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崇拜 
主⽇崇拜有实体崇拜（上限⼈数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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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 由于法⽂教会使⽤场地，我们将会进⾏野外崇拜，若受天
⽓影响，崇拜将会在教会下⾯的studio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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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4⽇有
祷告会。 

实体主⽇学 
主⽇学暑期合并班：少年班，⼤班和中班在每周⽇下午3:30教会崇
拜后到舞蹈室⼀起上主⽇学，⽼师⽤活动教导孩⼦学习神的话语和
祷告。 
主⽇学2021-2022年度开学礼：8⽉29⽇下午3:30教会崇拜后到舞
蹈室⼀起上主⽇学为孩⼦学习神的话语祷告。 
主⽇学分班上课：少年班，⼤班中班 和⼩班在每周⽇下午3:30教会
崇拜后到教室上主⽇学。 

主⽇学⽼师培训 
主⽇学校⻓Natacha在法⽂教会学习的教学法Godly Play，我们会
在2021-2022年度在我们教会主⽇学启动，这是⼀套以活动教学和
⼉童默想祷告为⽬的的教学法。请所有⽼师和愿意参与主⽇学⼉童
事⼯的弟兄姐妹参加培训。⼤家已经有第⼀次7⽉24⽇培训的，继
续参加第⼆次9⽉中的培训在主⽇学⼤班教室举⾏。请为愿意委身
当主⽇学⽼师和辅导祷告，传承⽣命培育主的⻔徒。 

少年团契野外露营 
少年团契导师带领少年⼈在8⽉13-15⽇到⽇内瓦 TCS Camping 
Geneva-Vsenaz 3天两夜露营，参加者请向Teresa⽼师报名缴费。 

奉献 
请转⼊PostFinance的帐户

Account number: 17-62686-0

IBAN: CH20 0900 0000 1706 268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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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L'EGLISE BIBLIQUE CHINOISE GE


清洁教会 
8⽉7⽇提摩太⼩家＋路得⼩家。8⽉28⽇弟兄⼩家。

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

啊，你要极⼒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的城⾢说：

看哪，你们的神！

主耶和华必像⼤能者临到；

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

他的赏赐在他那⾥；

他的报应在他⾯前。

他必像牧⼈牧养⾃⼰的⽺群，

⽤膀臂聚集⽺羔抱在怀中，

慢慢引导那乳养⼩⽺的。

以赛亚书4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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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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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越 Teresa 岳红 Natacha 
⻩⽉娥

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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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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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宣教焦点
有了亮光，还要有眼睛

摘⾃“午夜的复兴”—陶恕

⾛路的⼈，不但需要光，也需要能看⻅的眼睛。圣经是⼈德性和
灵性的光源。诗⼈说:“祢的⾔语⼀解开，就发出亮光。”⼜说:“祢
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我对圣经这⼏句受圣灵感
动⽽写下来的诗句，深信不疑，也能与诗⼈共鸣，唱出下⾯的诗
句:
赞美主!
祢的话光华四射，

是我们脚前的灯，

从亘古到永远。

但是，我认为仅有光华是不⾏的。我这样说，绝对没有半点诽谤
不敬之意。单有亮光是不⾜够的。

圣经常以光⽐喻知识; ⽆知的⼈，可⽐作⾏⾛在⿊暗中的⼈; 领受
知识的，就如旭⽇初升。但旭⽇对于失明者全⽆作⽤，只有视⼒
健全的⼈，才能享受旭⽇的光华。

亮光和看⻅两者之间⼤有分别。有⼈虽在光中，却看不⻅，因为
他是瞎⼦; 有⼈虽有健全的视⼒，却没有光，这种⼈可说是暂时
眼瞎，但⼀有了光，他就⻢上能看 ⻅。腓⽴⽐的狱卒视⼒没有
⽑病，但因处身⿊夜中，他要叫⼈拿灯来，才能找到牢中的保
罗。另⼀⽅⾯， 虽然阳光普照，或明⽉朗朗，或星光灿烂，但
对可怜的参孙就⽆济于事，因为他的眼睛 已被⾮利⼠⼈挖去
了。

失明的⼈永远⾯对⿊夜; 带灯的⼈只要视⼒健全，就永远亮如⽩
昼。在⼀本印度名著《印度教的忠⾔》(Hindu Book of Good 
Counsel)⾥，有两句话指出了这个事实:
瞎⼦虽带灯，⾛路仍⾛岔。

这些话究竟要说明什么道理呢? 简单说来就是: 仅有宗教的教
导，不管如何完善，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它能把光带来，但
不能使⼈看得⻅。没有圣灵开导⼈⼼， 圣经的话也不能救罪
⼈，因为唯有圣灵在⼈⼼⾥⼯作，救恩始能在那⼈身上成就。离
了真理，就没有 救恩，但很多时却有不能带给⼈救恩的真理。
不少⼈虽然熟谙教 条，但仍旧在属灵的⿊ 暗⾥，漫⽆⽬的地摸
索，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光照。

不少⼈以为有亮光就等于能看⻅，结果招致灵性上的悲剧。瞎⼦
⾯对美景时，虽然睁⼤眼睛，但仍是⼀⽆所⻅。同样，⼼眼瞎了
的⼈，得听救恩之道，却全不领会。法利赛⼈就是如此，⾯对世
界的光三年之久，⼼灵⾥始终未蒙光照。所以，单有亮光还是不
够的。

主借着摩⻄律法、先知书和诗篇，教导⻔徒。他们虽然听过不
少，但仍要得着⼼灵的“开 导”，才能明⽩真理;“于是耶稣开他们
的⼼窍，使他们能明⽩圣经”(路 ⼆⼗四 45)。保 罗在腓⽴⽐传道
时，当地有⼀个妇⼈名叫吕底亚，她听了道，信了主，也受了
洗，⽽且⻢上在⾃⼰家⾥接待保罗。使徒⾏传⼗六章⼗四节
说:“主 就开导她的⼼。”这是重要的解 释，吕底亚不单接受了
光，也看⻅光。

