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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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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聖約(一) 

 

主日敬拜程序 
 

宣召: 诗篇 66：1-8 节 

诗歌赞美: 和散那 (58) 

祷告 主祷文 

诗歌赞美: 我要默念 （81） 

与主和一（300） 
圣餐  

信息: 神的聖約(一) 

诗歌回应: 为耶稣而活 (571) 

奉献  

报告事项  

颂荣: 三一颂（39） 

祝祷  

诗歌: 愿你平安（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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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聖約(一) 
瑪拉基書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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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30 节 
29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

得益处。30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

日子来到。 

 

提醒事项 
1. 下周日开始改换冬季时间,请大家注意。 

2. 今天下午 16.30-18.00 有归正神学课程导论,欢迎弟兄姐妹参加。 

3. 需要借阅书籍或 CD,VCD 的弟兄姐妹请跟陈丽娟姐妹联络。 

Tel. 056 534 96 53 

4. 需要“两年读完圣经一遍“进度表的弟兄姐妹可向林立志弟兄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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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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餐的施行：预备、领受与反思 

2.预备的第一个方面：激发渴望（the First Aspect of Preparation: A 

Stimulating of Desire） 

首先，人必须竭力激发自己强烈的渴望：想要成为上帝子民当中的一员，

想要与守圣日的众人一起出现在上帝面前，想要看到祂的选民的福益；想

要在祂子民的喜悦之中欢喜快乐，想要以祂的产业为荣。大卫对这些是多

么渴慕啊！“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

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祂的荣美，在祂的殿里求问”（诗 27：4）；“我的心

渴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几时得朝见上帝呢？”（诗 42：2）。当他被

剥夺了这些的时候，他又是多么忧愁啊！“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

赞的声音，领他们到上帝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

悲伤”（诗 42：4）；“我寄居在米设，住在基达帐棚之中，有祸了！”

（120：5）。当他被允许在上帝的圣殿里，置身于上帝的子民当中的时

候，他又是多么欢喜快乐啊！“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

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诗 122：1-2）。 

因此，愿你的渴望也被激发起来。惟愿以下的话能唤醒你内心的渴望。 

在那一刻，施行圣餐的聚会之处不是别的，乃是天的门——人可以和雅各

一起这样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

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门’”（创 28：16-17）。

天把自己打开在这样的地方，上帝的荣耀和恩典之光就降临在那地方，那

里充满了上帝的同在。天父带着恩惠临到祂的子民，以亲切的方式向祂所

喜爱的孩子显明自己，称他们是 Ammi, ruhamah！就是，我的子民，我施恩

的对象！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仁爱吸引你。我来到这里见

你，是为了让你知道，让你感受到我的喜悦和我的爱。新郎主耶稣在祂的

爱中来到他们中间，与他们一同吃这筵席，并且使他们与祂一起享用。当

他们环绕着祂的时候，祂满怀慈爱和喜悦地看着他们。在那里，圣灵是活

泼的，用光照、恩典和安慰充满人的灵魂。众天使在那里，他们为上帝恩

慈地降临到祂的子民中间而欢喜。他们察看每个人的行为，尽可能地探究

每个人的属灵意念。他们在这里看到了没有强烈渴望的人；在那里则看到

了沉浸在爱中的人；还有因没有耶稣而昏睡的人；还有被忧愁压倒了的灵

魂。那里有一个人，在他的眼中能够看到惊恐的焦虑，由于心灵是如此压

抑，如此刚硬，以致于不能发出一声向天的叹息；那里有静静的泪珠沿着

面颊滑落，因为那安慰灵魂的保惠师离他是那样遥远。更远处，信心坚

固，像站在磐石上一样稳稳地站在上帝的真理和应许之上的人在那里。这

里是一个坚定跟从主的人，那里有一个信靠她的良人的人；那里还有一个

背负着罪，并带着这重担到耶稣这里来得释放的人。这里来了以完全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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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处在恩典之中的婴儿；那里有一些接受了恩典和安慰的江河，以便他们

被充满之后可以溢出去的人。这一切盼望、渴望、叹息、哭泣以及爱的流

出，都是指向耶稣，并终止于上帝那里的。此处，灵魂所认识到和经历到

的一切都会聚在一点。天使带着奇妙的喜悦看着这一切，因上帝赐给人类

儿女的恩典和美善而归荣耀给上帝。这里是上帝的家，属灵的朋友暂时聚

集在这里，以使自己沉浸在与他们的天父和他们所爱的新郎耶稣同在的喜

乐之中。看到这些显现，谁的心不欢喜跳跃，不渴望去那里，成为这聚会

的一部分，让自己也在主里面快乐呢？就连一个缺乏生气的灵魂也会说：

“我想去那里，因为我有可能在那里得到祝福。” 

