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崇拜 
主⽇崇拜有实体崇拜（上限⼈数25⼈）和线上崇拜（YouTube直
播＋zoom）每周⽇15:30-17:30。Zoom ID 7924099706 密码
123456. YouTube直播频道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
UCcXcop-AbIJrzj8gQRngc-w

祷告会  
每周⽇崇拜前14:30-15:10祷告会实体在教会和连线祷告。请留
意教会祷告群连线信息。 
每⽉第⼀个星期六早上9:30-11:30教会祷告会。3⽉6⽇，4⽉3
⽇有祷告会。 

⼉童主⽇学 
主⽇学少年班，⼤班和中班在每周⽇早上10:00 和11:00 分班
zoom上主⽇学。每⽉最后的周⽇有合并班主⽇学也是zoom上
课。 

牧师师⺟安息⽉ 
牧师师⺟在2⽉16⽇⾄3⽉16⽇在瑞⼠德区有安息⽉。教会各种
事务可以向教会各个⻓⽼查询。 

受难节，复活节 
4⽉2⽇星期五受难节特别聚会。请留意教会群实体和连线的信
息。 
4⽉4⽇复活节主⽇崇拜，教会复活节福⾳信息，实体崇拜和线上
听福⾳。 

奉献 
请转⼊PostFinance的帐户

Account number: 17-62686-0

IBAN: CH20 0900 0000 1706 2686 0

BIC: POFICHBEXXX

Name: L'EGLISE BIBLIQUE CHINOISE GE

奉献请注明是

给教会的经常奉献(⼗⼀奉献) 或者是宣教信⼼奉獻


21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
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22他并没有犯
罪，⼝⾥也没有诡诈。23他被骂不还⼝；受害不说威
吓的话，只将⾃⼰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24他被
挂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

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

医治。 

彼得前书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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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更新，传承⽣命

周⼀ 
14:00-16:00

喜乐⼩家    
⻨宝桢

076 493 3753  

周三 
20:30-22:00 

弟兄⼩家 
刘胜昆/郭晋 

076 393 08 28  
078 693 87 65 

隔周四  
09:00-11:00

路得⼩家    
刘新/梁伟

076 769 2667 
078 692 5675

周五 
19:00-22:00

恩慈⼩家    
⻩越/洪品琇

076 250 4363 
+33 6 95 04 99 91

周五  
13:45-15:45

新天地⼩家 
Natacha/Evelyn

078 790 88 66 
079 282 50 74

隔周五 
19:00-22:00

提摩太⼩家    
袁之詠/苏雅丽

076 620 1042  
076 286 9312

隔周六 
14:30-16:30

⼴东话⼩家    
李少娴

079 895 9325 

周六 
16:00-18:00

⻘年⼩家    
Ken/David 

078 629 7081 
078 730 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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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教焦点 只有⾔语，没有⾏为的宗教 ?
“⼩⼦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语和⾆头上，总要在⾏为和诚实上。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在神⾯前可以安稳。”(约壹三 18-19)

如果⼈体的构造，能防⽌⼈只会说，不会做的话，那倒是
⽅便不过。

可是，基于某种只有神才能明了的原因，⼈的话语与⾏为
似乎没有必要的关联。这事实构成了信仰⽣活最要命的陷
阱。我恐怕现代的基督徒已变得只长于说话教导⼈，却缺
少了相称的⾏为。我们滥⽤话语的能⼒，但表现出来的⾏
为却全不济事。

我们的主和祂的门徒，都长于⾏动。福⾳书所记载的主，
是⼀个⾏动满有能⼒的⼈:“祂周流四⽅，⾏善事，医好凡
被魔⿁压制的⼈，因为神与祂同在。”(徒⼗ 38)在基督的
⽣ 活和教训中，可清楚看见话语和⾏为两者之间道义上
的关系。祂先有⾏动，然后才说话教 导⼈;如此，祂所⾏
的，就叫祂的话更显真确。

路加福⾳的作者这样记:“论到耶稣开头⼀切所⾏所教训
的。”在这⾥，他将“⾏”排在“教 训”之先，我深信这次序
绝⾮出于偶然。在登⼭宝训的⼀段记载中，亦提及基督如
何着重⾏为多于教导:“所以，⽆论何⼈废掉这诫命中最⼩
的⼀条，又教训⼈这样做，他在天国 要称为最⼩的; 但⽆
论何⼈遵⾏这诫命，又教训⼈遵⾏， 他在天国要称为⼤
的。”(太五 19)

从某个⾓度看来，由于信仰叫⼈思索那⾁眼不能看见的，
怪不得容易惹⼈误会。以为信仰叫⼈思想虚⽆的事情。祷
告的⼈谈论他看不见的事，堕落的⼈却以为看不见 的，
就不重 要了，甚⾄可能不真实。如此这般，宗教信仰结
果与现实⽣活脱节，最后更隐退到幻想中 那虚⽆飘缈的
境界。在这境界⾥，只存在着⼀些可爱⽽不切实际的东
西; 它们实际上根本并不存在，但⼈⼈都⼼照不宣，没有
勇⽓当众否认。

我倒盼望这种情况只发⽣在异教徒⾝上，或只发⽣在⼀般
对信仰不⼤清楚的⼈⾝上。可是， 若要说句公道话，我
只好承认今天的基督教徒，也不能幸免。事实 上，对异
教徒 来说，他们皈依的神明很可能⽐⼀般基督徒所信奉
的神来得真实。我不禁与诗⼈华兹华斯 (Wordsworth)⼤
有同感，他曾作诗慨叹宁做异教 徒，信奉不存在的神
祇，也不愿做⼀ 个腐化⾄不信永存的神的所谓“基督徒”。
毫⽆疑问，世上没有任何团体组织⽐教会讲的更多，做的
更少。问题就在于此: 我们祷告时喋喋不休，但从没有留
意这些祷告未蒙应允。我们不但⼼⾥不在乎祈祷是否蒙应

