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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实现*不可能发生的事*

 

主日敬拜程序 
 

宣召: 诗篇 25:4-5 

祷告 主祷文 

诗歌赞美: 荣耀神羔羊（112） 

为耶稣而活（571） 

神掌权（198） 

信息: 怎样实现*不可能发生的事* 

诗歌回应: 献上感恩（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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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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实现*不可能发生的事* 
撒迦利亚书: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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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歌 5:8-9 

8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阿，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

他，我因思爱成病。9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

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

嘱咐我们。 

 

 

 

提醒事项 
1. 欢迎弟兄姐妹参加主日祷告会:14:00-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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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清妹姐妹目前在 Langenthal 的 SGM Klinik 疗养,请大家

抽空打电话问候她.Tel.:062 919 22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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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信基督及其真理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

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林前 15：58）。务要至死忠心，主必将我所应许给得胜之

人的一切福分都赐给你。“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

的果子赐给他吃。我必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

受第二次死的害。得胜的，我必将那隐秘的吗哪赐给他，并

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

人能认识。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

伏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

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凡得

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

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得胜的，我要叫

他在我上帝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

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上帝那

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得

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

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 2，3）。看哪，对于那些忠心地

忍受小小痛苦的人，上帝赐下如此宝贵的应许。所以，当忠

心至死。我以使徒彼得的祝福结束：“那赐诸般恩典的上帝曾

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祂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

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权能

归给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彼前 5：10－11）。 

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有荣耀的神圣的光辉为装饰，我整个

的心灵与你们同在。 

在基督里爱你们的弟兄。 

7．对信徒最后的劝勉(Final Exhortation to Bel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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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兰的公民啊，现在我们要再次转向你们。如果这一探讨

感动了你的心，你已经愿意认信主耶稣，就立即行动吧。你

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不认识上帝和救恩之

道，也不愿意追求敬虔。从她中间出来吧，当以敬虔的生活

认信耶稣，以此为你生活的目的，这样每个人就可以因着你

的舍己、谦卑、温柔、爱心和美好的性情而知罪。这样大家

就会感受到你心中确实有属天的性情。当传讲基督，传讲祂

受苦的必要和功效，传讲信心和重生的性质。 

加入到敬虔之人的行列吧，以此显明你确实支持基督，抵挡

这个世界，你是与他们一道的。要与真教会同在，殷勤参加

公共敬拜，领受主所设立的圣餐，由此而认信主耶稣。与真

教会分离，自己单独生活，就是无声地否定了基督和祂的事

业。如果由于你的认信，有羞辱和伤害临到你，当高兴欢

喜，因为这是小小的殉道的开端。 

当主让世界迫害教会时，如果教会顽固地坚持错谬的教义，

迫害那些宣讲真理和敬虔的牧者和其他人，就当反对他们，

和那些敬畏上帝，认信真理的人一同战斗。如果你被那些迫

害你的人赶出教会，他们强迫你加入他们，你拒绝这样做就

剥夺你的财产，把你投到监狱里，像对待罪犯一样对付你��
是的，人们用刀剑、断头台、酷刑威胁你，甚至要把你处

死��那时你当停顿片刻，思想主呼召你殉道一事。不管这迫

害是由那些教会内部的人，还是外部的敌基督者发起的，都

是一回事。你的认信是一样的，你的忠心是一样的，你的奖

赏也是一样的。假如有人用恶名陷害你，让你受苦，也不要

为此而感到烦躁不安，因为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主耶稣也

是由于坏名声而受迫害，被处死的，因为他们说：“我们用石

头打你并不是为善事，而是因为你如此如此的原因。”惯用的

借口是：“你不顺服国家，你在抵挡政府，你所传讲的是戕害

人灵魂的错谬和异端，你在想方设法到处推广。够了，让他

滚开吧。”我重申，不要因为他们这些人就难过，当继续坚持

真理，坚定不移，并用言语、行为和受苦见证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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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迫害是从敌基督来的，你可以逃离，逃得越远越好，这

样你可以存留生命，到更好的环境中去。但是，不要逃往你

觉得最容易过日子的地方，当逃往敬虔者逃往的地方，逃往

有教会的地方，逃往能够建立一个教会的地方。不要高看世

上的财物，以致于为财物而使你自己的生命陷入危险之中。 

假如是来自敌基督者的迫害，就可以逃离；但是，若迫害是

来自教会内部的，敌基督者已经被除去，已经被赶走，他现

在已经无计可施，只能以烈火和刀剑来争辩，你就不可以逃

离。不可逃离来自教会内部的迫害，一定要继续停留在那

里，反对迫害者，继续见证真理��如果却有必要，就用自己

的死亡为真理打上印记。新的迫害要求有新的殉道者。但

是，假如我们无法通过逃离的方式来逃脱敌基督者的毒手，

我们就一定要晓得，这是上帝呼召我们为祂的真理作见证，

当坚定不移。当谈及逃离的时候，这不是指牧师和长老，他

们不可以随便逃离。例外的情况就是：当他们的会众逃离

时，呼召他们和他们一同逃离，他们就可以和自己的会众一

起逃离。否则，只要会众还在那些地方，他们就当继续与会

众同在，继续侍奉，即使预见到很快就会以自己的死亡为真

理打上印记，也不可随便逃离。 

为了装备好你自己，抵挡各种形式的迫害，请按以下的说明

行： 

（1）常常阅读上帝的圣言。不仅是为了坚固你的灵魂，也是

为了使自己在真理方面更加稳固，这样就能够更有能力为真

理而战，为真理而死。上帝的圣言就是基督徒属灵争战的宝

剑。 

（2）常常阅读关于殉道士的书籍��不管是古老的，还是新

近的��这样你就会生动地感受到他们的精神和勇气，仿佛你

当时也在场一样。这会激发人的心灵，使人产生殉道的渴

慕，一旦轮到你的时候，你就会想起那些著名的榜样来，心

里大得坚固。当然，你也会注意到他们所犯的错误，使你可

以提前得到好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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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常常与敬虔者在一起，谈论如何在和平时期和受迫害的

时候作见证，彼此鼓励。 

（4）常常祷告，求主赐给你勇敢的灵，能够站立得稳，否则

即使一点点的惧怕就会使你公开放弃信仰。当晓得自己的软

弱，不要信靠自己，不管你现在对真理有多大的确信。牢牢

地倚靠主，这样在你受试探的时候就可以保持忠心。 

（5）常常在基督里操练信心，使自己确信已经与基督有份，

学会经历亲近主的甘甜，使信心更加坚固。另外，当感觉消

失，信心从各个方面受到攻击的时候，也当继续操练信心。 

（6）在成圣方面当殷勤，这样你就可以敬虔度日，无暇无

疵，在人和上帝面前都存无亏的良心，因为“义人却胆壮像狮

子”（箴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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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表 
 

   本周 下周 

    证道: E-G.Fitsch 证道: 陈摩西 

    翻译: 吴漾 翻译:  

    司会: 赖迦南 司会: 王新华 

    司琴: 吴漾 司琴: 吴漾 

    招待茶点: 董鹰 招待茶点: 蔡雅各 

    儿童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 陈剑 

    幼儿照顾: 张婉儿 幼儿照顾: 唐香谱 

    周报: 吴漾 周报: 吴漾 

    

    上次主日聚会人数: 21 上次主日奉献:  1840 瑞士法郎 

(十一奉献:   1250 瑞士法郎 

 主日奉献:    590 瑞士法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