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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预备事工 
 

主日敬拜程序 
 

宣召: 诗篇 96:1-13 

祷告 主祷文 

诗歌赞美: 圣哉!万王之耶和华（14）

歌颂主爱（138） 

信息: 耶稣的预备事工 

诗歌回应: 将 好献主（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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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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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预备事工 
(四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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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3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4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

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提醒事项 
1. 欢迎弟兄姐妹参加主日祷告会:14:00-14:20 

2. 需要<两年度完圣经一遍>进度表的弟兄姐妹请跟林立志弟

兄索取. 

3. 欢迎弟兄姐妹借阅教会图书馆之书籍,CD 及 VCD. 

联络:陈丽娟姐妹:056 534 96 54 

4. 下主日的信息是撒迦利亚书 第 4 章,请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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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信基督及其真理 

第三，从各个视角来看主耶稣。祂的荣耀是如此地无与伦比，承认祂是

我们的主和王是我们 伟大的荣耀。因此，我们不要以祂为耻。父上帝

承认祂，从天上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众天使都观看

祂的受死与复活��是的，所有的天使都崇拜祂。殉道士承认祂，以他们

的死亡为自己的认信打上印记，他们都是何等地勇敢和喜乐啊！难道你

以祂为耻吗？难道祂不配得人们为祂受苦吗？你在目前这种程度的受苦

中认信祂，祂配得你这样千百次的认信。祂为你成就了何等的好事啊！

出于对你的爱，祂离开祂的荣耀，亲自取了你这样的人性，并且是以奴

仆的样式出现，成为贫穷，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亲自承担你的罪，亲

自作你的中保。要把你从永远的灭亡中拯救出来，要使你与上帝和好，

并带领你进入荣耀，对祂而言，这是何等沉重的使命啊！上帝对罪的震

怒使得祂如虫一样在地上爬行经过，踏着祂自己的血艰难前行��由于祂

心中那地狱一般的苦楚，鲜血如同汗水流出。祂被人出卖，像罪人一样

被捆绑，被人捕获。当时的教会权威判祂亵渎上帝，理当处死，祂被人

拳打脚踢，他们还把唾沫吐在祂的脸上。祂的脸被人击打，并且受到极

其轻蔑，极其令人伤心的嘲讽，祂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被人从一个法

庭拉到另一个法庭，被牵着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与那些对祂冷嘲热讽的

暴民同行，祂与杀人犯同列，众人要求处死祂，如同处死世上 邪恶的

人。祂遭人残酷地鞭打，被戴上荆棘的冠冕，是人用棍子砸进去的。祂

背负十字架，被带到城外，遭受极大的嘲讽和痛苦，在无比的悲哀中死

在十字架上。祂之所以如此受苦，是出于祂对你的爱，目的是要把你从

罪和灭亡中拯救出来。祂作出了美好的认信，承认祂就是王，就是救

主��这一认信使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难道你现在以祂为耻，要不认祂

吗？难道你不愿意为这爱人的，同时又是可爱的耶稣受些苦吗？难道你

不愿意通过你的受苦，显明祂对你而言，是何等地可爱，何等地宝贵

吗？因着耶稣的受苦，天父就赐给祂这样的尊荣：“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

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腓 2：11）。本来是你荣耀祂的机会，难道你

要萎缩不前吗？祂这样爱你，要使你得荣耀，难道你要以羞辱祂，以祂

为耻，不认祂来回应祂吗？千万不可这样想。所以，当让基督的爱激励

你，不要让任何东西对你成为宝贵，使你不愿意为祂舍弃，不愿意藉着

勇敢的认信来荣耀祂。当高兴欢喜，你还有身体，你还有生命，你能够

以此来显明你对基督的爱和尊崇。当高兴欢喜，你的苦难继续延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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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继续坚持认基督为主，使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用更长的一段时间

