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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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15: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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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0⽉2
⽇有祷告会。 

实体主⽇学 
2021年按年龄分班主⽇学：少年班，⼤班，中班和⼩班在每周
⽇下午3:30教会崇拜后到各个教室上主⽇学，⽼师⽤活动教导孩
⼦学习神的话语和祷告。 

主⽇学⽼师交流会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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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已经有第⼀次7⽉24⽇
培训的，和其他愿意参与主⽇学⼉童事⼯的弟兄姐妹，请⼤家都
参加交流会。地点是我们教会，时间9⽉18⽇星期六上午10-12
点。 

中秋节特别聚会 
9⽉19⽇是农历8⽉13庆祝中秋节特别聚会。 
9⽉19⽇下午2:30祷告会，3:30主⽇崇拜也有⼉童主⽇学，5:00
崇拜后野餐. 
地点：Hôtel-Restaurant du Parc des Eaux-Vives ⾯向湖的⼤草
地上 （Quai Gustave-Ador 82, 1207 Genéve) 公⻋2，6 号 在 
Parc & Plage des Eaux-Vives 站。请弟兄姐妹邀请朋友全家出
席，⼤家带野餐⻝物分享，教会预备⽉饼在爱中享受户外爱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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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教会 
9⽉25恩慈⼩家。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如得⻥⼀

样。」 
⻢太福⾳4:19

⽇内瓦华⼈圣经教会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ENEVA

2021– 2022年主题：
同⼼同⾏，作主⻔徒

周⼀ 
14:00-16:00

喜乐⼩家    
⻨宝桢/刘凤丽

076 493 3753  
0227973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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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崇拜服事表 报告事项

⽇ 期 9月5日 9月12日 9月19日 9月26日 10月3日

讲道
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娥 
师⺟

葛道宁 
牧师

领會 ⻩⽉娥 Simon 林娜 Ken Teresa

领祈祷 朱霞雲 苏雅丽 Connie 刘胜昆 苏雅丽

招待
Evelyn 
⻩越 

刘桂芳
Connie

郭晋 
⻩越

傅新红 
Natacha 

朱霞丽
Evelyn 

主⽇学 
⼩班

项祯怡 / 周洁 / 项祯怡

主⽇学 
中班

周⻙伟 傅东波 傅新红 成帅华 ⻩⽉娥

主⽇学 
⼤班

周⻙伟 傅东波 赵⾦环 于燕 岳红

主⽇学
少年班

Teresa 
Titus

⻩越 
Daniel

袁之詠 
Simon

Alice 
David

李⽂平 
⻩越

茶点 
清洁

⻘年 
⼩家

提摩太 
⼩家

恩慈 
⼩家

路得 
⼩家

弟兄 
⼩家

⼩家聚会 2021年9⽉份⽉报

⽇内瓦华⼈圣经教会 
⽹址: http://www.cbcg.ch     
教会地址: Rue Cherbuliez 7 , 1207 Genève  
 (2﹑6路公⻋＂Rue du Lac＂站) 
葛道宁牧师: 076 580 32 13 
⻩⽉娥师⺟: 076 525 84 98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cXcop-AbIJrzj8gQRngc-w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cXcop-AbIJrzj8gQRngc-w


9⽉宣教焦点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摘⾃「主祷⽂⼗四讲」--- 史祈⽣牧师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愿⼈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在
地上，如同⾏在天上。
我们⽇⽤的饮⻝，今⽇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的债。不叫
我们遇⻅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
 
在⻢太福⾳六章九⾄⼗三节，与路加福⾳⼗⼀章⼆⾄四节，有两段类似的记
载，就是主教导⻔徒祷告要⽤的话语，通常称之为主祷⽂。但这不是主⾃⼰
的祷⽂，⽽是主教导我们的祷⽂。
在路加福⾳⼗⼀章⼀节记载说：「耶稣在⼀ 个地⽅祷告；祷告完了，有个
⻔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徒没求主教导他们唱诗，没求主教导
他们讲道、赶⻤、医病，或是⾏别样神迹；只求主教导他们祷告。哦！这个
⻔徒是聪明的，他探索到了能⼒的源头。他知道有了主耶稣那样的祷告，才
有主耶稣那样的权柄；没有主耶稣那样的祷告，就不能⾏出主所付的⼀切。
我们学会唱诗的技巧，学会讲道的⽅法，也 许可以感动⼈；但唯有祷告是
感动天上的神，那创造万有、管理万物的主 宰。所以我们真要求主教导我
们祷告，使我们的祷告能直达天上的宝座。

