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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祷文  

诗歌赞美: （44）圣哉，圣哉，圣哉 

（8）平安王 

（300）与主合一 

圣餐  

信息: 按“血气生”与凭“应许生” 

诗歌回应: （543）深进，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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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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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按“血气生”与凭“应许生” 

经文：加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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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主题: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本周金句 罗 10：4 

4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提醒事项 

1. 3 月 23 日晚上 20：00 有查经，下午在陈剑家有广东话查经。 

2. 3 月 25 日信息是彼前 3，请大家预读。 

3. 3 月 30 日下午 3：00-4：30 在 Zürich HB 有陈长老带领的罗马书查经，详

情请给林立志弟兄。 

4. 3 月 24 日下午有执事培训，15：30-16：30。 

5. 今天下午 16：30-17：30 有归正神学导论课程，欢迎弟兄姐妹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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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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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呼召  

圣经与圣灵的关系 

（接前）神的旨意是一切区分与不平等的根据  

   藉着话语的呼召实远优于藉着自然的呼召。因为后者仅允许人听从律法的声

音，并将“如此行你必存活”的要求明示于人，但藉着话语从基督而出的呼召，却是

以 神的恩典为其内容，并且白白地提供最令人满意的恩益：即靠着信心与悔改而得

到罪的赦免与永生。如果一个人完全留意到此呼召的内容，他将会相信，当人一听到 

这呼召时，会立即以欢喜快乐的心领受它。因为对一个有罪，正走向堕落，可能势必

反对那担保他得着神恩典并要赐他完全救恩之福音的人来说，不需要他努力些什 

么，只要他单单以赤子般的信心来领受这好消息，他还会不欣然接受吗？  

   虽然如此，事实却与此大不相同。历经世代，确实存在着事奉主与不事奉主的

两种团体。在亚当的家族中，亚伯与该隐就是各走各的路。洪水之前人类就已分裂为 

塞特族与该隐族。洪水之后，这样的分裂仍存在于闪和他兄弟的那世代中。接着在列

祖的家族中，在以撒与以实玛利、雅各与以扫，以及后来以色列与列邦间都可看 到

此种分裂。与神立约的百姓不一定都是从亚伯拉罕肉身后裔而出的以色列人，唯独那

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罗９：６—８）。新约时代我们也遇到同样的事实。 被召

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太２２：１４）。不单只在教会与世界之间有一显著的对比，

就是在教会内也有数以千计只听道而不行道的人（雅１：２２）。就是一个 完全抨

击基督教的人也无法除去此对比，因为在任何地方都有善有恶、有义与不义。虽然在

阶级与地位上、恩赐与能力上、财富与荣誉上都有差异,但是还有一个更深的差异,就

是在宗教道德之性格上的差异。  

   不平等的事实是如此明显，而且在其性格上也很严肃，以致没有人能忽视。可

是向来有许多人都企图解释这种道德上的不平等，正如他们根据所赐给他们的自由意 

志来解说人间的其他差异一样。他们主张，虽然人有罪，可是他的意志却仍是自由

的，仍保持行善的能力。不然他们就主张，人的意志虽然多少受到罪的削弱，然而 

藉着圣道（logos）（约１：９）一般的光照，或在受洗前或受洗时藉着领受圣灵的

恩典，人的意志仍然得以坚固，并有充分的能力来接受福音的呼召。  

   不用圣经我们也可以知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根据此种说法，在人中间使人有

所区分的不是神乃是人自己。假如神是神，那么他的旨意就必要统管万有，因他是创 

造天地的主，他也藉着他的护理来治理支持一切受造之物。若说神能掌管全宇宙以及

万事的细节，可是却说他将具有属灵方面的差异或人间不平等之包罗万象的大事 件

排除在他的旨意之外，并将之交给人类自己去解决，这种说法实是令人想不通。持这

种看法的人，在原则上就是破坏了神的旨意与护理管制的概念，而将整个世界 历史

从神手所能及的地方夺走，不受其管制,并夺走了世界历史的目标与宗旨，使得人无

法预测世界历史的未来，且令人对神抱持一种被动与观望的态度，这实与神本质的存

在是相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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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中间的此种属灵的区分虽然非常重要，但却不是人间唯一的区分。在受造

