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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敬拜程序 
 

宣召 诗篇 65：1-5 

祷告 主祷文 

诗歌赞美 赞美耶稣(136) 

感谢耶稣(404) 

与主和一(300) 

信仰宣告 使徒信经 

圣餐  

证道  

诗歌回应 数算主恩(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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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5 

1 神阿，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2 听祷

告的主阿，凡有血气的，都要来就你。3 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

犯，你都要赦免。4 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

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5 拯救我们的神阿，

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

靠的。 

 

重点摘要: 

 

 

 

 

 

 

 

听道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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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金句 约翰一书 3：8 
 

8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

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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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求主带领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的事工。 

 

 

 

 

提醒事项 
 

1 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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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陈佐人牧师的网站 www.stephenchanweb.org 

 

http://www.livingspring.ch/
http://www.stephenchanwe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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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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Living Spring Chinese Church Zurich   |   info@livingspring.ch    | 

http://www.livingspring.ch 

与神同行 
John Charles Ryle 

。。。接前 

十三、疾 病  

 
你所爱的人病了。 

约翰福音十一章 3 节 

2. 疾病对人有益 

疾病对我们有益这说法，或许教你惊奇。许多人向来没有 这种想法，他们只看

疾病带来痛苦，并未见到丝毫益处。假如 世界上没有罪，我同意疾病不可能对

人有什么益处。在神所造 无罪的世界中是没有疾病的。但自从堕落以来，神用

智慧允许 疾病的进入，我看见疾病得医治也是一项祝福。神用我们暂时 的痛苦

使我们的心灵、良心与到永世的灵魂得到更大的益处。  

疾病能帮助人想到死。许多人生活在世好像从不知道自己 会死，，对死毫不作

预备。疾病能叫人想起他们所忘记的事。 疾病能帮助我们更严肃地思考神。许

多人当他们健康的时 候，有意忘记神，忘记自己与神的关系。疾病可以提醒他

们终 有一天要面对神的问题。  

疾病能帮我们改变生命的远景。许多人除了追求这世界中 的快乐之外，从未想

到其它的事。长期的疾病能改变人对世事 的评价，以前认为重要的，现在就不

以为然了。例如，一个贪 爱钱财的人，就学习到他的钱财不能在他生病时给他

安慰。  

疾病能使我们谦卑。我们的本性是骄傲的，我们看不起别 人，但疾病显示我们

的弱点。疾病临到穷人，也照样临到富翁 ，知名人士与无名小卒都受疾病的侵

害，疾病把众人放在同一 水平线上。  

疾病能考验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明白他自己的信仰是否真实， 是否建立在稳固的

根基上。许多人的信仰并不是建立在稳固的 根基上，当患病的时候，就显示他

们的“基督教”在困难时不 能带来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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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以为疾病总是这样的对人有益处，其实不然。许 多人经历过疾病，从

疾病中并未学习到什么，由他们后来的行 为就表显出来。他们的心变得刚硬，

对他们丝毫无益处。  

但却有许多人，神借着疾病使他们得到祝福。神利用疾病 对他们说话，引导他

们寻求基督，所以我们决不可对疾病心怀 不平。如果我们对疾病有适当的反应，

就对我们有莫大的益处。  

3. 疾病能叫我尽特别的本分 

我希望实际而明确地说明疾病如何提醒我们一些特殊的责 任，希望你清楚明白

面对今生的疾病与死亡，你应当做什么。  

我要提出疾病能叫我们想起头一个本分，就是叫我们在生 活中总是预备迎见神。

疾病叫我们想到死，死就是我们必须经 过的审判之门。在这审判中我们要与神

面对面，所以疾病教导 我们的头一个教训就是预备迎见神。  

你何时预备迎见神呢？只有当你的罪被赦免的时候，那时 你的心会得到更新，

你的意志会得到教导去喜悦他的旨意。你 有许多的罪，唯有耶稣基督的血才能

洗除你的罪，唯有他的义 才能使你在神面前蒙悦纳，而这些福气只有凭信心才

能得到。 如果你要知道你是否预备迎见神，你必须自问：“我有信心吗 ？”在本

性上你是不配与神同在的。只有圣灵能改造你，使一 切变成新的了，并赐给你

一个愿行神旨意的心。所以如果你要 知道你是否预备迎见神，你可再问自己一

个问题：“我的心与 生命被圣灵更新了吗？”  

