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报 
2007

年 

7
月1

5

日

但以理书 4-6 章 

 

主日敬拜程序 
 

宣召: 诗篇 25：4-5 

祷告 主祷文 

诗歌赞美: 全地当来向主歌唱（62） 

主，我们再来你面前（34） 

神掌权（198） 

信仰宣告： 使徒信经  

聖餐： 与主合一（300） 

证道:  

信息: 但以理书 4-6 章 

诗歌回应: 主恩典够我用（400） 

奉献：  

报告事项：  

颂荣: 三一颂（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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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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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主题:  

但以理书4-6章 

重点摘要: 

 

 

 

 

 

 

 

 

 

听道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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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本周金句 林前 9：23-24 
23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24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

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提醒事项 
 

1. 7 月 15 日-8 月 19 日儿童主日学暂停。 

2. 下个主日信息是彼得后书第一章，请大家预读。 

3. 8 月 12 日主日敬拜改在早上 9：30，和本教堂的循道会联合敬

拜，中午聚餐请每家提供一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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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经 

1.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2.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3. 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4.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

死，埋葬； 

5. 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6. 祂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7.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8. 我信圣灵； 

9.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 

10. 我信罪得赦免， 

11. 我信身体复活； 

12. 我信永生。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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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是正当领受圣餐 
加尔文 

 

玷污圣餐的罪 

圣餐既是主所设立的，就当以虔敬的心领受。凡以轻蔑或无足轻重的态度

来领圣餐，且不留意遵从主的吩咐的，就是滥用圣餐，因而是污损圣餐

的。凡玷污和损坏神所祝圣的，乃是犯了不可容忍的亵渎罪。因此保罗严

厉指责凡不按理领受圣餐的，（林前 11：29），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

若是在天上地下，没有比主的身体和血更为宝贵尊荣的，那么，不先好好

准备去随便领受圣餐，就不算是只犯了小罪。因此保罗劝我们要小心省察

自己，以便合理领受圣餐。当我们了解这省察是什么，我们才会知道我们

所求的合理领受。 

自我省察之道 

我们必须省察自己是否真悔改，并且对主耶稣基督是否真相信。这二者是

彼此联系，相依为命。 

我们必须弃绝自己的一切，才能分享基督所赐的福分 

我们若看自己的生命是在基督里，就必须承认自己是死的。我们若要在基

督里得力量，就必须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我们若认为我们的福分，都在乎

主的恩典，就必须知道自己若没有那恩典，乃是何等可怜。我们若靠主得

享安息，就必须感到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只有纷扰不安。这些感觉不能不产

生以下的心情：第一，对自己生活的不满；第二，焦急惶恐；第三，对义

的爱慕。因为凡知道自己罪恶深重，与神隔离，而情形悲惨的人，就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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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羞愧，自怨自咎，极其愁苦，呻吟叹息。再者，神的审判立刻表彰出

