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报 

2007

年 

9

月9

日

带异象读经——秘诀在于应

用 

 

主日敬拜程序 
 

宣召: 诗篇 115：12-16 

祷告 主祷文 

诗歌赞美: 有一活泉（239） 

我敬拜你全能神（60） 

神掌权（198） 

证道: 带异象读经 

诗歌回应: 数算主恩 （401） 

奉献：  

报告事项：  

颂荣: 三一颂（39）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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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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异象读经——秘诀在于应用 

经文：马太福音 7：24-27 

      雅各书 1：22 

      申命记 22：8 

      诗篇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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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书 5：3-4 
3 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

统。 
4 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 

 

提醒事项： 

1  9 月 16 日证道经文是约珥书 2：18-3：21，请预读。 

2  每个主日 14：00-14：20 是祷告会的时间，请弟兄姐妹参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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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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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信基督及其真理 

 

3．认信真理的目的(The Purpose of Profession of the Truth) 
认信真理的目的是荣耀我们的上帝，使我们的邻舍得救。并不是受苦本身使人成为殉

道士，而是为之受苦的事业使人成为殉道士。当然，也不仅仅是事业本身，而是事业

的目的使人成为优秀的殉道士。这种对真理的认信必须出自爱，必须是为了实现圣洁

的目的。 
首先，认信真理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也就是说，藉着基督的言行，用圣洁的生活

来表达，使人晓得上帝的完美――祂的仁慈、公义、信实等等，在人的救恩中，这些

方面都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因为主耶稣这样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约 15：8）。若是我们为真理的缘故耐心地忍受临到我们的一切，我们就是多结果

子，荣耀上帝了。因为当有人为真理的缘故受苦的时候，真理就显明出来，人们就会

考察真理，并对真理有更多的认识。“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约

21：19）。上帝的恩典使人不管是说话、行事，还是受苦，都以荣耀上帝为目的，这

就产生了在上帝、天使和世人面前都蒙悦纳的真正的殉道士。 
其次，认信真理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邻舍得救。基督徒并不是仅仅希望自己得救，

而是也爱他的邻舍，并希望带领他的邻舍也认识真理，悔改得救。他认识到认信主耶

稣基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工具。所以，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遭受迫害的时

候，他都坚持认信真理，而且当他有机会这样行的时候，他的内心非常高兴。他晓得

殉道士的鲜血就是教会的种子，通过讲说真理，经历真理，就赢得其他人归向真理。

这就是他根据使徒的教训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

见的人得益处”（弗 4：29）。他还进一步证明，为真理的缘故受苦也有这样的果效。

“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腓 1：7）。

热爱这样的目标，以此为认信真理的目的，是荣耀、圣洁之举。 

4．上帝要求我们认信真理(God Requires Profession of the Truth) 
我们已经向你讲明了认信真理的性质。认信真理是每一个希望自己得救之人当尽的本

分，得救与灭亡都在乎此。请把以下的经文牢记在你的心中：“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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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太

10：32－33）。进一步思考在《罗马书》10 章 9 至 10 节所写的话：“你若口里认耶

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

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有些人在遭受迫害的时候用以下的话来平息自己心中的不安：“只
要心里真心相信就足以得救了。虽然我们口里保持静默，甚至在外表上参加敌基督者

的教会，这些都不过是外在的仪式而已，既没有什么益处，也没有什么损失。为此而

损害自己的财产和生命是愚蠢的。为了保护财产和生命，即使参加天主教的弥撒也是

值得的。”但是，使徒保罗驳斥了这样的主张，他说：“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若是心

里真的有真理存在，口就不会沉默不言。“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

信，所以如此说话’”（林后 4：13）。另外，圣经上还说：“凡认耶稣为上帝儿子的，

上帝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上帝里面”（约壹 4：15）。不管你有多少借口，你不过

是在欺骗自己，使自己永远沉沦，因为得救和沉沦是根据这种认信而定的。 
当教会兴盛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人加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认信耶

稣。 
（1）无知之人并不能认信耶稣，因为他们并不晓得上帝的救赎之道。他们不能说明自

己所信的是什么，他们能说什么呢？他们并不熟悉圣经，真理对他们而言是隐藏的，

他们也不晓得与上帝和好的真道。 
（2）那些不信基督的人也不能认信。他们对基督也许有一些书面的知识，但是他们并

不晓得如何接受祂，如何藉着信心使祂住在自己的心里，如何在祂里面，也不晓得如

何在祂里面成长。 
（3）那不爱惜上帝，不爱真理，不爱建立教会的人，也不能认信耶稣。对这些人而

言，得救既不是荣耀的，也不是值得渴望的。他们认为，世俗的事物，现世的生命和

罪中之乐，更有荣耀，更甜蜜，更有益处。 
（4）那些天天只为可见之物而生活的人并不能认信耶稣。他们效法的是这个世界，沉

浸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心中的骄傲之中。同时，他们以外在的宗教仪式和风

俗来满足自己。这样的人所认信的不是基督之名，他们在和平时期已经否定了主耶

稣。对于这样的人而言，《提多书》1 章 16 节的内容恰恰适用：“他们说是认识上

帝，行事却和祂相背；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当为真

道的缘故受迫害时，他们就像成熟的李子一样落下。对于他们而言，世界的尊荣，金

钱和方便要比耶稣及其完全更有价值。他们不会因为爱耶稣的缘故而甘心乐意地忍受

别人的伤害和羞辱。是的，他们自己也会迫害那些真正认信基督的人，即使不是 残

酷狠毒的迫害者， 起码他们也会亲自参与迫害。许多人已经迫害过真正敬虔的人。

当主耶稣在这个世上旅居的时候，就曾经用祂的手指出过这样的人。“撒在石头地上

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

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太 13：20－21）；“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

