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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敬拜程序 
 

宣召 诗篇 121：1-3 

祷告 主祷文 

诗歌赞美 圣哉，万军之耶和华(14) 

愿你崇高(20) 

除你以外(344) 

证道  

诗歌回应 因祂活着(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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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3 

1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2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

耶和华而来。3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 

 

 

重点摘要: 

 

 

 

 

 

 

 

听道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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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金句 耶利米书 31：3 
 

3 古时（或作从远方）耶和华向以色列（原文作我）显

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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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求主保守菲律宾和马尼拉的受灾人员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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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欢迎弟兄姐妹们使用教会的图书馆，有意者请联系丽娟姐

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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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前 

十四、神 的 家 庭  

天上地上的全家。 

以弗所书三章 15 节 

2. 此家庭目前的处境 

此家庭的处境是什么？可分为两部分来说：一部分在天

上 ，一部分在地上。虽然两者彼此相属，但现在完全

分离。在天 上的部分得到安息，他们已完成了他们当

走的路，打了当打的 仗；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他们不

再受罪与试探的困扰，在基督 面前得享完全的喜乐。

那些在地上的仍然在奔跑他们的路程， 打他们的仗，

作他们的工。他们仍然要抵挡罪恶、抵挡魔鬼， 治死

犯罪的情欲。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两者并不是分

开 的，它们的区分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区分而已。  

这两部分的家庭都爱一位救主，都喜欢神同一完全的旨

意 ，只是在地上的这一部分未能完全遵守而已。虽然

在程度上不 同，但他们都是圣洁的。两者都是神的儿

女，虽然有一部分仍 在学习，有时在管教上需要教导，

这两部分的家庭成员都像神 的精兵。那些在地上的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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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战，需要神的全副军装，而在天 上的那部分已经

获胜，是仇敌难以追到的。最后，这家庭的两 部分都

是完全安稳。在天上的与在地上的都蒙基督的照顾，他 

清楚说到：“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

夺去” （约十 28）。  

所以你要明白，若是仅凭现在看到的处境来论断神的家

庭 ，那你就犯了大错。误解了神的家庭。你所看到的

只是一小部 分而已，你还没有看到那些已在天上的广

大群众。当末日这全 家庭聚集的时候，那将是“没有人

能数过来的大群众”（启七 9）。神的家庭要比你所想

象的更富足、更荣耀，我希望你属于 这个家庭。  

3. 这家庭的将来如何 

无人能预料我们这地上家庭的前途如何。“因为一日要

生 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箴廿七 1）。但这个家庭

是不同的， 因为它的未来是确定的，不但确定，而且

也是美满与幸福的。  

有一天，神家庭中每一成员都要安返天家。在地上他们

是 分散的，受许多困难的磨练。但其中无一灭亡的

（约十 28）， 每一位都要安返天家。  

有一天，神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要得到荣耀的身体。当

基 督再来时，死了的人要复活，那还活着的人要改变。

每一位都 要像主一样，有一荣耀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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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神家庭中的全数要聚集为一大群众。他们在世

界 上生于何处，死于何地，都没有什么分别了。他们

大家都同聚 一堂，不再分离。  

有一天，所有神家庭的人，在心意与判断上都合而为一。 

现在他们在一些事上的意见一致，他们针对救恩中重要

问题都 彼此同心，但在许多别的事上仍有分歧，实为

可悲。但将来一 切的分歧都在完全谐和中化解了。  

有一天，神全家的人在圣洁上要达于完全。现在，他们

在 某些事上仍有缺失。到那时，他们就都“毫无瑕疵皱

纹等类的 病”。  

有一天，神全家的人要永远得着丰盛的供应。他们都要

进 入为他们所预备的产业中。无一人被忽视或被忘记。  

神家庭的这些期待都是伟大的事实。我们应该好好思想

这 些，世上的家庭可没有这样美好的前途！  

结语  

我要用几句实用的话来结束本文。愿神祝福读者的灵魂。 

1. 我问你这个问题：你属于这个家庭吗？我不是问你

是一位 浸信会友，或安立甘（Amglican，圣公会）会

友，或属于别 的教会。我是问你是否属于神的家庭。

如果不是，我今日邀请 你立刻加入。今天要悔改，立

刻寻求基督，来相信，今天就将 你的灵魂交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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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你已属于神的家庭，我鼓励你要想到神儿女的

特权并 学习更多地感谢神。让你能拥有世界所不能给

又不能夺取的特 权。我们属世的家庭团聚不久即将过

去，我们要多思想这一点， 并且感恩。那团聚的喜乐

要补偿我们在世上作基督徒所受的痛 苦。  

同时，我们要努力为所属的家庭而活，不要作那些有辱

家 门的事，乃是要用我们的生活来发扬光大，那么神

就可以用我 们的见证使别人说：“我们也要与你们同

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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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表 

本周 10 月 04 日 下周 10 月 11 日 

证道: 陈摩西 证道: 赖迦南 

司会: 林立志 司会: 赖迦南 

领诗： 王新华 领诗： 赖迦南 

司琴: 吴漾 司琴: 吴漾 

儿童主日学小班: 林舟 儿童主日学小班: 黄宗妮 

儿童主日学大班: 林舟 儿童主日学大班: 黄宗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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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瑞郎 

存款人：         孙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