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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敬拜程序 
 

宣召 诗篇 33：6-12 

祷告 主祷文 

诗歌赞美 圣哉！万军之耶和华(14) 

愿你崇高(20) 

主爱有多少(141) 

证道  

诗歌回应 奇异恩典(254) 

奉献  

报告事项  

颂荣 三一颂（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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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rche Unterstrass 

Turnerstrasse 47 

8006 Zürich 

 

聚会时间: 14.30 U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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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诗篇 33:6-12 

6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7 他聚集海水如

垒，收藏深洋在库房。8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

怕他。9 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10 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

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11 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

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12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

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重点摘要: 

 

 

 

 

 

 

 

听道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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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金句 约翰福音 11：25 
 

25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

然死了，也必复活。 
 

 

 

 

代祷事项 
 

1 为自己未信主的十位亲朋好友得救祷告。 

2 为自己渴慕在真道上得造就祷告。 

3 为第三届核心同工按神心意带领教会祷告。 

4 求主保守回教地区基督徒的生命安全。 

 

 

 

 

提醒事项 
 

1 下个主日，敬拜后有系统神学课程，欢迎弟兄姐妹们参加。 

2 欢迎弟兄姐妹参加主日 14：00-14：15 的祷告会和 14：15-

14：30 的诗歌赞美 

3 教会每周的讲道都会放在教会的网站上，如果弟兄姐妹在主

日讲道有没有听清楚的地方，欢迎使用教会的网站。网址：
www.livingspring.ch  

  

 

 

http://www.livingsprin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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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同行 
John Charles Ryle 

。。。接前 

十二、良 友  

 
这是我的朋友。 

雅歌五章 16 节 

6. 主耶稣是位被证实的朋友 

主耶稣在历史中，在各种人、各种情况中证实了他的友谊 。他的

朋友有些是君王与财主，如大卫、所罗门；有的是穷 ，如伯利恒

的牧羊人。有些是主人，如亚伯拉罕；有些是奴仆 ，如在该撒家

中的基督徒（腓四 22）。有些在孩童时期就成为 他的朋友，如

撒母耳与提摩太；有的是直到年老才认识他，如 玛拿西（代下卅

三 10-13）。有的是仗义勇为如彼得，有的是满 有活力如马大；

有的是安静如马利亚。主耶稣的朋友遍布世界 各国，他们都发现

他的友谊是至善的。没有朋友像主耶稣基督那 样经过彻底的考验

与证实?  

7. 主耶稣是永远的朋友 

虽然世事多变，但主耶稣的友谊永远不变。有时丈夫会遗 弃妻子，

甚至有的父母会抛弃子女。但基督从来未弃绝他任何 一个朋友，

或改变对他们的心意。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 都是一样的”。

在他与他的子民之间永无分离。当他在任何罪 人心中住下来的时

候，他总不离开。他说：“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来十三

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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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用几句实用的话来结束本文。我不知道你的心态如何 ，但我