允，⽽且，如果祷告⼀旦蒙应允，我们反会感到尴尬，甚
⾄⼤失所望。 我这样说，绝对没有挖苦的意思。很多基
督徒虽然⼼⾥不信祷告会有什么收获，但他们习 惯⽤动
听的词藻向神祈求，有些更将祈讲当作事情完结时的结 
语。许多祈祷时⼜若悬河 的弟兄，如果认识到神是认真
地聆听⼈的祈祷时，恐怕他会马上停⽌祷告。

我们在信仰⽣活上，宁取话语，不提⾏为，是因为后者要
付代价。我们祷告说:“主啊， 帮助我天天负起⾃⼰的⼗字
架!”实在⽐真正背起⼗字架容易得多。正因为我们⼼⾥根
本不打算这样做，只不过是循例祈求，让⾃⼰得着⼀点良
⼼上的安慰，因此我们就只满⾜于⽤⼀些重复的话语去祷
告。

⽤话语代替⾏动，⾃古已然，并⾮最近的现象。使徒约翰
在他那时代⽼早便发现这个趋势， 因此提出警告说:“⼩⼦
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语和⾆头上，总要在⾏为和
诚实上。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在
神⾯前可以安稳。”(约壹三 18-19)

雅各也同样提到没有⾏为的⾔语的流弊:“若是弟兄或是姐
妹，⾚⾝露体，又缺了⽇⽤的饮⾷;你们中间有⼈对他们
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
⾝体所需⽤的，这有什么益处呢?”(雅⼆ 15-16)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才是合宜呢?发誓三缄其⼜吗?还是在
⾏为赶得上话语前，索性就停 ⽌祈祷、唱诗，也不作见
证?不!这样做是⽆济于事的。我们基督徒留在地 上，为的
是要向世界作见证，所以⼀息尚存，就得向⼈传讲基督，
也得在神⾯前为⼈祈求。可是，我们怎样才能逃脱只有⾔
语⽽没有⾏为的通病呢?

办法很简单，但不容易做到。⾸先，不要说不是出于诚意
的话;撇弃空谈属灵事情的坏习惯; 如果⾃⼰还未准备好承
担后果，就不要说话; 相信神的应许，服从、遵守祂的诫
命; 实践真理后，才合宜地谈论真理。有了⾏为，⾔语才
会变得实际;⾏动有⼒，话语才会有权柄，⼼中因⽽充满
真实的感觉。

摘⾃ 摘⾃“午夜的复兴”--- 陶恕

全球正在⾯对新冠病毒⼤流⾏的冲击，在各国的抗疫攻策
下，不少地区都采取较严厉的隔离措施，使「施福」的事
⼯也受到影响，但即使在这些不利因素下，感谢主的恩
典，我们仍然持守「施⽐受更有福」的精神，实践全⼈关
怀的使命，以下是本会今年的事⼯重点：
⼀．利⽐⾥亚
        在过去多年，我们与利⽐⾥亚的机构和教会建⽴美好
的合作关系，即使当地的经济不好，但仍然动员信徒进⾏
神学院建筑事⼯。此外，我们也⽀持⼀些偏远地区的建堂
事⼯，在疫情下，又奉献购买⼤⽶等粮⾷，送给该构构之
下的多所学校和孤⼉院，在这困境下与他们分享基督的
爱。

⼆．扶贫助学
       我们接触到内地⼀个收养⼉童的机构，该机构的发起
⼈在多年前，看到⼀些⽗母长期在监狱中服刑，家中的⼉
⼥没有⼈照顾，因此私⼈捐钱建了⼀幢房⼦，收养那些孩
⼦们，名为「⼉童村」，⽬前还有约40位⼉童在那⾥。虽
然所收养的是⼉童，但因着他们的⽗母长期服刑，有些⼉
童已经长⼤到城⾥读中学及⼤学。我们看到这事⼯背后的
意义，将会发助学⾦给那些⼤学⽣和中学⽣，⽀持他们部
分的⽣活开⽀。

三．神学教育
        去年黎巴嫩⾸都贝鲁特的爆炸事件中，当地⼀所浸信
会背景的神学院开放接待⼀些⽆家可归的灾民，我们通过
该神学院⽀持赈灾事⼯，因⽽与建⽴关系，因该神学院训
练⼀些阿拉伯背景的传道⼈。此外，我们又接触到⼀个封
闭地区已开办神学班，因其中⼀位参与的同⼯是我们关系
⾮常密切的牧者，我们可借此⽽⽀持该项神学教育事⼯。

四．开拓事⼯
        在疫情的肆虐下，较少⼈注意的是⼀些中东地区，我
们联络到⼀个地区的团队，因着疫情的缘故，得到当地政
府的信任，进⾏⼀些关顾监狱囚犯的事⼯，借此不但带领
了⼀些牢中来⾃不同国家的妇⼥信主，甚⾄她们当中有些
⼈也获得提前释放，该团队需要帮助她们寻找房屋或安排
返国，因该事⼯较为敏感，我们正考虑可以通过怎样较为
合适的途径⽀持这项新开拓的事⼯。

       在⾯对众多的挑战与限制下，需要你们更多的代祷，
靠着圣灵的能⼒和主耶稣基督的爱，将⽬前的危机化为转
机，愿那创造与救赎我们的神之名得着荣耀！

施福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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