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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主日敬拜程序 
 

宣召: 诗篇 105：1-4 节 

诗歌赞美: 敬拜主 (102) 

祷告 主祷文 

诗歌赞美: 这是天父世界 （74） 

荣耀同在（11） 
信息: 创世记 24 章 

诗歌回应: 进深 进深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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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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2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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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福音 7：13-14 节 
13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

多。14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提醒事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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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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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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讲信靠神的儿子 

W.J.Chantry 

“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可十：21b） 

悔改和信靠正是一对连体婴，两个是形影不离的。在真正归主的人心里，这两

者总是连合一起的。真信靠一定牵涉到悔改，而真悔改一定有信靠的成份。所

以，传福音的人有时单单告诉罪人要悔改，有时单单要求他们信靠，而有时则

两者相提并论。基督要求那官不单要对祂信靠，亦要痛悔，脱离罪恶的死行。 

这位讲良心的少年官的人生哲学，是把财富的价值定得很高。他的思想是建立

在对财富的羡慕上。他所爱的是财物，他的意志倾向任何能增加或保存他财富

的事物。当我们的主吩咐他悔改的时候，事实上祂是要求那官改换他的人生哲

学。除非他把自己的知、情、意，全部从世间的财富中分别出来，他就不能够

“积财于天”。 

不过慕道者的思想，愿望和效忠不可以存留在真空之中。一个人的内心打扫干

净后，不可空置，否则，“七个更恶的鬼会进去住在那里。”（太十二：43-

45）。须有一种新的信仰来填充他的心灵，也须要新对象以抒发感情；而意

志也必须另有主宰。那官必须信靠耶稣，不然，离开一样罪只会叫他转向另一

样更坏的罪。他必须有信心。 

所以，我们看见圣经记载耶稣满有恩惠的呼召：“来跟从我。”道成肉身的神俯

就一个爱钱财多过爱祂的叛徒，对他说：“来吧！”祂邀请的这个罪人是：“陷
进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而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
（提前六：9-10）救主对破坏律法者说：“来吧！”“信靠我。把你的心意，爱

情和顺服都献给我。” 

论到信靠，一些混乱和错误的思想在此也须加以澄清。耶稣以什么身份向那有

罪的少年人召唤？祂正如一位引导者。祂说：“学我，效法我，服从我。要称

呼我为主人。”“你现在要以仆役和随从的身份来跟随我。我不要你只是在口头

上称呼我做主人。我要你这样的相信。来，跟从我。”为此，耶稣在路加六章

46 节发问说：“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行？” 

当代人传福音时，对于耶稣这个邀请只是轻描淡写。大多数的时候，传道人所

讲的，暗示耶稣只是一位能帮助人脱离麻烦和危险的个人救主。任何人只要肯

签个便条，让祂做救主，祂就会迫不及待地给予援手。但是大家对于祂是应被

跟从的主人，是该被顺服的主宰，却是保持缄默。圣经清楚的声明做门徒要跟

从主。在引至永生的窄路的开端有一度窄门，这度窄门并不是后来才想起而为

比较热心的信徒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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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诚然，对于一切信靠祂的人，耶稣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四十六：1）。可

是，祂从来不会帮助任何不肯跟从祂的人得着救恩。如果基督只是告诉那官，

说祂给人属天的财富和永生，那就是欺骗他了。罪人必须知道，耶稣不会做任

何不愿低头认祂为主的人的救主。 

二十世纪的基督教有一项出于人的说法，认为接受耶稣为主是可有可无的。耶

稣对此真是一无所知。祂绝不认为接受祂为主并非进神国的必要条件，而只不

过是获得更大恩福的基本条件。如今这窜改了的信息，不知欺骗了多少的男男

女女，叫他们误以为耶稣乐意做那些拒绝接受祂为主的人的救主。这完全是不

真确的。耶稣所发出的救恩邀请是：“来，跟从我。” 

