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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太 20：28 

 

 

主日敬拜程序 
 

宣召 传道书 3：11 

祷告 主祷文 

诗歌赞美 诸天赞美(53) 

主爱有多少(141) 

你真伟大(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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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书 3:11 

1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经文：马太福音 20：28 
28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
多人的赎价。 

重点摘要: 

 

 

 

 

 

 

 

听道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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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金句 哥林多前书 1：18 
 

18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

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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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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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现在让我以四句实用的话来结束本文。 

1. 我问一个问题：当你生病时你要怎么办？每个人都有生病 与死亡

的时候，这个时刻迟早要临到你。你要怎么办？你 到哪里求安慰？你

的盼望在哪里？我恳求你不要不理会这 些问题，要让这些问题投入你

的良心，如果不得到满意的 回答，你就决不罢休。为了你永远的命运，

你决不可推掉 这些问题，因为实在是太重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不

应 当留在最后，你不能以为濒临死亡时再悔改就好。与耶稣 同钉十

字架的两个强盗，一个在最后悔改了，另外一个没 有。你不能假设，

如果现在未悔改，将来在死的时候也可 以悔改。  

如果你能在这世界上永远活下去，我就不对你说这样 的话了，但你不

能永远活下去，你将要死的，我要你为那 日有所预备。我恳求你要思

想，如果你别的都预备了，那 真正需要的事你却没有预备，那是一件

多么可怕的事！  

2. 我对那些需要，而又甘愿接受的人提出劝勉，同时我对 那些未预

备好迎见神的人提出劝勉，要毫不迟延地认识主 耶稣基督，要悔改、

要转变过来，奔向基督而得救。世上 没有比以灵魂为赌注的人更愚昧

的--就是未预备迎见神而 不悔改的人。你知道你的罪需要被对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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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你需要一 位救主。现在就到基督那里，求他救你的灵魂吧！现在

就 去，凭信心求他，将你的灵魂交托给，求他赦免，与神和 好。求

他将圣灵浇灌在你身上，使你成为一个真基督徒。他 要垂听你的祈求，

不论你过去的光景如何，他都不会拒绝 你的祈求。他曾说过：“到我

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约六 37）。  

我劝你要留心避免落入一个空虚、不确实的基督教。 不要以为你是个

教友，就一切ＯＫ了。只有与基督发生个 人的关系才算数。我劝勉你，

若没有圣灵在你心中证明你 已被洗净，成为圣洁、称义与基督合而为

一，决不罢休。 空虚、不确实的信仰在你身体健康时还不成问题，但

当你 生病时可就不行了。当死到临头时，一切都有完全垮下来 。唯

有基督能拔去死的毒钩，使我们毫无惧怕地面对死亡 。我们需要与他

联合，我们需要认识他，相信他为我们的 大祭司，在神的右边为我们

代求。惟有他能拯救那些因怕 死而一生为奴隶的人。如果你想要在疾

病中得到盼望和安 慰，要认识基督，现在就寻求他。  

3. 我劝勉一切真基督徒，患病时要记得安静地躺卧在神的手 中，这

是多么地荣耀神，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知道信徒 是容易灰心的，

我知道魔鬼在信徒身体生病时是何等地忙碌， 叫他怀疑并发生许多问

题。我见过基督徒突然生病，这种被 迫的休息使得神的儿女感到沮丧！  

我诚恳地请求所有患病的信徒，借忍受痛苦的机会像平 常工作那般地

荣耀神，安静休息比努力作工更能表现出神的 恩典。我要劝勉他们，

基督要在他们生病时比健康时更照顾 他们。他们所经历的责罚是由爱

而来的，并非出于忿怒。要 记得，耶稣对患病肢体的同情远超过一切。

他们在患难中特 别需照顾。基督有许多处理患者的经验，他知道病者

的心， 疾病与痛苦往往会使信徒更像他们的主。“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太八 17），主耶稣他是“多受痛苦，常 经忧患”

（赛五十三 3）。受苦的门徒有机会学习救主受苦的 心志。  

4. 最后，我劝勉所有信徒与基督要保持密切交通的习惯，不 要怕在

你的信仰上“走的太过头”。你是否愿意在病中得 到真正的安慰？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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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许多人在平时或患病时得不到太多 的安慰，那是因为在信仰上不专

