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崇拜 
教会崇拜继续同时在教会和在线直播，每周⽇下午15:30-
17:30. 请留意教会群的连线信息。

祷告会  
每星期天崇拜前14:30-15:10 祷告会在教会办公室举⾏，⼤
家为教会弟兄姐妹为崇拜和⼩家聚会祷告。 
每个⽉第⼀个星期六早上9:00-11:00教会祷告会，牧师带领
弟兄姐妹在线上⼀起祷告。9⽉5⽇，10⽉3⽇ 有祷告会。 

⼉童主⽇学 
9⽉6⽇－9⽉20⽇⼉童主⽇学因为根据现在疫情，主⽇学还
是继续⽤zoom在线上课。⽼师会在星期天早上连线，请家
⻓帮助孩⼦上线参加主⽇学。 

福⾳崇拜 
9⽉27⽇ 中秋节福⾳崇拜，会在教会和在线直播。邀请朋友
参加崇拜。实体主⽇学合并班9⽉27⽇在Dance studio举
⾏，Natacha和Evelyn负责。请家⻓带孩⼦⼀起在⼤堂歌唱
崇拜主，之后主⽇学四班孩⼦到Dance studio 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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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游览 
9⽉19⽇星期六14:00-16:00牧师带领讲解⽼城历史，名额25
位，邀请你们的新朋友，请向郭晋报名。


教会清洁 
9⽉26⽇恩慈⼩家负责清洁教会。


教会营会 
根据疫情营会更改聚会⽅式，⽇内瓦有5个聚会点实体聚
会。讲员孙柯楠牧师在巴黎上线讲道。

10⽉10－11⽇星期六和⽇早上和下午两堂包括午餐。

请向雅丽报名（全程出席）抱歉这次营会不能有孩⼦参加。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

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

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意更新⽽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

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罗⻢书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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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14:00-16:00

喜乐⼩家    
⻨宝桢/刘凤丽

076 493 3753  
078 750 9799

周四  
8:30-10:30

路得⼩家    
刘新/梁伟

076 769 2667 
078 692 5675

周五 
19:00-22:00

恩慈⼩家    
⻩⽉娥/葛道宁

076 525 8498 
022 796 0207

周五  
13:45-15:45

新天地⼩家 
Natacha/Evelyn

078 790 88 66 
079 282 50 74

周五 
19:00-22:00

提摩太⼩家    
袁之詠/苏雅丽

076 620 1042  
076 286 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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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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宣教焦点
午夜的复兴

我常听⻅复兴的基督徒说:“灵性复兴常在午夜以后发⽣。”
这句话指如其他谚语⼀般，字⾯上的意义虽不尽实，却在
某⼀⽅⾯是对的。
它当然不是指神不听我们在⽇间为合⼰祈求灵性复兴的祷
告，也不是说我们在筋疲⼒竭时祈祷，会⽐在精⼒充沛时
更有效。如果神真的要求我们每⼀次祷告都苦待⾃⼰，那
么祂就是⾮常苛刻严厉的神了。可是，在⼀些福⾳派信徒
中，竟还残留着这种苦⾏禁欲的观念。他们对属灵⽣命热
切追求，虽然值得读赏，但以为神必会折磨软弱跌倒的
⼈，却是⼤错特错。⽆可饶恕。
可是，在午夜以后始能灵性复与的⻅解，倒是有点正确
的，因为只有迫切渴求的信徒，才会得着灵性的兴旺(或其
他属灵的恩赐和恩典)。信徒成圣以及被圣灵充满的程度，
须视乎他本⼈渴求的⼼有多少⽽定;他不⼀定想得多少就得
多少，但他肯定能因⾃⼰渴求的强烈与否⽽得到充满。
主的话使我们更确定这道理:“饥渴慕义的⼈有福了，因为
他们必得饱⾜。”⾁身极度的饥渴，确能使⼈深受痛苦。不
少寻求神的⼈都有以下的经验:当他们因极度 渴求与神相
交 ⽽感到⼗分痛苦时，就不期然地得着神奇妙的充满。这
不是说我们要说服神来充满我们， ⽽是我们必须有饥渴慕
义的⼼，神才可以做⼯。⼀般信徒都内⼼冰冷，满⾜于⾃
⼰可怜的景况，毫不追求，以致圣灵⽆从充满他们。
我们有时会发现某⼈因对属灵⽣命的强烈渴求得不到满
⾜，便拼命追求⻓进，把其他兴趣都撇开了。他对教会内
⼀些冷冰冰的信徒周⽽复始、循例⽽公式化的领祷感到不
满;他灵性上的强烈渴求却⼜往往惹⼈厌烦。对着这样的
⼈，其他信徒感到莫名奇妙，只能摇摇头，彼此会意地对
望⼀眼。可是，这个⼈就像圣经所记载的那瞎⼦⼀样，因
受了⻔徒的责备，但为了得医治，就“愈发⼤声喊着”。假
若他仍未能达⾄所要求的境界，或者祈祷受到拦阻，他就
会持续祷告⾄深夜。这⼈蒙恩不是因为他能祷告⾄夜深，
⽽是因为他有⼀颗渴求的⼼。对他个⼈⽽⾔，灵命的复兴
就真在夜半以后才开始。

