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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可福音的三条

主线看由“失”到

“得” 
 

主日敬拜程序 
 

宣召: 诗篇 108：1-5 

主祷文  

诗歌赞美: （136）赞美耶稣 

（126）你是荣耀君王 

（11）荣耀同在 

信息: 从马可福音的三条主线看由

“失”到“得” 

诗歌回应: （243）惟独耶稣 

奉献  

报告事项  

颂荣: 三一颂（39） 

祝祷:  

诗歌: 愿你平安（603） 

 
 

 

 

教会异象 
以基督为中心 

以主道为装备 

以行道为生活 

以传道为己任 

 
 

聚会地点: 

瑞士苏黎世活泉教会 
Living Spring Chinese Church Zurich 

Friedhofstrasse 9 

8048 Zürich 

 

聚会时间: 14.30 Uhr 

 



 Living Spring Chinese Church Zurich   |   info@livingspring.ch    |    http://www.livingspring.ch 

信息：从马可福音的三条主线看由“失”到“得” 

经文：马可福音六：6 
大纲：惊讶的主线 

拒绝耶稣的主线 
寻找属于耶稣的人的主线 

重点摘要: 

 

 

 

 

 

 

 

 

 

听道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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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主题: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本周金句 可 13：31 
31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 p 却不能废去。 

 

提醒事项 
1. 3 月 11 日、18 日的儿童主日学有 Thomas 负责。 

2. 3 月 11 日 16：20-16：40 请招待组的同工留下开会。 
3. 3 月 9 日 9：30-11：00 在秋霞家有“塑造主生命”课程，内容是

第二册第四周。（联络电话：043-305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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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经 

 
1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2 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 

3         因着圣灵成孕，从童女马利亚所生； 

4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 

  死了，葬了，下到阴间； 

5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6        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 

7         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8 我信圣灵； 

9        神圣而大公的基督教会，圣徒相通； 

10         罪得赦免； 

11         肉身复活； 

12         并且永生。阿们！ 

 

 

基督徒的呼召  

圣经与圣灵的关系 

   基督为了叫我们与他有交通，并得到他的恩益，所以他不单使用浇灌给教

会的圣灵，同时也使用为了教诲与引导而赐下的圣经。于是他建立了二者之间

的关系，且 此关系对于基督先知、祭司与君王职份的运作极有贡献。但若想对

此关系具有正确的观念，或予以清晰的解说，则颇非易事。论到圣经与圣灵的

关系，实是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而且这些不同的见解也一直延续迄今。 

   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只要传扬圣道就够了，但却忽视了圣灵的工作。从前有

伯拉纠的跟从者，现今也有人追逐此异端。他们根本视基督教为一项教义，耶

稣只不过是 一高尚的模范，并将福音当作一新的律法。他们主张罪的确使人软

弱、衰败，但却不是说那人在属灵上死了，他仍保有意志上的自由，故主张只

要传福音就够了。如 果人有听信福音的倾向，他就可来追随耶稣的榜样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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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根本不需要圣灵重生感化的工作。他们否认并攻击圣灵的位格与神性，认