心。我相信“一手抓住世 界，一手抓住基督”、“八面玲珑”的基督徒是

神所讨厌 的，他们在死时并不能得到真正安慰，这种信仰的弱点在 

患病期间是最显而易见的。  

如果我们想要在困难之时得到“真正的安慰”，我们决不 可以仅仅作个

基督徒为满足。我们必须培养如何在内心中与基 督有亲密的关系，当

医药无效，只有死路一条时，我们怎么办 ？有什么能使我们觉得“我

不怕遭害”（诗廿三 4）？除了与基 督有亲密交通外，什么都没有帮

助。基督借着我们的信住在我 们心里，基督用右手托住我们的头，我

们觉得基督在我们旁边 --唯有基督在我们作最后挣扎时能给我们完全

的胜利。  

让我们更紧抓住基督，更爱他，更彻底地，始终一贯地为 他而活，更

勇敢地承认他，更完全地跟随他，这样的信仰必得 到他的赏赐。世人

要讥笑他，软弱的基督徒或许认为过火了些 。别担心！这样的信仰在

病痛中要带来平安，在来生要带来那 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  

时间不多了，世界即将过去。再经历一些疾病，一切都要 结束；再参

加一些别人的葬礼之后，我们自己的也将来到；再 经过几次暴风之后，

我们就要平安抵达港口了；在基督面前要 有满足的喜乐，神要擦去他

子民一切的眼泪。  

目前，让我们在神的儿子里面过那信心的生活。我们虽然 死了，他仍

活着；他活着，就是那位借着福音消灭死亡、带来 生命与不朽的，有

一天他要改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变成荣耀的 身体，不论患病与健康、

生与死，让我们存着信心来依靠耶稣 基督。  

十四、神 的 家 庭  

天上地上的全家。 

以弗所书三章 1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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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团聚是美好的，世上没有任何事像家庭这样把人联合 起来，把家

庭维持好是很美的事。尽可能使家庭团聚是顺理成 章而且是正当的事。

但家庭团聚也可能是一可悲的时刻，年岁 过去，“全家”不可能再团聚；

年轻的一代可能远离家庭，老 一辈的或已撒手人寰。在家庭的圈子里

有了间断。  

我希望读者们能归属于一个特别的家庭，这个家庭比世上 任何家庭都

还重要，那乃是神的家庭，让我来告诉你关于这个 家庭的事。  

1. 这个家庭是什么 

这个家庭是什么？就是全世界所有真基督徒所组成的。归 属这个家庭

并不在乎属世的父母；你只能借着圣灵的重生才能 属于这个家庭。  

为什么这个基督徒普世的团体称为家庭呢？第一，因为他 们有一位父。

他们都是神的儿女。他们都有儿子的心（罗八 15 ）。当他们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他们的意思的 确如此。第二，他们被称为

一个家庭，因为他们以一个名-- 就是他们兄长，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乐。

第三，他们在属灵方面 彼此相似，都像全能主的子女。他们都被一个

圣灵引导。他们 都恨恶罪恶，都爱神，他们都信靠基督而不靠自己，

他们都爱 读同一本圣经，都爱慕同一施恩宝座，他们都将自己从世界

中 分别出来，都有相同的内在经验，如悔改、信心、盼望、爱心 与

谦卑，都经历同样挣扎的心路历程。  

我要特别强调此家庭的重要性。此家庭的一致性是非常显 著的。人们

来自不同的国籍--在教育与文化背景上又大不相同， 然而他们却能在

几分钟内就彼此感到好像一家人，往往他们和 一个从完全不同文化背

景而来的基督徒比认识多年的非基督徒 更为亲切！神的子民诚然是一

大家庭！现在我们所思考的就是 这个家庭，我希望你属于这个家庭，

因为在此家庭以外不能得 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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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表 

本周 9 月 27 日 下周 10 月 04 日 

证道: 王新华 证道: 陈摩西 

司会: 王梅天 司会: 林立志 

领诗： 孙琳 领诗： 王新华 

司琴: 吴漾 司琴: 吴漾 

招待： 付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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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人 上次主日奉献：465 瑞郎 

存款人：         孙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