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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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 ID 86888709102 密码123456。 
每⽉第⼀个星期六早上9:30-11:30教会祷告会。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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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瑞⼠实体分组营会 
5⽉29-30⽇9:15-17:15营会，全瑞⼠教会和团契每组4-10⼈实
体⼩组聚会和午餐，在zoom线上敬拜讲道。各个⼩家或两个⼩
家合并实体聚会，讲员是在德国的张路加牧师。请在5⽉16⽇前
向各个⼩家家⻓报名。 

清洁教会 
5⽉8⽇弟兄⼩家，5⽉29⽇⼴东话⼩家。 

主⽇学特别聚会 
6⽉19⽇星期六所有的⼩班，中班，⼤班，少年班⽼师和学⽣户
外野餐活动。请预留中午时间参加。确定的时间地点会在6⽉⽉
报中报告。 
2020-2021年度的主⽇学会在6⽉27⽇星期天结业，6⽉27⽇在
教会有实体结业典礼。 

教会同⼯年度计划 
6⽉12⽇星期六教会⻓⽼执事和同⼯，在教会有同⼯计划⽇。请
弟兄姐妹为明年年度教会主题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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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7在他
⾥⾯⽣根建造，信⼼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

谢的⼼也更增⻓了。 

歌罗⻄书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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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1年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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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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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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宣教焦点
真正的为⼤

主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就必做你们的⽤⼈。”(参太⼆
⼗20-28)根据这经节的前⽂后理，我们知道⼈⼼中渴望为
⼤是⽆可厚⾮的，但要附带下列的条件: (⼀)要寻求真正的
为⼤; (⼆)真正的为⼤是以神的评定为准; (三)要为⼤便要
准备付出任何代价; (四)要乐意等候神作出谁为⾄⼤的判语。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领会主⽤“为⼤”这词语的含意，因为
它并未⻅录于任何词汇或字典中; 唯有从神学的⼴义上，
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它的含义。从来没有⼈能在⼼灵⾥⾯
⻅过神以后 (尽管这遇⻅只是惊鸿⼀瞥，或是不完全的)，
还会⾃认为⼤，或承认别⼈为⼤。他所遇⻅的神是充满了
何等慑⼈的威严与尊荣，因此他不得不存敬畏和喜乐的
⼼，俯伏敬拜祂，并且从⼼底⾥涌起⼀股对神的伟⼤权能
称颂不已的情绪，叫他不由⾃主地冲⼝⽽出: “只有神为⾄
⼤!”

这⼀切都是事实。然⽽神亦曾把“为⼤”这词应⽤在⼈身
上，就如天使对撒迦利亚宣告那要⽣下来的⼉⼦“在主⾯
前将要为⼤”⼀样。基督也谈论过那在天国中称为⼤的。

圣经很明显地提及两种为⼤，⼀种是属乎神的，是绝对⽽
⾃有永有的⾄⼤;另⼀种是相对性的、有限度的为⼤，是
属于那些认识神的⼈，或信⼼的⼉⼥，他们因顺服、舍
⼰、竭⼒效法神⽽达致为⼤。后者是我们在这⼉所要谈论
的。

要追求成为⾄⼤，并⽆不是之处。⼈本来就是照着神的样
式⽽造，⽽且受命要治理全地。⼈希望从⽬前的处境中升
⾼，使万物归附在⾃⼰的管理下，也许是由于⼈在 犯罪
堕落以后，内⼼还有⼀股盲⽬的冲动，要去完成这“治理
全地”的使命。可是，罪已腐蚀了这天然的本能，就像它
败坏了其他事物⼀样。⼈在失去了原来的地位，以及道德
沦亡之余，仍四处寻索为⼤的秘诀，却不得要领，唯有不
惜⽤卑劣的⼿段去夺取，但到头来还是徒劳⽆功。

关于“谁为⾄⼤”这问题，主借着祂的⾏事为⼈与教训，澄
清了世⼈的混淆。换句话说，对于每个愿意听祂的话，以
祂为⾃⼰⽣活榜样的⼈，主已为他辨明⼀切。主 的教训
说明了 真正的为⼤是在⼈的品德，不在乎才能多少，或
地位⾼低。⽆知的⼈常以为优越的天赋才 是伟⼈的条
件，⾄今多数⼈仍以为是，例如艺术、⾳乐，或管 理国
家⼤事⽅⾯的天才， 都被⼀般⼈公认是伟⼈。但主以身