第二，把这种聚会看作是被领进了内室（歌 1：4），进入了王宫（诗 45：

15），在那里，有许多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里也没有想

过，是上帝给那些爱祂的人所预备的奇景，首次展示给敬虔的人。哦！在

那里上帝让他们看到了多么荣耀的东西啊！在那里祂让他们尝到了怎样的

甜美啊！在那里，祂使祂的孩子深刻地认识永恒拣选的永远、至高的快

乐：祂在永恒之中就知道和爱他们，并且命定他们作救恩的接受者，这救

恩是超乎一切理解之上的。在那里，祂向他们启示了救赎之约——在耶和

华和名叫枝子（Branch）的人之间所立定的和平之约，还向他们启示了此

约的一切条件和应许，让他们晓得为了那些选民，圣子甘愿顺服做中保，

以及此约成为他们的确据和救恩的方式。在那里，祂以如下方式向他们启

示了自己不可测度的智慧：首先祂断定他们在罪的权柄之下，并且任凭他

们进入完全迷失和与上帝疏离的光景之中，然后祂又展示出祂奇妙的怜

悯，救拔他们，藉着这种方式，祂带领他们得享救恩。在那里，祂向他们

启示了救赎之工；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耶稣道取肉身，并且从马槽到十字

架他们都跟随着祂——在祂讲道、行善、受苦和受死的时候，他们都跟随

着祂。他们不仅把这作为真理反思，而且以活泼的、亲密的方式这样做，

思想事物自身的真正本质和上帝启示在他们里面的所有完全。他们定睛于

他们当中的每个人，也对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感到惊奇。主向他们启示了

迄今为止祂吸引他们和带领他们的奇妙方式。在那里，祂向他们启示了一

些将来的荣耀，这些事情有时让他们欣喜若狂。在那里，祂使他们确信，

也向他们印证了祂永远的爱和他们光景的确定性，使他们离开的时候带着

祂嘴上的爱之吻。 

第三，要用一些时间思想主耶稣自己甜美、友好的邀请。祂不需要你；祂

可以越过你邀请其他人。然而，祂现在对你说：“来，一切都预备好

了！” 祂这邀请还伴随着那么多甜美的理由——是的，祂以自己的名恳求

你，以便你会归向祂。而且，祂亲自站在门口敲门，等着你给祂开门，以

便祂可以与你，你可以与祂一同坐席（启 3：20）。新娘知道这些，因她

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祂敲门，说：我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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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