为圣灵充其极只不过是从神，特 别是从基督而来的能力，而且仅是在教会中促

进一种道德的性质与理想的目的而已。 

   还有些人则遵循另一种不同的思想路线。他们被称为奋锐党、反律主义

者、狂热份子或神秘派，他们大谈特谈圣灵，但在人的改宗信主上，却轻视圣

经不给予其什 么地位。他们认为圣经和传福音并没有什么属灵的实质在内，只

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圣道的本身是死的，只不过徒具虚文，并不能穿透或侵

入人心，也不能将新生 命的原理移植入人心。它充其极只能在人心中光照感化

而已，并不能改变人心。唯独藉着圣灵才能改变人心。从神来的圣灵能立即穿

透人心之深处，并使人享有圣经 所象征的那个实际。因此，属灵人是直接从神

而生，并由神所教导。唯独这样的人才能了解圣经，有时他或用圣经作为标准

与指导的原理，但却不是他宗教知识的来 源，因为他是直接受到神灵的教导，

并且是在圣经以外逐渐成长。  

   当圣灵的感化逐渐将人心从圣经解放时，人心也就脱离了基督的位格与整

个历史基督教而独立。而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上，神秘主义就成了唯理主义。因

为当圣灵内 部的活动与圣经的话脱节时，那也就失去了其特殊的性格，如此一

来就和神的灵在人理性与良心中的一般活动泾渭难分了。根据此种见解，神与

他的圣灵生来就住在 人里面，而人从有生以来就有神的话写在心中。关于此

点，基督仅具些微的影响力。某些真实的事并非是因为记载在圣经中，乃是因

为它本身就是真实的。基督教是 原始的自然宗教，和世界一样久远，至于她的

本质则为所有历史宗教的根基。神秘主义总是而且屡次地变成唯理主义，而唯

理主义则又定期的变回神秘主义。二者常 是走极端，后又彼此接触，最后则握

手言和。  

   基督教会向来企图避免这些异端，并保持圣经与圣灵之间的关系。可是为

避免这些，教会在一些信仰告白中却遵循了不同的路线。例如天主教就不将圣

经与教会传 统视为真正的蒙恩之道，认为只不过是为求得真理的一种资料而

已。对此真理在理性上的了解就称之为信。但因为此信心纯系一种同意，所以

在得救上是不够的，只 能作为达到得救目的的初步预备。真正的救恩是在圣礼

中初次实施的，这样，天主教就承认圣灵的工作在教会的设立与维持上，在教

导、牧养与讲坛服事上，其次在 藉着圣礼赐给信徒的超自然恩惠、德性与恩赐

上是超乎一切的。  

   为了反对将圣灵拯救的行动与圣经分离的企图，也为了反对将它仅仅从属

于圣礼的企图，宗教改革运动因而兴起捍卫真道。此运动不仅恢复了圣经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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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包括传 统）的唯一、清晰与充分的来源，同时也尊荣圣经，视它为蒙恩之