  ⼀、祷告的次序 
 主教导我们的这篇祷⽂，⾔简意赅、含义深邃、结构完整、美丽⽆⽐。其
中语句排列的次序，也就是我们祷告应有的次序。
 主祷⽂⼀共有九句：第⼀句是开端－－我们在天上的⽗。第⼆⾄第四句是
为神－－愿⼈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
⾏在天上。第五⾄第⼋句是为我们⾃⼰－－我们⽇⽤的饮⻝，今⽇赐给我
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的债。不叫我们遇⻅试探；救我们脱离凶
恶。第九句是总结－－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
们。
在这⾥，我们注意到祷告的次序，是先为神，后为⾃⼰。主耶稣在⻢太福⾳
六章卅三节也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都要加给你们
了。旧约⾥的⼗诫，也是同样的次序，前四诫是对神，后六诫才是对⼈。
记得列王纪上第⼗七章⾥的故事吗？先知以利亚往撒勒法的寡妇那⾥去，
要 求她先做⼀个⼩饼拿来给他吃剩下的才为她⺟⼦⼆⼈吃。寡妇遵命⾏
了，此后坛⾥的⾯不减少，瓶⾥的油也不缺短，⼀直供他们渡过⼏年的旱
灾。这便是神所要求我们的次序。寡妇如果不遵照这个次序．她和她的⼉⼦
当天就要挨饿，过不久就会饿死。然⽽，感谢主！⼀合乎神的次序，就有奇
妙的供应，我们为⾃⼰的事情根本都不⽤求了。
这三句为神的祷⽂：愿⼈都尊你的名为圣，是以主的圣名为前提；愿你 的
国降临，是以主的国度为⽬的；愿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是以
主的旨意为归依。如果我们的祷告符合这三个条件，还有什么问题呢？神⼀
定垂听我们的祷告，⼀定从天上倾福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祷告的权利 
⻢太福⾳中，记载这段主祷⽂以前的⼀节，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 们
所需⽤的，你们的⽗早已知道了。接下去才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这⾥似乎有⼀⽭盾：既然在我们没有祈求以先，⽗都早已
知道了，那⼜何必祷告呢？然⽽这⾥偏偏说成⼀个祷告的理由，主说，你们
没有祈求以先，⽗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这个看似⽭盾的理
论实在告诉了我们⼀个最⼤的福份，就是祷告的权利。
神给了我们做他⼉⼥的权利，凡接待主基督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 他
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随之，他⼜赐我们祷告的权利，我们若奉主耶
稣的名，⽆论求什么，他必成就。这⾥主更深⼀层的启示我们：我们既然是
神的⼉⼥，我们所需⽤的，神都早豫备好了，不⽤我们再去求讨；⽽现在主
要我们祷告天上的⽗，实在是要我们去亲近他，像⼀个断过奶的哭孩躺在⺟
亲怀中，⼀⽆所求，只是安息在主的爱⾥。神既然是我们的天⽗，他爱我
们，他也需要我们的爱。我们多少时候像浪⼦⼀样，跟⽗亲讨了家业就到遥
远的地⽅去了，头也不回；逼得神要⽤苦难来赶我们、鞭逐我们，把我们带
回家中。浪⼦回到家⾥，⼀⽆所求了，连⼉⼦的名份都不敢要了，只要能呆
在家中，就是做奴仆也⽢愿。可是我们看⽗亲是多么慈爱，他早豫备好了
⼉ ⼦⼀切所需⽤的，⽽且都是上好的。⼉⼦⼀回到家⾥，⼀亲近⽗亲，不
⽤开⼝，不⽤求讨，⽗亲的爱不得不在各⽅⾯，各样物件上流露出来。你享
受到这种福份没有？你来到神⾯前光是求讨？还是享受神的爱，让神也享受
你的爱？

  三、祷告的原则 
主在教导⻔徒这篇祷⽂以前，告诫他们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爱站在会堂
⾥，和⼗字路⼝上祷告，故意叫⼈看⻅。也不可像外邦⼈，⽤许多重复 
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这⾥告诉我们⼀个祷告的原则：要做⼀个
祷告的⼈。⼼中隐藏罪恶，外表假冒为善，⾃以为义的⼈，怎么样祷告，神
都不垂听。真是向空⽓说话，⾃⾔⾃语的祷告。有⼝⽆⼼，念了⻓篇⼤论的
祷⽂的⼈，也是没有⽤。神不会被你美丽的⾔词⽽感动，他看重的是懮伤痛
悔的⼼，他接受的是⽤⼼灵诚实的敬拜。
我们在念主祷⽂时，要很⼩⼼这件事。因为主祷⽂从⼩背惯了，顺⼝就这样
溜了出来，没有再思索其中的意思。尤其是⼴东话的主祷⽂，编成四字⼀
句，有节有韵。同声念起来真是⾳韵铿锵，煞是好听。可是危险也就在这
⾥，往往我们就因⽽变成⼩和尚念经，有⼝⽆⼼。
我们看看这篇主祷⽂，实在是⼀幅美丽的图画，描述⼀个基督徒的⽣活。 
「我们在天上的⽗」表明我们有重⽣得救的身份；「愿⼈都尊你的名为圣」
是事事尊主为⼤；「愿你的国降临」－－传扬天国福⾳；「愿你的旨意⾏在
地上，如同⾏在天上」－－⽣活以神的旨意为中⼼；「我们⽇⽤的饮⻝，今
⽇赐给我们」－－过信⼼⽽感恩的⽣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的
债」－－有清洁的⾏为，也有饶恕⼈的爱⼼；「不要我们遇⻅试探，救我们
脱离凶恶」－－远离世俗的诱惑，靠主得胜⼀切；「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
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常存永世的观念，思念上⾯的事，使我们的
⽣命能藏在基督⾥⾯，在地上过天上的⽣活。
这篇主祷⽂实际上是教我们如何做⼀个祷告⼈，如何过祷告的⽣活，并不是
教我们如何背诵这些⽂句。原来表⾯的、仪⽂的东⻄在灵界都不发⽣什么作
⽤；惟有从⼼灵⾥发出的祷告，才能得胜魔⻤，才能⽀取天上的⼒量。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教导我们成为祷告的⼈，过祷告的⽣活。