使徒保罗在传福⾳的侍奉上，很早就知道“⼈不都是有信⼼的”。
他也知道原因何在—— “如果我们的福⾳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
的⼈身上。此等不信之⼈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 不叫基督荣
耀福⾳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林后四 3-4)

⼈若瞎眼，就算有光照耀着他们，撒但也毫不在乎。⼼窍不通
达，真理的果效便⽆法显在 ⼈身上。听道可以运⽤⼼智，把握
到救恩的知识，但⼼灵未被开导，⼈⾥⾯ 的⽣命就不 会有改
变。举个典型的例⼦:富兰克林总统在⽇记中记载他有⼀次很留
⼼地聆听⼤布道家 怀特·斐尔德(George Whitefield)的布道信息，
甚⾄还在他站着讲道的⼴场周围⾛了⼀圈， 看看他铿锵有⼒的
声⾳能传多远。然后怀特斐尔德亲⾃跟富兰克林谈道，并答应
继 续为 他祷告。⼏年以后，富兰克林⼜在⽇记⾥提及传道者的
祷告没有任何功效，因为他本⼈始 终没有悔改信主。

没有⼈会怀疑富兰克林过⼈的智慧，⽽怀特·斐尔德亦⽆疑把真
道完全讲明，但为什么会 没有果效呢?唯⼀的解释就是:有光临到
富兰克林，但他视⽽不⻅，他没有看⻅世界的光。若要能看⻅世
界的光，就有赖圣灵在⼈⼼⾥的开导感化;显然富兰克林没有得
着这个。

圣灵必须在⼈⼼中⼯作，⼈才有得救的信⼼。福⾳是真光，但唯
有圣灵才能开启⼈的眼睛，叫⼈看⻅光。因此，当我们传福⾳给
失丧的灵魂时，就要求主给他们有能看⻅的恩赐，⽽我们的祷
告，也要针对那些弄瞎⼈⼼眼的⿊暗邪灵。

挚爱的⽇内瓦家⼈，与我们⼀同争战的弟兄姐妹，谢谢你们的同⾏、代

祷、各⽅⾯的⽀持。你们的⼀个祷告，⼀句讯息，都成为我们⽆⽐的⿎

励和⼒量，实在感谢你们。在P国我们已进⼊了第七个年头，已经不是
「新丁」，但也算不上「⽼将」，每天仍有许多学习和挑战，但深深的

经历到『恩典够⽤』和『他的意念⾼过我们的意念』。

2019年11⽉底⼤学书店的铺位被⼤学收回作其他⽤途，当时我们怀着相
当的伤感地离开那个我俩服待了四年的地⽅，但想不到三个⽉后因新冠

肺炎的缘故，⼤学都不能实体授课，学⽣都是⽹课⼀直到现在，所有⼤

学⾥的店铺也停业了，实际上我们不迁出也要关⻔。

⾃此我们被安排到商场书档与其他同⼯配搭事奉，我们团队原本计划开

设另⼀间替代⼤学的书店，也考虑过不同的地点和⽅案，然⽽在疫症⼤

流⾏中，这个拓展计划暂时需要搁置。在疫情下，许多实体的事⼯或改

为在线，或暂停，然⽽天⽗仍在⼯作。以书档为例，⽣意额是跌了不

少，但对「天书」和我们信仰的书籍之渴求并没有停⽌。六⽉期间P国
封城⼀个⽉，除了必要的服务外，所有商店都关⻔，由于我们提供送递

服务，顾客仍可选购书籍。有⼀位本地⼈弟兄正寻找两本「天书」给两

位由辩道⾄慕道的朋友，当他收到我们送递的书籍时，由衷的感谢爸爸

垂听他的祷告，在封城下仍能找获「天书」。书档在这⿊暗的⻆落像⼀

笺明灯，求爸爸继续使⽤，借着它⼈们能找到真光。

去年开始，亚居拉参加了⼀个「好消息」外展活动，在本地的「好消息

活动」中，我们收割了第⼀个果⼦。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亚居拉参与

出队到 I 国和 M国，两次的出队对亚居拉都是祝福，看到爸爸在贫瘠
的⼟壤中赐下福⾳的果⼦，也被许多奋勇争战的「地⾯步队」所激励，

操练了不少实战的技巧，也实践了路加福⾳第⼗章的教导。当然 精采

的是亚居拉在 M 国感染了新冠肺炎的经历（详情⻅我们家书 1/
2021）。

从去年⼗⽉，我们每周和「志同道合」的⼯⼈，在公园或海边，进⾏好

消息外展，我们从「钓⻥」，转为「捉⻥」，遇⻅不同种类、不同反应

的朋友，有拒绝也有愿意接受我们祝福或天书和⼩册⼦的，请继续记念

我们能有智慧和勇⽓「捉⻥」，继续忠⼼做好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

感恩代祷  

1，感恩在⼀年多的疫情中我们仍然能够如常的服侍并蒙保守看顾。

2，祷告每周都有「报好消息」的机会，并能接触到神预定要拯救的
⼈。

3，为听到「好消息」和收到「天书」⼩册⼦的祷告，愿他们的⽣命被
触动、被改变。

4，们的⼯作签证九⽉中到期，为我们新⼀年的⼯作续签祷告。由于政
府的政策在收紧，续签不是易事。

5，由于负责媒体的⼯⼈会离开我们团队，我们将会接⼿这个事奉，请
为我们⾯对这新的学习和挑战祷

亚居拉、百基拉：踏⼊宣教的第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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