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歌 5：2），既然祂以如此友好的方式呼召

你，邀请你，你还会走开，或者站着不动吗？不要那样做，而是要让你的

心为了这样的聚会被爱点燃，让你的灵魂在那里展翅飞翔。 

第四，领圣餐的时候，要公开认信主耶稣。正是在那个时候，领圣餐的教

会向全世界做公开的信仰告白，宣告耶稣基督是惟一全备的救主、是他们

的元首、是他们的主。她把祂的受苦和受死作为惟一的赎罪祭来记念，她

宣告主的死是平安、安慰和生命的惟一根基。藉着宣认主耶稣使人悔改归

正，并因此而在祂的教会聚会，这是上帝的方式。这是天父因主耶稣所受

的苦难而赋予祂的荣耀。真信徒爱主耶稣，凡有真爱的地方，信徒都渴望

谈起他的良人：“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歌 5：16）。主耶稣仔

细看顾那些不以祂为耻的人，祂所喜悦的就是那些与教会一起认信祂，并

为祂的荣耀而活的人。祂应许，祂也会在父上帝面前，在天使面前，在整

个世界面前承认他们。因此，既然领圣餐是对主耶稣的公开认信，那么有

谁不被激动，置身于宣告和高呼耶稣是王的百姓之中呢？这是一个在受逼

迫的时候，即使要为它去死也不可忽视的信仰告白。 

第五，在圣餐中，信徒所操练的是与基督的联合。这不正是你一切愿望的

焦点和属灵生命的本质吗？在缺乏这种联合的时候，难道你的灵魂没有受

到困扰吗？正是在那里，主耶稣使信徒确信他们与祂以及祂对他们的爱有

份。正是在那里，圣灵通常以一种更易察觉的方式工作。一方面，祂向他

们启示了应许和他们因此成为后裔的记号；另一方面，祂向他们启示了将

会在他们身上找到的美德。因此，基于上帝的圣言，祂使他们得出以下结

论：上帝把这些特别的事情应许给处于这种状态中的那些人；然而，在上

帝面前，我看到自己里面存在这样的属灵状态，因此这些特别的应许是赐

给我的——而且，因为主是真实无欺的，祂也会为我成就这些应许。再

者，信徒把圣餐的记号当作是印证和信物，这印证和信物使他们确信，他

们真正属于基督，基督也是他们的份。在这样的时候，圣灵就立刻动工，

并且与他们的灵同证他们是上帝的儿女，把上帝的圣言、印记和他们的结

论强有力地印在他们心上，让他们知道主耶稣爱他们。反过来，这又使得

他们对祂的爱得以复兴，由此他们就与基督亲密相交。“我们所祝福的

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

吗？”（林前 10：16）。这一切该当激励信徒多么欢喜快乐地领受圣餐

啊！ 

第六，在圣餐中，不仅存有印记性的与基督的联合，而且有些时候人也可

以享受使人狂喜的特别恩典。有时人也许会和门徒一起被带到圣山，得见

荣耀的基督。偶尔，信徒在那里也被领入筵席所，基督把祂的爱为旌旗覆

蔽他们。祂与父一同来，并且住在他里面。有时基督使他欢快地啜饮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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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之泉，这样的美味佳肴甚至会使年轻男女开口说话。祂以自己的嘴亲吻他

们，并且用自己家中，甚至祂圣殿中的美物来满足他们。祂使他们开启欢

快的嘴唇歌唱赞美。因此，“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

的水喝”（启 22：17）。 

第七，再想想聚在那里的蒙福的人群，因为在那里，上帝的儿女们在他们

的天父和他们所爱的耶稣面前聚会，互相愉悦。在那里，他们向彼此表达

他们的爱；在那里，他们完全与世界分离，并且蔑视世界的爱，因为他们

在对彼此的爱中都找到了满足。在那里，他们表达自己的爱，不仅是为了

那些他们熟悉的人，而且也是向所有那些他们不熟悉的信徒这样行。他们

不仅让自己与所有在场的敬虔人联合，而且也与天使和那些被成全之义人

的灵魂联合。“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

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

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

血”（来 12：22-24）。即使整个世界与他们为敌，仇恨、蔑视、迫害和欺

压他们，他们也没有理由担忧；他们可以很轻松地抛弃世界的爱，因为他

们有更好的群体，他们彼此相爱，以一种甜美的方式使自己重新得力。他

们藉着在圣餐上吃同一个饼，饮同一个杯，宣认这一联合。“我们虽多，

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林前 10：17）。

因此，上帝的儿女可以在此享受婚礼前的庆祝。 

第八，而且人从圣餐中，在成圣、克制罪、过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这些方面

得到力量——因为圣餐的饮食使人力上加力，使人生气焕发。在这里，信

心得坚固，爱心被挑旺，并且变得更加坚定。另外，这里有与基督的联

合、灵魂的真生命以及愿意服事主的委身。圣餐要求人有孩子般的顺服，

并且在这里，人会迷恋于一直与上帝团契——这种团契本来受到罪的拦

阻，但藉着参与圣餐这敬虔的操练又焕发了生机。因此，灵魂就像摩西的

面容那样，开始静静地发光。她是基督的新娘，得到了鸽子般的眼，不断

地凝视她的良人，并且不再看令人想望的一切。让她的良人欢喜是她的渴

望，因此她服从祂的意愿。 

如果此时内心有感动，一个信徒——不管他是多么怠惰，也不管他是多么

习惯于提出很多难题和异议——就当以渴望之心来领圣餐，并且和摩西一

同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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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表 

 

本周 下周 

证道: 陈摩西 证道: 蔡炳汉 

翻译:  翻译:  

司会: 王新华 司会: 陈剑 

司琴: 吴漾 司琴: 吴漾 

招待茶点: 蔡雅各 招待茶点: 邓小花 

儿童主日学: 陈剑 儿童主日学: 林舟 

幼儿照顾: 唐香谱 幼儿照顾: 唐香谱 

周报: 吴漾 周报: 吴漾 

    

上次主日聚会人数: 15 上次主日奉献: 410 瑞士法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