这个⽉的宣教项⽬是仰光⽣命之河教会。虽然缅甸有90%的⼈⼝是佛
教徒，只有4%的⼈⼝是基督徒，但是那⾥却没有对基督徒的逼迫。然
⽽，传教在这⾥却并没有受到欢迎。⽬前，缅甸正在经历第三波新冠
疫情，并且是当前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这⾥的医⽣⾮但不能在安
全的环境中⼯作，还缺乏必需的医疗设施，包括氧⽓，药物和必要的
医疗设备。因为有很多⼈失去了⽣命，很多家庭不得不让⼫体停留在
家中数天以等待埋葬。 

许多绝望的⼈们在住宅的屋顶挂上旗帜，乞求帮助：⻩⾊旗帜代表需
要药物，⽩⾊旗帜代表需要⻝物。⼤量的居⺠在街道上排起⻓队等候
救命的氧⽓，⽽他们的亲⼈就在这漫⻓的等待中死去。 2⽉的军事政
变，以及因此⽽导致的医⽣罢⼯，更是给当地的医疗系统带来了致命
的打击。新成⽴的军政府的⼀项举措就是限制私⼈ 售氧⽓。即使在
⼤流⾏期间，军队滥⽤职权的报道仍屡⻅不鲜。当⼈们好不容易找到
⼀些可以购买的氧⽓时，武装⼠兵也会在场，他们中的⼀些⼈甚⾄会
把氧⽓瓶从需要的⼈们⼿中抢⾛。 

仰光⽣命之河教会⼀年前
刚刚成⽴，教会建⽴在⼀
座改建的房⼦⾥，⻘年⼈
中⼼也设⽴于其中。教会
坐落于仰光的北部，在机
场区域附近，靠近伊甸园
康复中⼼。教会同时也作
为20个⻘年⼈的住所，这
20个⻘年⼈在这⾥接受装
备，以准备将来在缅甸服
侍神。因此，这⾥的空间
⾮常的有限。 

牧师和他的家⼈也住在教
会⾥，ThawngHei牧师毕
业于新加坡神学院并取得
了神学硕⼠学位，同时也
取得了匹兹堡神学院圣经
研究硕⼠学位。他之所以
在这⾥服侍是因为他对教
会附近的穷⼈有着极⼤的
负担，热切的希望可以服
侍他们。上⼀个圣诞节，
在军事政变之前，有12个
⼈在教会受洗，并且每个
周⽇，这⾥都有25-30个⼈聚会。然⽽，政变后教会被暂时关闭，很多
⼈逃到了附近的村庄。 今年六⽉，虽然牧师重新开放了教会，但是因
为政治局⾯仍然不稳定，加上疫情像⽕⼀样的蔓延，整个社会处在⼀
⽚混乱当中，因此，每个主⽇只有10-12⼈在这⾥聚会。 

除了疫情之外，教会所在的区域还易受洪⽔的侵袭。当地排⽔系统⾮
常落后，结果导致下⽔道废⽔外溢，这直接导致了登⾰热的爆发。本
来已经因为疫情⽽缺乏的医疗资源实在⽆法应付登⾰热疫情，因此很
多⼈在⽆⼈知晓的情况下死在了家中。牧师把⻝物发送到最贫困的家
庭中，同时牧师也希望邀请更多的⼈到教会聚会，可是⼤规模的聚会
是被禁⽌的。缅甸的困境被全世界忽视，当地的教会更是感觉像是“属
灵的孤⼉”。除了我们经济上的奉献外，他们也很需要我们在祷告中记
念他们，为他们迫切地祷告，将缅甸及这⾥的教会带到主前，求主坚
固他们的信⼼并且求主帮助他们可以渡过难关。

仰光活⽔教会和⻘年事⼯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enev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