之物中，特别是在有理性的受造物中，有各种的不同与多样性。每个人在阶级与地 

位、性别与年龄、心志的恩赐与身体的能力上都有区分。他们在生于基督教范围内

外、对福音有些听得见有些听不见上也有所区分。这些区分无法由人的决定或态度 

来解说，因为这些区分是先于人的决定与倾向，所以多少都会受到有力的影响，然

而，如果一个人不满意神的旨意，并用人不同的态度来寻求解决之道，那么他就必 

须逃到不能辩护的假定中。例如路德宗，他们不承认神有主权的意愿，即如一个人生

在福音的亮光之下，另一人则否，并且主张圣道的呼召临到亚当、挪亚与使徒时 代

那时所有的人（他们特别提出罗十１８与西一２３作为根据），但却因为他们自己的

错误而又失掉这个呼召。奥利金也有同样的思想，而这也是近代许多人的思 想，那

就是说当初人的灵魂是同样并同时被造的，只是当初这些人根据先在之时所有的种种

行为，领受了不同的身体作为他们在地上的份而已。  

   所有这一切的假想，不但于事无补，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为难题增加了许多困

扰。在这一方面，人们若不是在父神的心意中找到安息，并且承认受造之物不平等的 

最深根基乃是神主权不可测的旨意，不然他是无法找到安息的。一般与特殊呼召的不

同根据，并不在乎人的优越性或谁特别善于运用自然的恩赐，乃在乎神主权的美 意

与非因功德而获得的爱（多特信经，三段四章７节）。至于属灵方面的不平等，即有

些人听福音而相信，有些人则藐视福音走自己的道路，二者之间的不平等也同 样是

出于神的旨意。在此使人有所不同的是神而不是人。神临到每个人的呼召都是不同

的。论到用话语的这项呼召，圣经在外召与内召之间要作进一步的区分。 

外召  

但在说明作此区分的适切理由之前，我们必须先强调一项事实， 即此区分并无意在

任何方面，剥夺所谓外召的能力与价值。  

首 先必须声明，外召对神来说仍然是认真与意义重大的。凡经由福音被召的人，都

是诚挚地被召。因为神在他的话语中认真、诚恳地说，这是他所喜悦的事——即凡被 

召的都来到他面前。并且他也诚挚、认真地应许，凡来到他那里的都可得着安息与永

生（多特信经，三段四章８节）。就连反对在外召与内召间作区分的人也都同 意，

那些接受此区分的人仍然认为外召具有同样的能力与意义，能有助于全体的呼召，并

未藉此区分将人类置于比现今存在更不利的情况中。因为话语的福音（藉 此，外召

临到他们）并不是死的字句，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１：１６），是活

泼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来４：１２），人并因此得蒙重生 （彼前１：

２３）。这和神在内召中所用的是相同的话语，而且也是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不仅

在信徒心中同证我们为神的儿女（罗８：１６）， 同时他也侵入那些为罪为义为审

判自己责备自己之人的良心中。因此当加尔文说到圣灵一项与外召并行的较低活动

时，他说得没有错。  

所 以第二，拒绝外召的结果不得不受刑罚。藐视福音的人不能向他自己求援，因为

他们是无助的，所以不能拒绝福音。如果情形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会向神的恩典求 

诉，因这恩典能带给他们救恩。可是他们拒绝了福音，因为他们深觉自己能救自己，

又因为他们以为不靠神的恩典也可以得救。许多人虽然听了福音，但却尚未来就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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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与悔改，可是这并不是福音的毛病，也不是福音中所提供之基督的错，也不是以福

音呼召人、赐他们诸般恩赐之神的毛病。而问题是出在哪里呢？乃是出在那些 被召

的人身上，他们之中有些漠不关心，拒绝接受生命之道。有些人虽然接受了，但却未

进入他们的内心，因此，经过了暂时的喜乐之后就又堕落了。还有些人则是 因为世

界的挂虑与娱乐的荆棘将道给挤住了，因此不能结实。这就是救主在撒种比喻中所教

导的（多特信经，三段四章９节）。  

第 三，外部的呼召并不是没有结果。一般说来，神藉着外召来达成他的目的。因为

此外召所用的道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他所喜悦的，在他发人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 