人听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探就退后了”（路 8：
13）。你的结局将是如何呢？你的结局将如保罗所写的那样：“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腓 3：19）。在审判的那日，基督会在祂父面前，在天上

和人面前不认你。“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太 7：23）。 

5．劝勉信徒勇敢地认信耶稣(Believers Exhorted to Confess Jesus Boldly) 
真正的信徒啊，现在我要转向你，激励你勇敢地认信主耶稣。当为将来在信心上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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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做好准备，坚固你自己，要在所认信的真理上坚定不移，因为我们都要如此面对。

上帝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对待祂的教会。上帝从这国到那国，使教会受到迫害。现在法

国的教会正在遭受迫害，也许不久就轮到我们，因为在我们荷兰的教会长期以来一直

处于和平时期，这是非常罕见的。荷兰教会不仅在道德的意义上来说完全败坏了，而

且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新奇的教训。无知占上风的地方，就有谬误浮现。有明确的记

号表明，荷兰教会就要面临外部或内部的迫害――那些对纯正的真道无法容忍，对圣

洁的生活充满憎恨的人，必要迫害教会。敬虔之人将要受到试炼，为数不多的忠信之

人在生活和教义上的真实情况，就会像保罗所预言的那样发出光来：“凡立志在基督耶

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后 3：12）。因此，当做好准备，当迫害临到的时

候，你可以预备好，坚定不移地认信耶稣，从而得到殉道士的冠冕。 
为了在这个方面激励你，我把一封信加在这里，这是我从前写给一些受迫害、受压制

的弟兄的信。 

6．一封劝勉信(A Letter of  Exhortation) 
致那些在迫害和殉道时期，坚定不移地认信主耶稣基督及其真理的人： 
在主耶稣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视你们配为祂的见证人，为祂的缘故而受苦，抵

挡那敌基督者！愿恩惠、平安从赐各样恩惠和安慰的上帝归与你们！ 
当我得知你们的苦难和坚定的时候，我想起使徒保罗的话：“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

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来 13：3）。

我还想到主耶稣大审判之时所要宣告的：“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太 25：36）。因

为我不能亲自前往探望你们，所以就用我的笔来代替，祈求那全能、慈爱的上帝祝福

我给你们的信，坚固并安慰你们的灵魂。 
当刚强壮胆，你们这些与主同行的人啊，不要在战斗中屈服投降。“你们务要警醒，在

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林前 16：13）。不管是外部的，还是内部

的迫害，都不要放在心上。当属灵的光明驱散那笼罩灵魂的阴云的时候，你们的心灵

就会因着上帝的恩典而得坚固，内在的攻击就被挫败，失去它们的力量，那时你们就

能够公开地显明出来，“如骏马在阵上”（撒 10：3）。 
我们的心灵常常因为内在的攻击而摇摆，即使我们能够持守。当我们遭受患难的时

候，这些内在的攻击也使得我们丧失勇气和喜乐。其中 明显的攻击就是： 
（1）没有人晓得我的痛苦，因为这痛苦发生在隐秘之处。假如我是在断头台上公开地

受苦，就会荣耀主耶稣，证实福音，坚固信徒，说服其他人。但是，我现在的苦难却

没有任何用处。 
（2）我是在为自己的罪受苦，而不是为真理受苦。上帝为我从前的过犯而惩罚我，因

此，在我的苦难中我只能期望得到痛苦，而不是安慰。 
（3）我因为恶名而受苦，别人指控我犯罪。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嘲笑我，称我为殉道

士，但不是主耶稣的殉道士，而是加尔文的殉道士。 
（4）我不是因为爱耶稣及其真理的缘故而受苦，而是因为我的良心责备我，我的良心

既不能相信我所认识的是谎言，也不能否定我所知道的是真理。或者，我之所以受

苦，不否定我的信仰，是因为我害怕死后下地狱。 
（5）我所遭受的苦难为期很长，丝毫没有得救的盼望，这使得我非常沮丧、难过。 
（6）事情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只不过是形式和风俗而已。我在心中坚持信仰就可以

了，虽然我在表面上参加他们，与他们一致，但这都是被迫做的。 
（7）其他敬虔之人都顺利，为什么单单我这样受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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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总是充满惧怕――或者是怕死，或者是受亏时间太长，太严重，或者是担心人

的邪恶和诡诈。正是因为我这样担心才使我陷入苦难之中，不得不受苦，我忍受苦难

既非甘心乐意，也不是勇敢面对。这一苦难对我来说太厉害了，我无法再忍受下去。

我还挂念我那些已经否定信仰的亲人，更重要的是还有我自己的儿女，他们被送到修

道院里，从他们很年轻的时候起就遭受偶像崇拜的毒害。 

 

服侍表 

 
本周 下周 

证道: Martin Maag 证道: 陈摩西 

司会: 赖迦南 司会: 黄宗妮 

翻译： 高杰华  翻译：  

司琴: 吴漾 司琴: 赖迦南 

招待茶点: 邓小花 招待茶点: 蔡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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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主日聚会总人数:41 人 上次主日总奉献:430 瑞士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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