但我们必须明⽩，彻夜祷告、竭⼒呼求、痛哭流涕等表
现，其实没有什么可赞赏之处，各样恩赐都是从神的美善
中如活泉般涌流出来。有些主⽇学教师常常强调⼈要获得
神的赏赐，必须靠善⾏，与蒙福只因恩典这真理背道⽽
驰。其实，神对⼈的赏赐是出于恩典，犹如罪得赦免全赖
恩典⼀样。最圣洁的圣徒顶多也只能承认⾃⼰是个⽆⽤的
仆⼈，唯有神纯全的美善才能叫天使显现; 所以，任何被造
之物都不能单靠本身的努⼒来“赚取”什么。 ⼀切都是本
于，也是属于神纯全的美意。
朱莉安(Julian)⼥⼠曾巧妙地归纳说:“我们若肯诚实地向全然
美善的神祈求，倚靠祂的恩典，⽤真诚的悟性和坚定不移
的爱⼼去紧抓着祂，那就⽐靠⾃⼰的⼼思设法寻求祂， 更
能叫祂得着荣耀，讨祂的喜悦;因为我们⾃⼰的⽅法实在太
狭⼩了，怎能令神得着当得 的荣耀呢?神的全善就是⼀切，
在祂⾥⾯毫⽆⽋缺...... 因为祂的美善是⾄⾼的祷告，从 ⾼
天倾流，满⾜我们⼼底的需要。”
可是，除⾮我们把⼼⾥各式各样的欲望都撇除，只余下单
纯的⼼，否则尽管神向我们存着⾄善⾄美的旨急，祂仍不
能满⾜我们⼼⾥的渴求。当我们解决了⼀切源于⾎⽓的妄
想， 胜过如⻁如蝎的⾁体，摒弃了⾃我中⼼的私念，真实
地认定⾃⼰已向罪死了时，神就能使 我们得着更新的灵
命，叫我们被万福的圣灵充满。
学习叫灵性复兴和过得胜⽣活的这理并不难，但要背起⼗
字架，踏上幽暗痛苦的舍⼰之路却是另⼀回事。所以，蒙
召的多，选上的少;有⼈实际地踏进了应许之地，但亦有⼈
在河边徘徊，隔岸张望，然后忧忧愁愁地转身，回到那⾃
以为较安全的旷野⾥⽣活。
深夜⾥所发的祷告本身并⽆特殊价值，但要从平凡的祈
求，进⼊不平凡的祷告中，就需要认真的态度和坚定的⼼
志。⼤多数信徒都从没有这样做过，只有少数努⼒追求这
不平凡经整的信徒，果然在夜半以后，得尝他们久渴望的
经历。

— 陶恕 A.W. Tozer

近60年的内战和毒品泛滥给这个国家造成重⼤的⼈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缅甸虽然实⾏免费缅⽂教育，但学⽣就学普及率
仍⾮常的低，战乱、贫困、毒品等多因素影响孩⼦就读，未
能完成基础教育学业，更难学有所成。这成为了缅甸⼀个恶
性循环.   

伙伴学⽣中⼼Partnership Youth Care Center(PYCC)座落于
仰光，2020年1⽉已申请注册成为⾮盈利组织. 2020年4⽉开
始运作，⼰收纳20名少年，都是在战乱地区的孩⼦, ⽆⽗⺟照
顾或有⽗⺟照顾，但家庭极度贫困的孩⼦，⽐如：钦族、克
钦族的⼩数⺠族.  ⼤多数都是主内家庭的孩⼦.  这学⽣中⼼要
破除缅甸的恶性循环, 带来⼀班年⻘⼈新的盼望. 这中⼼的⽬
标是帮助孩⼦完成基本教育, 培养品格, 更是训练成传道⼈, 成
为缅甸的祝福, 并且让邻居能有机会听到好消息。 

所以这中⼼也是⼀个教会, 责任⼈是⼀个牧师和师⺟⽤⼼培养
新的⼀代年⻘⼈. 星期⽇⼀起敬拜神, 也⽤这中⼼成为社区的
接触点. 这中⼼在周末有⼉童兴趣班, 英⽂补习班, 等等的不同
服务.  让社区受益和得到帮助. 在疫情期间云彩在这中⼼发出
了500居家庭的Covid-19紧急救济物资帮助极贫穷家庭.  这中
⼼不只是训练⼀班年⻘⼈, 也是在社区成为⼀个灯台为祂发
光。

缅甸仰光教会⻘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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