作则的教导显示了为⼤的本质，要⽐这些才能都来得深
邃。

谈到那些因本身有超⼈的才能，或因世袭⽽取得政权的⼈
时，主这样说:“外邦⼈有君王为主......。”祂显然并不欣赏
这种伟⼈，因为祂将这类⼈和真正“为⼤”的⼈清楚地划分
出来。祂告诉⻔徒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如此便
给“为⼤”下了⼀个崭新的定义。

在主基督降⽣前的世代，⼀些哲⼠和宗教领袖都曾揭露了
⼀般⼈对“为⼤”的错误观念。可是，只有主才指出何谓真
正的为⼤，以及达⾄真正为⼤的途径。从“你们中间谁愿
为⼤，就必做你们的⽤⼈;谁愿为⾸，就必做你们的仆⼈”
看来，为⼤好像很简单容易，但事实上那正是困难所在。

许多⼈都了解这途径实在不难，只要我们肯跟随基督，服
务⼈群，舍⼰服侍⼈，我们就能为⼤。这说来简单，但⾏
出来就不容易了，因为这正好和我们⾥⾯从亚当来的天性
抵触。亚当仍感到内⾥治理全地的本能，他似乎听⻅⾃⼰
⾥⾯有声⾳命令他说:“遍满地⾯、治理这地。”对于服侍
⼈，他是毫⽆兴趣的。引起这些⽭盾的原因，是因为⼈犯
了罪，罪成了祸根;所以我们必须先把罪除去。

实际上，主的意思是: 罪必须除去，旧有的亚当必须让位
给基督。因为犯罪的缘故，⼈失去管治的能⼒与权利，唯
有谦卑的服事，才能把这失落了的能⼒与权利争取回来。
我们虽然都是靠着基督在⼗字架上的代赎，免去死亡和阴
间的刑罚; 但每个⼈都得分别靠⾃⼰ 去赢取治理的权能。
先要接受⻓时间做仆⼈的训练，才有资格去治理⼈。

基督完成了服侍的⼯后(祂的服侍包括了代死)，神就把祂
升为⾄⾼，⼜赐给祂超乎万名之上的名。祂做⼈⼦的时
候，成了服侍⼈的，也因此赢得了治理的权柄。

基督没有犯罪，因此祂能乐意服侍⼈;在祂⾥⾯，并没有
我们堕落天性对卑微服侍的抗拒， 祂知道什么才是真正
的为⼤，⽽我们却是⼀⽆所知。当我们拼命往上爬，为了
要得⾼位时， 神却命定我们退下去服侍⼈:“你们中间......
谁愿为⾸，就必做你们的仆⼈。”

—摘⾃“午夜的复兴”—陶恕

基督教华侨布道会与志同道合的教会和福⾳机构携⼿合作向
英国和欧洲⼤陆各地华⼈传福⾳并提供⻔徒训练。

三⽉最后⼀周是传统基督教的受难周（Passion Week）。许
多基督徒在这⼀周⾥都预备⼼去默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
所要经历的痛苦。在这段时间，我们纪念主的爱是何等的深
厚。

曾经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耶稣要受这么⼤的苦，他被出卖、
被捆绑、被鞭打、被辱骂，更要被钉死在⼗字架上。为什
么？

在旧约圣经⾥，先知以赛亚给我们这样的解释：“他被藐视，
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掩⾯
不看的⼀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
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都如⽺⾛迷；各⼈偏⾏⼰路；耶和华
使我们众⼈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耶和华却定意将他压
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以赛亚书53:3-
10）。

我们今年的复活节国语学⽣⻔徒营的主题是“⼗架君王”。我们
在这个周末要记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了要赎我们的罪
⽽多受痛苦，在⼗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的过犯受
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
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真正得胜的是那⼗字架上的君王耶
稣基督。

在这个主耶稣受难与复活的节期，让我们把眼光从世界上的
仇恨和争竞中来转移出来，抬头仰望耶稣基督。祂在⼗字架
上，已经完成了对我们全⼈类的救赎。我们这群属于耶稣基
督的⼈，在耶稣基督⾥有⼀个新的⽣命、新的身份，因此我
们是⼀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不分种族、不分国界、不分你
我。我们之间的那些墙，已经被拆毁了。

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出憎恨的⿊暗，进⼊爱的光明，在
弯曲悖谬的世界⾥活出不⼀样的⽣命，以彼此相爱来⻅证神
真实地住在我们中间。

在主⾥与你们同⼯的

总⼲事吕⼦峰牧师

COCM基督教华桥布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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