在实践上承认耶稣的主权，再透过跟从而降服于祂的统治，是组成得救之信的

经与纬。只有那些“口中认耶稣为主的才能得救”（罗十：9）相信与顺服在新

约圣经里是如此的对称，所以常常交互运用。“信子的人有永生：不顺服（英

译）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在他身上。”（约三：36）相信便是顺服。

不顺服你便不能得生命。除非你向基督的权柄低头，你不能获得祂在十架牺牲

所带来的好处，这就是耶稣对那官所说的。 

这个人诚恳地要得永生，也愿意为了得到它，而欢欢喜喜地邀请耶稣进入他的

心。耶稣不等他邀请就向他开出条件： 

“如果你来跟从我，我就赐给你永生。你要做我的仆人。你的心志要向我的教

训降服，因为我是那大先知；你的意志要向我的诫命低头，因为我是你的大君

王。唯有接受这些条件的人，我才赐给他们永生或救恩”。 

假使耶稣竟然因少年官在理智上承认祂为救主而满足，并且救了他，那么新约

圣经就变成截然不同的一本书了。首先，那少年官会欢天喜地的离去。如果耶

稣甘心做不降服祂主权的人的救主，约翰就不会这样写道：“人若说我认识

祂，却不遵守祂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约一：2：

4）如果祂给予那富有的官天上的财宝，但却不提出要他跟从的要求，那么雅

各就永不会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雅二：20） 

永生与天上的财宝只是耶稣降世所带来的救恩的一部份。圣经预言说：“祂要

将祂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太一：21）——没有不处理罪而拯救他们出

灭亡和免永恒贫穷这回事。耶稣要求那官要先降服，以祂为主，然后才能得脱

离罪恶的权势。信心并非对一系列事实点头称是，乃是跟从耶稣。 

当代人听见这样的讲法，难免觉得稀奇。他们所熟知的是耶稣帮助人得救。但

事实上祂亦要求人承认祂的统治权，顺服祂的权威，并且崇敬祂为主。人们认

为跟从耶稣事属锦上添花。假使你好像耶稣一样的坚持说：以耶稣为绝对权威

的君主是进入神国的先决条件，他们将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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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像耶稣当日那样率直地传讲，你很可能发现许多福音派人士向你皱眉头

并且抗议说：“你把真理复杂化了，也定了我们的罪。”你也不难听到别人指责

你在传讲靠行为得救的道理。我们也会说：“你总不能以为福音派人士大颗儿

都错了吧！最少他们不是错到值得你冒破坏合一之险吧！安静吧，莫提这种事

了，以免引起风暴。”人们会巧妙地为所谓合一而抑制福音。你是否会为适应

福音派的传统而牺牲了耶稣基督的信心教义？若是的话，合一的代价就实在高

得无以伦比了。 

有人会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举手，走上台前，并且与陪谈员一起祈祷是

没有用的？一位布道家告诉我说，这事就和一加一那么简单——接受神白白的

赐予；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且为罪人死；承认你是满身罪污。如此这般，大功

便 告 成 了 。 ” 
事实是，“如此这般”对于马可十章里的那位少年官是不够的。耶稣坚持要悔

改，并以祂为主宰，且要跟从祂。 

我们这世代的人听耶稣听得太多，但是祂亲口所讲的一项训令却被埋没与遗

忘。信心简单的概念也给人大大地歪曲了。现今当务之急是重申主耶稣真实的

呼召，大声疾呼说：“受了欺骗的世代啊，若不跟从耶稣，你必定无法得到永

生。祂呼召你以降服的姿态前来就祂。这样，祂就会赐你生命。” 

我们的主以很坦白的态度对这位富有的官，全然的诚实。祂明白地指出，跟从

祂免不了背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吧！”，“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约十六：