来荣耀祂。 

第四，当承认上帝已经向你显明的恩典。对于其他人，祂仍然任凭他们

在罪中堵塞，任凭他们走向灭亡。但是，祂却把祂丰盛的恩典赐给你，

祂是用何等奇妙的方式吸引你归向祂啊！每件事，每一步，都显明祂对

你的大爱。思想主自从你年幼以来对你整个的带领。当你偏离祂的时

候，祂的眼目仍然眷顾你。当你冥顽不化的时候，祂长久忍耐。当你在

否定祂的时候，祂却天天向你伸出祂的手。祂吸引你，用爱来牵引你，

使你认识到你自己的悲惨处境，把祂的爱子显明给你，赐给你信心，使

你由此可以接受耶稣为你的中保，使你成为新造的人，赐给你一个新

心，使你行走在祂所定的圣洁之路上。祂又是何等频繁地安慰你，向你

的心灵说话！当祂呼召你受苦的时候，使你能够保持忠心，并维系你，

用祂的大能使你持守真道。祂把祂的灵赐给你，使你刚强壮胆，使你在

祂掌权的日子甘心乐意地以圣洁为装饰。当你软弱的时候，祂赐给你力

量；当你乏力的时候，祂使你力上加力。有时祂使你得见冠冕，使你品

尝到与主亲近是何等甘甜。祂使你敬重耶稣的责备，胜过世上所有的财

宝，祂对你说以下的话：“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

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赛

43：2）。上帝的这些恩惠还不足以点燃你对祂的爱吗？你当说：“我要

亲近主；祂是我的福分，我的盼望惟独在乎祂。我把身体和灵魂都交托

祂；祂愿怎样待我就怎样待我。我现在为祂名的缘故受苦，惟求祂赐给

我忠心，惟愿祂使我坚定不移，勇敢地承受将要临到的一切。因为若非

经过祂的手，就没有任何事能够临到我身上。我的眼界超过我的敌人，

因为是上帝吩咐他们说以下的话：’大卫有祸了，把这样那样的痛苦加在

他身上吧。’也无非如此，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因此，上帝的斗士们，

当英勇无畏，刚强壮胆，主必会坚固你们的心。 

第五，不管是对普遍意义上的教会而言，还是对于特定的个体之人，忠

心地认信基督及其真理，都有着无法言喻的巨大益处。教会不会因为折

磨殉道士，把他们处死而被除掉，相反，教会就是由此而建立的。当因

为真道的缘故而遭受迫害的时候，教会就得以洁净，糠秕就被吹跑，金

子就被从渣滓中分离出来，教会的光辉就会更加明亮，而且在世人的眼

中，教会也会激发更大的敬畏之心。教会虽小但却纯正，要比教会虽大

但却鱼龙混杂更荣耀。如果在一个地方教会由于彻底败坏而被连根拔

除，真正的敬虔之人为数极少，实际上几乎没有剩下任何东西，教会就

会在另外的地方更加荣耀地抬起头来。如果仍然有很多敬虔之人，他们

的分散也会使他们有机会把所得到的亮光在其他地方发散出来。这样说

来，每个信徒都会成为一个牧者，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建立一个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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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使徒行传》8 章 4 节记载教会受迫害时所发生的情况就是如