通（赛５５：１１）。神藉此外召支持他在受造物身上的所有权，并获得他圣名的荣

耀。此外，人们对此外召如何的反应，绝不是问题以外的事。在外邦人当中，他 们

对自然呼召的反应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苏格拉底与伯拉图的名不能和加利古拉

（Caligula） 与尼禄的名相提并论。所以福音一方面受到藐视与亵渎，另一方面以

历史的信心或暂时的信心来接受，二方面绝不是同一件事。不错，在这两种信心与内

心得救的信 心之间有一基本的区分，但是却不能认为他们是完全的不信。反而言

之，二者乃是神普通恩典的结果，并带来许多暂时性的祝福。二者令人对真理负有义

务，约束他 们不犯许多可怕的罪，使他们能过一节制、为人尊敬的生活，并对形成

基督徒社会有丰硕的贡献，且对人类生活、教会的感化带来莫大的意义。  

此 外，神外部的呼召时常为神效力，不断在他选民心中为救恩作预备的工作，这件

事实值得注意。当然，并没有所谓先行的恩典这件事，意思就是说绝没有未经变化外 

召就变成内召，属血气的人逐渐变成为神的儿女这种事。此种在恩典中逐渐从死亡到

生命，从黑暗到光明的逐渐转移，正好象自然界中的情形一样。但是假如说神是 诸

般恩典的实现者，也是自然的创造者，并且在二者间立下一约，也就是神今后时常支

持的约，那么就可能有先行恩典或预备恩典这种事。神为了实现他的旨意，便 遵循

他自己在创造与护理之工上所划的路线。正如在撒该的事上，是神令他产生欲见耶稣

的思想（路１９：３），又正如来听彼得讲道的大群众所发的共鸣，也是出 于神的

作为（徒２：３７），同样的，神也用这种方法来看顾支配他自己的人，以致他们能

为神的恩典在他们当中得荣耀的时刻作预备，同时也为神自己以大能的手 引导他们

的时刻作预备。 

外召之不足与内召之必要性  

然 而，不论外召的能力与价值如何真实，它也不足以改变人心，并有效地感动人相

信接受福音。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地了解此外召的不足性。现今所传的福音并不完全是 

福音，因为它包含了整个救赎的计划，并在基督一切的恩益中将他显示给我们，且要

求不扩大其内容。但福音并不是需要圣灵复苏的死字句，也不是和它自己所指出 之

事实无丝毫真实关系的任何空洞声音或虚幻的象征。虽然保罗说仆人算不得什么（林

前３：７），因为他能被别人所取代或完全不为人知，但他却未说这和福音有 关。

相反地，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１：１６；林前１５：２），它不

是人的话乃是神活泼有功效的话（约６：６３；来４：１２；彼前１： ２５），并

且在某一意义上来说它都一直工作着，因为如果它不是活的香气叫人活，那么它就是

死的香气叫人死（林后２：１６）。基督是这福音的内容，他并未将 人留置在原来

的状态中：他乃是为世界带来了危机、审判与区分（约３：１９；９：３９），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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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着他那能穿透人心灵深处的道，将人的思念和主意都显露出来 （路２：３５；来