33）。一开始那少年的官就蒙明示，晓得跟从耶稣会招来不舒服，和免不了

要牺牲。除了要放弃他肉体私欲的喜好之外，他还要放弃好些按神的律例本是

合法的事物。会失去朋友。而在这路程中，长时间痛苦的自省和祈祷是不可避

免的事，做门徒的代价实在高昂。 

“坐下计算代价。”（路加十四：28）耶稣对那知罪的有钱人说：“我不要欺骗

你。我不应许为你免除世间的忧苦，或给你铺好舒适的安乐床。我不会设辞来

征召你。跟从我的途径既崎岖又险峻，沿途风暴满布。真基督徒要攀许多艰难

的高山，要进入许多卑微的深谷。故此我在你面前竖起十字架，标志着遭遇的

诸般艰难，以及我对门徒的各项要求。我愿你来。但是我要你衡量跟从的代

价。”  

虽然不是故意的，但当代的传福音者在发出邀请时，有相当的瞒骗成份在内。

首先是提醒听者，他们是如何的愁苦、孤单、灰心和一事无成；生活是重担，

并且笼罩着各种各式的难处；前途只是惊人的漆黑一片。然后邀请听众来接纳

基督，让祂来扫尽这一切而给他们欢笑。祂被描绘为漫书式的心理学家，能在

疹疗椅上一次解决病人所有困难。至于基督要求的约束则绝口不提，也不表示

跟从基督须要牺牲和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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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不得许多曾经到台前一试“当代福音灵丹”的人，以后永远不再出现。他们的

反应和军队招募的新兵一样；招募官告诉他当兵有机会到各地见世面、得荣

誉、获财富、受训练；但从不提及要早起、强迫行军、做厨厕杂务；也没有提

到流血、炮火与战场的恐怖。有些年轻的初信者，接受基督数日之后，警觉原

来人生难题倍增且更趋复杂。心理上的蜜月期迅即过去，剩下来的是受了布道

者甜言蜜语所瞒骗的感觉，遂从此去如黄鹤。 

在布道方面，往往抹杀许多“归信”者只会云花一现的事实，而把他们作为可靠

的统计数字，用以证明其布道或国外差传工作之成功。其实他们始终没有领受

水礼，没有加入教会，亦没有上主日学或教主日学，既不为主作见证亦不建立

基督的身体。如果说：“归信者”增益了布道者的声誉，那么他亦给予可怜的教

牧人员和教会以挫败感和无尽的头痛。独立的布道团欢呼收割之日，亦正是教

会向可悲的混乱和痛苦迈进之时。 

道德感叫我们采取较为诚实的做法。当代的慕道者应该受到昔日那少年的官同

样的待遇。我们必须清楚告诉他，若要归向主，必须先准备背负十架。为要使

他们晓得事态之严重，我们应该要他们坐下来好好地考虑，而不是催他们快站

起来走到台前。“不要盲目而行。你手若扶犁，就不要向后转。天上财宝只为

在地上肯背负十架之人而积存”。 

这样子传道，虽然合乎经训，却在当代福音工作中占不了席位。讲道过后，照

例该有公开决志这一项：我们总不能叫非基督徒回去好好考虑，而叫信徒们大

失所望吧？我们整晚所期望的就是要看见人公开接受耶稣的高潮出现，又怎能

容许任何事物来打击这期望呢？试想想，这样不识时务的做法对我们的布道运

动会有何等大的损害！人们会忧伤地离去！ 

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那少年官相信了耶稣而且悔改。但他到底有机会着实地

面对福音，及面对他一生所要起的作用。他没有被当代个人工作者所采用的高

压推销技术所愚弄而表示信主。主没有用推销员通用的心理战术来操纵他。当

他离开的时候，他确切而完整地得着在开始时他所问的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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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表 

 

本周 下周 

证道: 蔡炳汉 证道: 陈远明 

翻译:  翻译:  

司会: 陈剑 司会: 孙林 

司琴: 吴漾 司琴: 赖迦南 

招待茶点: 邓小花 招待茶点: 陈丽儿 

儿童主日学: 林舟 儿童主日学: 吴漾 

幼儿照顾: 唐香谱 幼儿照顾: 董鹰 

周报: 吴漾 周报: 吴漾 

    

上次主日聚会人数: 21 上次主日奉献: 192,10 瑞士法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