我们必须被称为义，我们必须成为圣洁，除了这个以外不 能叫你迎见神。基督

的血必须洒在我们身上，基督的灵必须住 在我们里面。这些都是基督教信仰所

必须的，在这个有疾病与 死亡的世界中，你头一个本分就是要确知你把握了这

些。  

第二个疾病所提醒我们的本分就是忍耐。患病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我们必须与

一般的活动隔离，我们的计划受到干扰， 我们必须忍受长期的疲乏与痛苦。这

些对我们而言是一大痛苦 ，需要极大的忍耐。所以当我们身体健康时，在这些

事发生在 我们身上之前，我们应当学习忍耐。我们应当祈求圣灵叫我们 的脾气

与对事情的看法成圣。我们必须彻底祷告，经常求神赐 给我们力量能行神的旨

意。要记得所需要的能力在哪里-- “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约十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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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强调这一点。我认为基督教“被动性的恩典”还未得 到它所应得的注意，这

方面的重要性常被忽略了。温柔、谦和 、忍耐、信心与恒心都是圣灵所结的果

子，这些果子是荣耀神 的。人们往往不重视基督徒在生活上的积极面，却不得

不认真 地想到在他们生活中那些被动性的恩典。尤其在病中，这些恩 典可以看

得很清楚。许多基督徒深深地影响着别人，不是因他 们所说的，乃是因着他们

在病中的表现。  

你愿意使你的基督教信仰对别人产生吸引力与实用性吗？ 那么你就应当在你尚

未患病之前求这忍耐的恩典。如果你真患 了病，你的疾病乃是为了神的荣耀。  

疾病叫我们想起的第三个本分就是要常常同情并帮助我们 的同道。在你旁边总

是有患病的人，或许在你家中，或许在你 教会中，或许是你的邻舍。你应当将

这视为你行善的机会，他 们需要你作友谊上的询问，或表示同情，或许是作一

次爱心的 探访。这种看似简单、仁慈的行动，却能移除障碍与制造好感， 这种

举动可能成为引领人信基督的工具，是每位基督徒都应当 去尝试的。在这时有

疾病与死亡的世界中，我们应当“彼此担 当重担”（加六 2）与“以恩慈相待”

（弗四 32）。留心去做这 些慈善的事，乃是存“基督之心”的明证。主耶稣自

己“周流 四方行善事”（徒十 38）医好患病的人，对于这种行动的重要 性，主

耶稣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对他自己的子民有所描述，他 说：“我病了，你们看

顾我“（太廿五 36）。  

你要证实你的基督徒爱心吗？如果这样，那你就当小心， 免得你忽略在病中的

弟兄姊妹。看顾他们，在他们的患难中， 伸出援手，同情他们，试图减轻他们

的重担。除此之外，尽力 帮助他们在属灵上的需要，或许不能叫他们得益处，

但至少在 这方面能令你获益。我深信神是借着我们当中有疾病的人来考 验我们。

神借着苦难来试验基督徒是否有情感。要小心，免得 我们受试验的时候，显得

亏欠！如果你生活在这疾病与死亡的 世界中，却对别人的苦难无动于衷，你仍

有许多需要学习的。  

 

待续… 

 

 

 

 



8 

Living Spring Chinese Church Zurich   |   info@livingspring.ch    | 

http://www.livingspring.ch 

 

 

 

 

服侍表 

本周 9 月 20 日 下周 9 月 27 日 

证道: 陈摩西 证道: 王新华 

司会: 林立志 司会: 孙琳 

领诗： 王新华 领诗： 孙琳 

司琴: 吴漾 司琴: 吴漾 

招待： 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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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 上次主日奉献：140 瑞郎 

存款人：         孙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