知道我所说的是值得你注意的。现在我恳求你要注意主 耶稣基督

并你自己属灵的情况。  

1. 我求你认真地考虑基督是否为你的朋友或你是不是基督的 朋

友。有成千上万的人自称为基督徒，却根本不是基督的朋友， 这

一点使我感到忧虑。在外表上他们是基督徒，但他们不是主 耶稣

的朋友。他们不恨恶耶稣以死来除掉的那些罪我们不爱那 降世为

要救罪人的救主。他们在使人和好的福音上不表示欢乐， 他们不

在祷告上与罪人之友倾谈，或祈求与他有亲密的关系。 这样的人

并非基督的朋友。我恳求你要省察自己到底是不是基督 的朋友！  

2. 我要你知道如果你还不是基督的朋友，你是个愁苦可怜的 人。

你是住在一个即将过去的世界中，这世界满了愁苦然而 在困难时

你却没有得安慰的来源。有一天你必要死，但你还未 准备好，你

的罪还未得赦免。你将要受审判，但你还没有预备 迎见神。你可

能得着，但你却拒绝了那位能救你的中保与保惠 师，你爱世界甚

于主耶稣，你拒绝了罪人的朋友。我再说你是 个可怜愁苦的人。  

3. 我要你知道如果你真想要一位朋友，基督愿意作你的朋友 。

他现在借着我写的这些话来呼召你。他正要接待你，不论 你觉得

自己是如何的不配，他都把你当作他的朋友。他准备赦 免你过去

所有的罪，把他的义加在你身上，把他的灵赐给你， 使你成为他

自己的儿女。他所要求的就是你来到他那里。他告 诉你带着你的

罪来就他，承认你的败坏，承认你的羞辱。你就 这样来吧，不要

再等候什么。你不配，但他吩咐你来作他的朋友。 你何不乐而来

就他呢？  

4. 最后，我要你知道如果基督是你的朋友，你就有特权去过 一

个有价值的生活。每天祈求与主有密切的交通，愈发了解他 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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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与能力。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不只是相信一套抽象的真理。 真基

督教乃在和基督每天有个人的交通。使徒保罗说：“我活 着就是

基督”（腓一 21）。在凡事上天天寻求荣耀基督。“一 个有朋友

的人，必须自己先友善”（箴十八 24 莫雅各译本）。 以基督为友

的人，应当有更大的义务，要避免一切使基督忧伤 的事。努力抵

挡容易缠累的罪、矛盾和在人前不承认基督的罪。 当你受试探时，

要对你的灵魂说：“这是你对朋友的忠诚吗？”  

除此之外，想一想他所施给你的慈爱，要每天学习在你这 位朋友

里面的欢乐！你或许生病，你的困难或许太大，你世上 的朋友或

许离你而去，你觉得在世上孤单；但如果你在基督里 ，你就有了

朋友--是一位大有能力、慈爱、智慧、永远靠得住 的朋友。要多

多思想你这位朋友！  

不久，你的朋友即将来接你回家，你要永远与他同在。到 那时全

世界都要承认，那有主耶稣基督为友的人，才是真正富 足而喜乐

的人。 

十三、疾 病  

 
你所爱的人病了。 

约翰福音十一章 3 节 

这简短的信息“你所爱的人病了”是马大与马利亚送给主 耶稣的。

患病的人是她们的兄弟拉撒路。拉撒路是位基督徒， 为主耶稣所

爱，然而他却病了。所以我们不能以为疾病是神怒 气的表征。疾

病原来是使我们得好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 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八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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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疾病这个题目是很重要的。有时你会生病，因此事先 认真地

思考这个题目是大有益处的。我们要分三项来思考此题。  

1. 疾病到处都有 

世界各处都有疾病，并且广及各等的人士。属世的财富或 信仰基

督都不能叫我们免于疾病。疾病往往是令人谦虚的经验 。它能使

强者变为赤子，使勇者弱不禁风。疾病能影响我们的 心思与意念。

凭着人的力量并不能完全避免疾病。人一般的寿 命可能由医学来

增进，各种的疾病可以得到新的治疗，然而“ 人的年日仍然是七

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 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诗九十 1 0）。  

我们对疾病的普遍性作何解释呢？人为什么要患病而死呢 ？我们

决不能以为神当初创造了疾病。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 ”，显然其

中并不包括疾病。圣经告诉我们，后来有些事情进 入了世界是原

初所没有的，那就是罪。而罪是世界中一切疾病 痛苦的根源，没

有罪就没有疾病。  

你看，只有圣经针对此事实给予我们满意的解释。圣经解 释我们

如何有了奇妙的身体构造。神创造了我们的身体！虽然 我们是无

限智慧与善良之神所创造的，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得 到疾病与痛

苦？圣经有关伟大创造与人类堕落的教义，那是唯 一的解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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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表 

本周 9 月 13 日 下周 9 月 20 日 

证道: Andy Vetterli 牧师 证道: 陈摩西 

司会: 王新华 司会: 赖迦南 

领诗： 林立志 领诗： 王新华 

翻译： 吴漾 翻译： ----- 

司琴: 王柏文 司琴: 吴漾 

招待： 梁诗琪 招待： ----- 

儿童主日学小班: 林舟 儿童主日学小班: 林舟 

儿童主日学大班: 林舟 儿童主日学大班: 林舟 

周报: 林立志 周报: 林立志 

上次主日聚会人数:16 人 上次主日奉献：576 瑞郎 

存款人：          孙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