４：１２）。他成为那些轻忽他为避难所之人的绊脚石，被那些拒绝他为智慧的人视

为愚拙，并导致那些不相信他复活的人沉沦（路２：３５；林 前１：１８；彼前

２：７）。  

但 是此话语福音的双重行动却明确的证实，接受或拒绝福音的不同结果，并不能单

单从话语的角度加以说明，亦即不能仅由外召的角度来说明。不错，不论是经由谁带 

来或带给谁，话语的福音总是神活泼有功效的道。但是在圣经中，神的道却决不是一

成不变的只有一种意义。有时它的意思是说到神的能力，藉此他创造并托住万有 

（创１：３；诗３３：６；太４：４；来１：３）。有时它又是特殊启示的名称，藉

此神向先知晓喻一些事（耶１：２、４；２：１；及他处）。有几次它是被用来 指

出启示的内容或意义，不论此启示是由律法或由福音所组成（出２０：１；路５：

１；及他处）。不错，到头来道仍然是神的道，但却不是神在创造与护理中所直 接

说的话，乃是为人记载下来，穿上了人话语外型的话，因此得以独立存在。在这个意

义上来说，这个话当然有活泼、大有能力的内容，但是它仍然具备人话语的性 格，

因此仅能发出道德的感化力。此种道德感化力应当加以重视，它远超过理智上的教

导。因为福音之道不仅是有关神之资料的报导，同时也是蒙恩之道。  

但 是福音此种理智与宗教道德上的作用是不够的。假如人尚未堕落，或经由堕落但

尚未失掉他的属灵自由，那么这些作用或许够用。可是圣经却证明，我们每天的生活 

都证实人心是昏暗的（弗４：１８；５：８），他的意志受捆绑成了罪的奴仆（约

８：３４；罗６：２０），并且死在罪恶过犯中（弗２：１—２）。因此他不能见 

神的国（约３：３），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林前２：１４），不服神的律（罗８：

７），并在自己里面不明白也不能作什么善事（约１５：５；林后３：５）。福 音

的确是要赐给人，但却不是按着人的思想与样式来指定（加１：１１）。那就是为什

么人任凭他自己的意思行时，会反对拒绝福音。  

虽 然如此，但是神为那些蒙拣选得永生的人，在他丰富的恩典中，在他话语的呼召

之外，又加上了圣灵的工作。在旧约中，圣灵就是永生的赐予者与引导者（诗５１： 

１２；１４３：１０），但是在新约中，神却特别应许圣灵教导所有的人，并赐给人

新心，且将主的律法写在其上（赛３２：１５；耶３１：３３；３２：３９；结 １

１：１９；３６：２６；珥２：８）。在五旬节时，有圣灵浇灌下来，圣灵与使徒，

并藉着他们为基督作见证，且为了重生教会而住在教会中（约３：５），使教 会承

认基督为主（林前１２：３），他并安慰教会、引导教会，且永远住在教会之中（约

１４：１６；罗８：１４；弗４：３０）。在教会之外，圣灵的工作就是进 入世

界，使世界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１６：８—１１）。  

救 赎的工作不论在客观上或主观上都是神的工作，且唯独是神的工作。不在乎定意

的，不在乎奔跑的，乃在乎发怜悯的神（罗９：１６）。虽有临到多人的外部呼召 

（太２２：１４），但也有内召，那就是拣选人的结果（罗８：２８—３０）。神不

单只赐下福音，他同时也用大能与圣灵来传扬福音（林前２：４；帖前１：５、 

６），而且也是他自己叫福音生长（林前３：６—９）。他开导人的心（徒１６：１

４），照明人心中的眼睛（弗１：１８；西１：９—１１），改变人的心意（徒 

９：６），并使人按着他的美意立志行事（腓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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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些如此被召，也来就基督而又悔改的人这事实，不能被视为人的功德，就好象他

能靠着自由意志将自己和他人分别出来。这事实必要归给赐信心与悔改的神，因为神 

从永远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他自己的人，也在今世用大能有效的呼召他们，救他们脱离

黑暗的权势，将他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为要叫他们宣扬那位召他们出黑暗入奇 妙

光明者的美德，他叫他们不自夸，乃要夸赞主，正如使徒著述中所常见证的一般（多

特信经，三段四章１０节）。 

（待续）。。。 

 

 

服侍表 

本周 3 月 18 日 下周 3 月 25 日 

证道: 陈摩西 证道: 吴展鹏 

司会: 高杰华 司会: 陈 剑 

主领圣餐： 赖迦南   

分发圣餐： 邓小花 

赖嘉恩 

  

司琴: 吴漾 司琴: 王泊文 

招待茶点: 蔡雅各 招待茶点: 王梅天 

儿童主日学: 陈剑 儿童主日学: 吴  漾 

幼儿照顾: 张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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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人 上次主日奉献: 466 瑞郎 

              2 欧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