此。当然，虔敬有些暗淡，甚至会变得更加暗淡。另外，我相信其他教

会也会因着迫害而被炼净。但是，我从上帝的圣言得着确信，就普遍意

义上而言，敌基督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辖制教会。主会为祂自己保留一部

分人，使他们坚持下来，不至于丧失了勇气。而且，他们会作为基督的

精兵站立得稳，以他们的见证与敌基督争战，直到有一天，徒然之间，

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主把祂的审判倾倒在祂的身上，使教会得荣耀。 

弟兄们，你们是教会的柱石。你们就是那传播主耶稣的荣耀声音的，你

们的见证传遍了全世界。因此，务要坚定不移，因为众人的眼睛都在盯

着你们。这样，你们的仇敌就不会高兴欢喜，敬虔者既不会因你们的缘

故而蒙羞，也不会为你们的缘故而悲哀。你们的坚定不移使许多人清醒

过来，他们开始寻求福音真道。谁晓得你们在捆锁中要生下多少孩子

呢！那些被绊跌的人得了坚固，那些因为惧怕，在第一次风暴卷起的时

候就屈服投降，否定真道的人，将会因着你们的坚定，鼓起勇气，收回

他们对真道的否定，重新为真理而争战，为真理而受苦。由于你们的坚

定不屈，仇敌的工作量必远胜过他一开始所预测的。上帝兴起千千万万

的殉道士，祂也许会使你们的教会从灰烬中重新站立起来，使她的仇敌

们大为不悦。如此之多的人得以复兴，坚定不屈，我确实期望会有大事

出现。当火受到压制的时候，就会更加猛烈地爆发出来。假如仇敌留下

那些重新与他们联合的人，满足于他们对信仰的公开否定，那时，从人

的角度而言，那个地方的教会就完结了。但是，现在，仍然还有希望。

看哪，上帝把何等伟大的事情托付给了你们！假如你们屈服，那些因着

你们的坚定不屈而鼓起勇气的人，就会因为你们的怯懦和否定真道而重

新屈服。因此，当像男子汉大丈夫一样，你们就会在你们的见证方面得

胜。 

第六，就你个人而言，你的殉道没有给你带来很大的益处吗？在此之

前，你生活在，或者更准确地说，陷在许多的罪中，而现在这些罪丝毫

不会影响你了。也许你们中间有些人现在已经归正了，而当初享有自由

的时候却是未归正的。你们中间也有些人曾经因为惧怕的缘故否定真

理，而现在竟然勇敢地忍受一切。难道你对上帝的真理的认识没有增加

吗？你不是变得更加属灵了吗？你的心不是更加圣洁了吗？你的祷告不

是更加迫切了吗？你与主的交通不是更加经常，更加亲密了吗？你不是

享有更多的安慰吗？你不是能够更加喜欢那荣耀的盼望，轻看世上的一

切吗？虽然也有黑暗的日子，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也有各样的争战，

你在争战中不是更加坚强了吗？主不是时时坚固你的灵魂吗？难道你愿

意用你现在的状态换取君王的冠冕和不敬虔之人的荣华富贵吗？因此，

请你仔细观察，存感恩的心承认上帝赐给你的恩典。你在全世界敬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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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眼中是何等地宝贵啊！在圣经中有多少经文说你有福啊！请让我把

这些经文带到你的面前：“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

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彼前 4：14）；“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

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太 5：10－11）；请想一想保罗在殉道前不

久所作出的得胜的宣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

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

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

祂显现的人”（提后 4：7－8）。抬起你的头来吧，“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

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

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

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祢的缘故终

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

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

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罗 8：33－39）。 

因此，我亲爱的弟兄们，在争战中当刚强壮胆。不要在战场上撤退，当

寸土不让，因为你若停止抵抗，敌人就会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他们是

永远都不会满足的。在某件事情上，在一定的处境中，你也可以让步，

而坚持则被人说成是冒失，此时坚定不移，要比让步太大更安全。你会

更加安全，避开许多网罗。比起退让来说，坚定不移会使你的良心多享

十倍的平安。你越是刚强，仇敌就越是丧胆，你越是力上加力，你的胜

利就越有荣耀。就让他们随自己的意思对待你的身体吧，或者更准确地

说，上帝让他们怎样对待你，就让他们怎样对待你吧，你当像大卫一

样，靠着主你的上帝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 

要在忍耐中安静你自己的心��这就是你真正需要的。装备好你自己，要

抵挡任何复仇的欲望，不让这样的想法进入你的心。是的，假如你自己

能够复仇，也不要这样做，要像绵羊一样在剪毛的人面前默默无声。为

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当以善报恶。不断以主耶稣为你的榜样，使你可

以效法祂的脚踪。你在争战中的兵器并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

有能力。正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6 章所建议的那样，穿戴全副军

装。温柔的人要胜过刚强的人。忍耐不仅降苦难，还使忍耐的人熠熠生

辉，它使仇敌知罪，甚至征服仇敌。因此，要想到时间飞逝，你的苦难

转瞬即逝。这苦难是出自主的手，是为了使耶稣得荣耀。所以就让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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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做成它完全的工作吧；也就是说，在受苦期间，当以安静的忍耐之心承

受一切，因为胜利和冠冕必将继之而来。(待续) 

 

  服事表 
 

   本周 下周 

    证道: 陈远明 证道: E-G.Fitsch 

    翻译:  翻译: 吴漾 

    司会: 黄宗妮 司会: 赖迦南 

    司琴: 赖迦南 司琴: 吴漾 

    招待茶点: 林舟 招待茶点: 董鹰 

    儿童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  

    幼儿照顾: 董鹰 幼儿照顾: 张婉儿 

    周报: 吴漾 周报: 吴漾 

    

    上次主日聚会人数: 31 上次主日奉献:  385 瑞士法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