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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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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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敬拜程序 
 

宣召: 诗篇 63:1-8 

诗歌赞美: 赞美耶稣(136) 

祷告 主祷文 

诗歌赞美: 荣耀神羔羊(112) 

与主和一（300） 
圣餐  

信息:  

诗歌回应: 凭你意行(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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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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主题: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本周金句 马太福音 5:8-9 
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

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提醒事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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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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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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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3.预备的第二个方面：省察自我（The Second Aspect of 

Preparation: A Examination of Self） 

对预备的第二个要求是省察自我，也就是说，由此来决定一个人是

否被允许并且能够来领圣餐，以便能够属灵地吃喝。为着这一目

的，我们应当思想：1）省察自我是必要的；2）未归正者不允许领

圣餐；3）已归正的人不能远离圣餐；4）软弱的信徒必须用来鼓励

自己的方式。 

省察自我，在领圣餐之前是很必要的工作，因为它首先是一个明确

的命令。“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林前 11：

28）。 

第二，圣餐不是预备给每个人的；陌生人、未受割礼的人以及不洁

的人，都不允许吃逾越节的羔羊（出 12）。“但上帝对恶人说，你怎

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诗 50：16）。基督邀请朋

友（雅各 5：1）和那些饥渴的人（赛 55：1）。 

第三，不按理吃喝是可怕的罪。“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林前 11：27）。可怕的审

判正悬在这样的人头上。“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

吃喝自己的罪了”（林前 11：29）。 

第四，许多人对自己的认识都是错的；他们用自己衡量自己。他们

认为自己适合领圣餐，因为他们与邻居没有发生龃龉，受洗了，勤

勉地来听上帝的圣言，以无可指摘的方式生活，相信基督是救主—
—因此人就不能怀疑他也会得救，也不能怀疑基督是他的救主。因

此，一切真的都很好——基督邀请并且吩咐我们，于是我就希望在

这方面顺服主。此外，别人还加上了以下的事实：在此以前，他们

避免沉浸于心中的罪，读敬虔的书籍，并且更加经常地祷告。因

此，人就把自己放进一个敬虔的模子里，平安地来领圣餐，吃喝对

自己的审判。 

第五，许多人不能省察自己。他们不熟悉所有要领圣餐的人必须具

有的标记；他们对自己不了解，也不知道人必须省察自己。于是，

他们未经自省就来领圣餐，使自己招致上帝的震怒。 

第六，许多人不想省察自己，因为他们知道自省结果不会好。他们

如果自省，就会变得忧虑，并且怀疑自己的救恩。他们也许就不敢

来领圣餐了——但是人们会怎么评论他们呢？于是，他们就自欺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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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平安地生活在罪中，结果由于不按理吃喝而使所有这些罪变得

更严重。因此，每个人了解自己的光景如何，这不是很有必要吗？ 

第七，如果你让自己负起自省的职责，用上帝的圣言作试金石，那

么热心和关心就会自己显明出来。如果你发现自己尚未归正，或者

怀疑自己的归正，那么你就会开始寻求、祷告、流泪，并且逃向基

督。如果你可以在自己里面看到真正的恩典，这会带来藉着信心分

享的喜乐和自由。因此，综上所述，很显然，省察自己是非常必要

的，也是有益的。 

未归正者不能领圣餐。陌生人、未受割礼的人以及不洁的人，都不

允许吃逾越节的羔羊；同样，他们也不可以吃这饼喝这杯。对未归

正者而言，一条应许也没有，因而也就不需要印证什么。未归正者

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而死人是不能吃东西的；信心则是灵魂的嘴和

手。未归正者没有信心，因此不能吃只为信徒预备的饼。假如他们

这样做了，那他们就必须知道他们是在嘲弄基督，干犯基督的身体

和血。可以说，他们和犹太人一起，重新在十字架上钉死了祂。 

问题＃1：谁是未归正者呢？ 

回答：（1）他们是无知的人，甚至对基督的位格、神人二性、中保

职分、降卑升高都没有合理的认识，也对代赎的必要和基督受死的

功效没有合理的了解。他们还不知道信心的本质、重生、灵命、上

帝的公义以及罪人被定罪的处境；他们不明白圣餐的本质，不明白

如何把记号和所代表的事物联合在一起，也不明白它印证的功用。 

（2）他们没有因自己的罪而谦卑下来，不寻求在基督里与上帝和

好，却能够平安地生活。他们既不渴望明确地知道他们的罪得蒙赦

免，也不渴望安慰、对救恩的确信、成圣和有上帝同在的生活。他

们无忧无虑地过着平安的生活，与应许的这些事情无份。 

（3）他们没有操练信心，也没有选择基督作他们的中保，盼望祂，

渴慕祂，带着祷告和祈求逃向祂，接受祂而得以称义和成圣，降服

于祂，使祂成为心中的渴望，生活在与祂的联合之中。 

（4）他们的生活完全属于这个世界。他们只想望、渴慕、寻求、关

心、爱惜、喜悦和挂虑属世的事情，也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

欲和今生的骄傲。不管一个人从外表来看过着一种怎样体面的生

活，怎样地敬虔，然而还是或公开或秘密地沉溺于可耻的罪中，这

都可能是真的。 

因此，他们是未归正的人；他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极其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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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出警告，以使他们不会放肆地来领圣餐，而且我们向他们宣