来，使可怜的良心大感悲伤，因为它自觉无法逃避，无言可答。当我们深

觉自己可怜而尝到神恩的滋味时，我们才愿意以神的旨意来规范自己的行

为，弃绝过去的生活，好在基督里成为新人。  

合理领受圣餐的条件 

这样看来，我们若要合理领受圣餐，就必须全心信靠主耶稣为我们惟一的

公义，生命，和拯救，接纳他所赐我们的应许为可靠的，放弃一切别的依

靠。我们既这样不相信自己或任何其他的被造物，就可完全依靠主，只以

他的恩典为满足。但是除非我们知道必须有主的救助，我们就不能有那种

信心，所以我们应该深知自己的可怜，好叫我们渴慕主。人若没有味口而

去寻找食物，那岂不可笑吗？要有好的味口，肚腹空虚还不够，而且也必

须有健康，才能够接受食物。所以我们的灵魂必须饥饿，渴慕得食，才能

于圣餐中获得恰当的营养。  

克己的必需 

再者，我们若渴慕基督，就未有不向往神的义的，而向往神的义，就必克

己，服从神的旨意。因为我们若放纵情欲，生活放荡，还冒称自己是属基

督的，那乃是荒谬绝伦了。既然在基督里只有纯洁，宽仁，节制，真理，

谦卑等美德，我们若要作他的肢体，就必远离一切污秽，放纵，虚假，骄

傲等等邪恶。因为我们将这些邪恶与主混在一起，未有不大大侮辱他的。

我们当常常记得，主与邪恶不能相容，正如光明与黑暗不能相容一般。这

样，真正的悔改是在于努力使我们的整个生活符合主的榜样。  

爱心的必需 

我们的一般生活固当如此，爱心生活更当如此，因为圣餐所推荐的美德无

过于爱心，因此圣餐乃称为爱心的连结。因为正如那被祝圣为大家所分享

的饼，是由许多麦粒构成为不可分辨的一体，照样我们当在不可分离的友

爱上，团结为一体。再者我们在圣餐中同领基督的身体，同成为他的肢

体。倘若我们当中有纷争不和，虽不能因此将耶稣基督分裂，但我们还是

犯了分裂他的亵渎罪。因此我们若怨恨人，尤其若怨恨基督徒弟兄，就切

不可领圣餐。为要全守主的吩咐，我们还要有一个美德。那就是要用口承

认我们是多么感谢救主的恩，不仅使他的名得荣耀，而且也造就别人，用

我们的榜样教训他们当怎样行。  

人人都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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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世人找不到一个人在信心和圣洁上是如此进步，以致再没有缺欠，所

以我们若不将我们论信心和悔改所说的加以缓和，有些无亏的良心不免难

安。有些人要求一种完全的信靠和悔罪，而将那些不能达到这境地的人排

除在外，这乃是一种危险的教训。因为他们这样作，乃是排除一切的人，

没有一个例外。那里有一个人能够夸口说，他不为丝毫不信所沾污呢？他

不为什么邪恶或软弱所屈服呢？神的儿女所有的信心确是如此不完全，叫

他们必须时常祷告说：主阿，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是我们本性中根深

蒂固的病，非到我们脱离这囚牢的躯壳，总不能完全得医治。再者信徒的

圣洁是这么不完全，他们每天必须祈求免罪和多有进步的恩典。虽然有的

人缺欠多一些，有的人缺欠少一些，然而没有一个人不在许多方面跌倒。

因此，倘若我们一定要有无疵的信心或生活，才能领圣餐，那么，圣餐不

但是无益的，而且是有损的。这就与主设立圣餐的原意相反，因为主所赐

予教会的，没有比圣餐更有益的。  

不完全不能阻止我们得救的盼望 

所以我们虽然感到信心不完全，而良心也不圣洁，以致指控我们犯了许多

罪，然而那并不当阻碍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只要我们在这种软弱中，

心里无伪地存着靠基督得救的盼望，并愿意照着福音去生活。我更明白

说，只要没有假冒为善就好。因为有些人以虚浮的媚语来自欺，叫自己相

信：他们虽继续作恶，或一时停止作恶而马上又去作恶，只要他们咎责自

己的恶行，也就很够了。真正的悔改乃是坚定有恒的，使我们与心中的罪

恶作战，不只是一天或一个礼拜，而是永不间断，永不止息的。  

信徒的缺欠更当激励他们去领圣餐 

当我们由于敬畏神，深恶厌弃一切罪恶，且要圣洁过活以求使主喜悦时，

那么，我们肉体虽软弱，我们还是配领圣餐。其实，倘若我们不软弱，不

因信心和生活有缺欠而受压制，那么，圣餐就对我们无用，而其设立也是

多余的了。圣餐既是神赐给我们，帮助我们的软弱，坚固我们的信心，加

添我们的爱心，促进我们的圣洁生活的，那么，我们越感到自己为罪所压

迫，就越当领受圣餐，决不当因此而怕去领受。倘若我们以信心软弱，和

生活不完全为借口，而不领受圣餐，就正如有人以有病为借口而不服药一

般。可见，我们信心上的软弱，和我们生活上的不完全，应当敦促我们领

受圣餐，作为补救的特别方法。只是我们不要没有信心和悔改。信心隐藏

在心中，所以良心必须是它在神面前的见证者。悔改表现于行为，所以必

须在生活上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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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表 

 
本周 下周 

证道: 陈摩西 证道: 吴展鹏 

司会: 赖迦南 司会: 陈剑 

主领圣餐： 赖迦南  主领圣餐：  

分发圣餐： 孙林、赖迦恩  分发圣餐：  

司琴: 吴漾 司琴: 赖迦南 

招待茶点: 蔡雅各 招待茶点: 林立志 

儿童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  

幼儿照顾: 林舟 幼儿照顾: 董鹰 

周报: 林立志 周报: 林立志 

    

上次主日聚会总人数:27 人 上次主日总奉献:580 瑞士法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