道，并且恢复了它在与圣礼的关系中原初的地位。此时宗教改革运动感到有必

要更深的反应圣经与 圣灵的关系，它之所以要如此加倍的努力，乃是因为所有

的古老异端此时都已复起，并且都拥有强力的支持者。当索西奴派人士重拾亚

利乌与伯拉纠的教训，视福音 为一新的律法，认为不需要圣灵的特殊行动时，

重洗派人士也再度采取神秘主义的道路，高举内在的话语，并说圣经是死的，

只不过是空洞的象征而已。  

   若想重回正路，实须大费周折。在路德宗与改革派教会内，他们采取了不

同的路线。路德宗将圣经与圣灵合而为一，冒二者彼此认同的危险，并失去期

间的区分。 他们甚至将圣灵的拯救之恩包括在圣道之内，并且只能藉着圣经才

能让基督进入人心。圣经既然是藉着圣灵而存在，那么圣灵使人改变的能力也

就住在圣道当中，可 以说就是将圣灵放在一个器皿中。正如面包一样具有内在

的滋养力，所以圣经也从产生它的圣灵领受了救人的内在属灵力量。因此，圣

经不仅被认为有光照人心、感 化人道德意志的能力，同时藉着圣灵内在的感

化，也有一种重生与拯救的能力。圣灵除了藉着圣经之外，不然是无法工作

的。  

   改革宗教会绝不采取此种见解，因为在此问题上有限的不能了解无限的原

则是适切的。圣道与圣灵很可能有密切的关联，但却不能混为一谈。圣灵有时

的确未藉圣 道工作。当圣灵之所以与圣道联合时，是出于他的自由意愿。圣灵

常常按着他的美意与圣道一同工作，并且在传扬圣道之处就是在恩典之约的范

围中，在教会的团契 中工作。圣灵并不是象路德宗所说活在圣经或传讲的圣道

中，乃是活在基督永活身体的教会中。圣灵也并不是藉着圣道，就好象藉着他

能力的器皿工作一般。虽然圣 灵是藉着圣道同心协力地工作，但却是圣灵自己

穿透人心，更新人意，使人得着永远的生命。 

   基督教会向来企图避免这些异端，并保持圣经与圣灵之间的关系。可是为

避免这些，教会在一些信仰告白中却遵循了不同的路线。例如天主教就不将圣

经与教会传 统视为真正的蒙恩之道，认为只不过是为求得真理的一种资料而

已。对此真理在理性上的了解就称之为信。但因为此信心纯系一种同意，所以

在得救上是不够的，只 能作为达到得救目的的初步预备。真正的救恩是在圣礼

中初次实施的，这样，天主教就承认圣灵的工作在教会的设立与维持上，在教

导、牧养与讲坛服事上，其次在 藉着圣礼赐给信徒的超自然恩惠、德性与恩赐

上是超乎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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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反对将圣灵拯救的行动与圣经分离的企图，也为了反对将它仅仅从属

于圣礼的企图，宗教改革运动因而兴起捍卫真道。此运动不仅恢复了圣经为真

理（包括传 统）的唯一、清晰与充分的来源，同时也尊荣圣经，视它为蒙恩之

道，并且恢复了它在与圣礼的关系中原初的地位。此时宗教改革运动感到有必

要更深的反应圣经与 圣灵的关系，它之所以要如此加倍的努力，乃是因为所有

的古老异端此时都已复起，并且都拥有强力的支持者。当索西奴派人士重拾亚

利乌与伯拉纠的教训，视福音 为一新的律法，认为不需要圣灵的特殊行动时，

重洗派人士也再度采取神秘主义的道路，高举内在的话语，并说圣经是死的，

只不过是空洞的象征而已。  

   若想重回正路，实须大费周折。在路德宗与改革派教会内，他们采取了不

同的路线。路德宗将圣经与圣灵合而为一，冒二者彼此认同的危险，并失去期

间的区分。 他们甚至将圣灵的拯救之恩包括在圣道之内，并且只能藉着圣经才

能让基督进入人心。圣经既然是藉着圣灵而存在，那么圣灵使人改变的能力也

就住在圣道当中，可 以说就是将圣灵放在一个器皿中。正如面包一样具有内在

的滋养力，所以圣经也从产生它的圣灵领受了救人的内在属灵力量。因此，圣

经不仅被认为有光照人心、感 化人道德意志的能力，同时藉着圣灵内在的感

化，也有一种重生与拯救的能力。圣灵除了藉着圣经之外，不然是无法工作

的。  

   改革宗教会绝不采取此种见解，因为在此问题上有限的不能了解无限的原

则是适切的。圣道与圣灵很可能有密切的关联，但却不能混为一谈。圣灵有时

的确未藉圣 道工作。当圣灵之所以与圣道联合时，是出于他的自由意愿。圣灵

常常按着他的美意与圣道一同工作，并且在传扬圣道之处就是在恩典之约的范

围中，在教会的团契 中工作。圣灵并不是象路德宗所说活在圣经或传讲的圣道

中，乃是活在基督永活身体的教会中。圣灵也并不是藉着圣道，就好象藉着他

能力的器皿工作一般。虽然圣 灵是藉着圣道同心协力地工作，但却是圣灵自己

穿透人心，更新人意，使人得着永远的生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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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表 

本周 3 月 4 日 下周 3 月 11 日 

证道: 陈远明 证道: Ernst Hauser 

司会: 黄宗妮 司会: 赖迦南 

司琴: 吴漾 司琴: 吴漾 

招待茶点: 董鹰 招待茶点: 陈丽儿 

儿童主日学: 陈剑 儿童主日学: Thomas 

幼儿照顾: 林舟 幼儿照顾: 唐香谱 

周报: 林立志 周报: 林立志 

    

上次主日聚会人数: 43 人 上次主日奉献: 430 瑞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