告，他们既与基督无份，也与祂的恩惠无份。圣餐不是赐给他们

的。假如他们领了圣餐，那么我们就宣告，上帝的震怒在他们身

上。 

已归正的人（如果他们身体健康，有机会领受），不可以拒绝领

受，因为拒绝领受圣餐：1）违背基督友好的邀请；2）有损于他们

的安慰；3）阻碍他们的成长；4）与他们对基督的认信相抵触；5）

有损于圣徒的相交，抵挡了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一切美善之事。当

信徒因冒犯别人，生活在争战和仇恨之中，或者因顽固坚持他们的

罪，到了领圣餐的时刻都不想完全定意抛开。不按理领圣餐，他们

就加倍犯罪了，当在上帝面前深深地谦卑自己。圣餐施行时，他们

要在教会大堂中继续在上帝面前深深地谦卑自己，站得远远的，观

看信徒领圣餐。由此要使他们自己忧伤并且认为：“我不可以在他们

中间。” 

问题＃2：在省察自己的时候，他可能既无法知道自己的状态，也不

能断定自己是否悔改信主。这样的人必须做什么呢？当然，这样的

人可以拒绝领圣餐，是吗？ 

回答：不要认为不领圣餐是自己的一种特权。如果他没得到允许前

来领圣餐，并且禁止他参与，那么这应当给他带来极大的忧愁。寻

找理由不领圣餐，并且还心安理得，这是完全错误的。对于领圣餐

而言，不必要有完全、坚定、活跃、使他不必忧虑自己是否处在恩

典之中的那种确信——藉着这种确信，他可以支取上帝的恩典。即

使人不敢得出结论说：我相信并且我悔改信主了，只要确信自己确

实有信心和悔改的外在行为，对于领圣餐来说，也是足够的。 

（1）真信徒会在自己心中察觉到——虽然有时比其他时候感受更清

楚——他确实全心渴慕主耶稣，盼望能够藉着祂的血称义，能够穿

戴基督藉着满足律法所赢得的圣洁，并且能够藉着祂的灵更新成

圣。他会认识到自己渴慕、盼望、呼求、逃向、等候祂，使自己降

服于祂。他与不信角力，以便可以把耶稣带进自己心里，并且确信

自己信靠祂，与祂和祂的恩惠有份。 

（2）他会察觉到自己不能满足于相信自己已经得着恩典。他一心渴

望得着、享用此约的恩惠。他会认识到自己极其喜爱与上帝真正联

合，喜爱有上帝同在之印记的生命，喜爱良心的平安，也喜欢爱慕

主，敬畏主。没有这些，他就感到难过；如果失去这些，他要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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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才会感到平安；因为这就是他的生命、喜悦和福乐。 

（3）他会在自己内心察觉到对罪的憎恨和厌恶、犯罪时的忧愁，他

确实喜欢不断重新站起来，为与上帝重新和好而逃向耶稣的宝血，

过讨主喜悦的生活。他在自己里面会察觉到肉体与心灵的争战。世

界的情欲一直在把他拉向世界，拖离上帝，而他的心灵——已经重

生，是他里面的属灵生命——总是在把他从罪中拉出来，把他引向

上帝。他也会察觉到，让他忧愁的是，在这一争战中，有时候肉体

比较强盛；而让他感到喜乐的是，在另一些时候，心灵又会占上

风。 

如果有人认识到自己里面确实有这样的倾向，那么即使他缺乏清楚

的确信，也可以来领圣餐。许多信徒缺乏这种确信，或是因为对上

帝话语的无知，或是因为他们历史性信心的软弱，或是出于对自我

欺骗的害怕，或是由于他们看到有那么多的罪与恩典同在。这样的

人不可以拒绝领圣餐，而是必须与守圣日的人们一道近前来，以便

他们能够藉着记号的使用，使上帝的应许可以印证给他们，而这些

应许就是赐给那些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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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表 

 

本周 下周 

证道: 陈摩西 证道: 赖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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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丽娟 

周报: 吴漾 周报: 吴漾 

    

上次主日聚会人数: 17 上次主日奉献: 310 瑞士法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