医 布道工作有高度的兴趣。愿他 能研

自己作有用的人。人当比 在更加注意并重

品，其目的特
我

明有关

生原理的教 精

三

些

。

，特 本分

述 方面工作的

多 人有益、人人当明了的作

, 103。 {CME 45.2}

在

守安息日的家庭，大家 筋中 装 有用的健康改革原

道人。尽力吸取可帮助抗拒疾病的知

和其他真理，以便帮助

能

我

刊， 而通

医

机 正式受

道, 320。 {CME 45.4}

。勤

愿我

的教会兴起 光，愿每一家庭

人，就会克己自

牲。他

一来，教会的情况就可
分，那么健康改革的
接受并

的学 者可作到 点。 {CME 45.3}

的人不多。但大家都可研

一

居。要作

健康

重要

程。 医

的警告

行克己，尽力之所能改良自己的情况。忠 站在主

或吃或喝都要荣耀上帝而行，他

拒

用放

，她的灯并未被挪走。可是在另一面，教友

就要交 别人去推行，

布

来

坏身体与心灵。

旁的

人就看出，上帝把我

若不 行上帝所予的本

的灯台挪走了。凡拒不

行灯台本分的人，要被捆撇在黑暗中。一九００年78号手稿。 {CME 45.5}

培养品格的唯一媒介
展思想心智，以提高品德的唯一媒介，就是身体。所以灵性之大仇 ，便由此施展其

惑

探，要削弱并拖垮人的体力，使 于衰弱堕落。他在 方面若能取 ，那么人的一切就都在他
力之下了。我 血肉之体，有一种向下的 性，若不受治于一种 高尚的能力下，定会造成
死亡。 服
罪

的放

和

真 , 117。 {CME 45.6}

身体，使人不配作灵性崇拜。持有上帝所 健康改革之亮光的人等于有一大助

力，帮助他因真理成圣；帮助他配得不朽之生命。但他若不珍惜

一亮光，又在生活中

犯自然

律，那么他就要受
；他的灵性能力麻木了，又怎能在敬畏上帝方面完美圣洁呢？ 基督化
圣 中的 生, 10。 {CME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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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与
藉着基督的

牲，一切都

到荣耀与德行的最高

心

信徒 安排了，使他

接受一切关于生命和虔敬的好事物。上帝叫我

准。基督品德的完美，使我 也有可能 到完美。 {CME 45.8}

想 到真正 大地步的人，必 在上帝面前 卑行事，不是出于勉强的 虚，而是真正出于自己
的无能感，和 上帝的 大感。他要
的努力，使自己的身灵之殿，成 上帝愿住之 。 {CME
45.9}

被上帝感

之，会充 大

，关 那些未听

真理之人。那些人的情况使他有个人的灾

感。他

要手持自己的生命匆忙而去，作一位神差又受神感召的信使，去作天使与人合作的工作。一九０一
年73号手稿。 {CME 45.10}

在自我

牲的

旁迎

上帝

在自我 牲的
───就是上帝指定的人神相聚 ───我 从上帝手中接受天上的火把，它可明
察人心， 出人心极需要永在的基督。一八九九年9号手稿。 {CME 45.11}
人内心

常有帮助人、造福人的欲望，天上日光充

基督徒帝品格。一八九九年10号手稿。 {CME 45.12}

他的心，又在 上表

出来

的人才

到

最高的服
到一个

好被引

大

候，男女都有了上帝 可的品格，他

一天家。

作到了克己

，在那位甘愿舍己救罪人之主的估

的心中，什么事 最可 ？什么工作能

人。一九０一年51手稿。 {CME 45.13}

牲，能随

圣父圣子最大的

中，最高的服
足与喜

接受最后的考

，也

是什么呢？在他无

？那就是拯救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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