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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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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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上主⽇学，⽼
师⽤活动教导孩⼦学习神的话语和祷告。 

⽇内瓦历史之旅 
10⽉9⽇星期六14:00在Place de Neuve 宗教改⾰纪念墙
前集合，全程1.5⼩时左右，葛牧师为你讲述⽇内瓦改⾰
宗历史，红⼗字会历史，⽼城观光，名⼈故居观光。 
联络⼈：郭晋 电话0786938765  
电邮：jinguo23@gmail.com 

⽇内瓦华⼈圣经教会⾳乐敬拜赞美会 
时间：10⽉30⽇周六18:30，地点：教会，欢迎⼤家，也
请邀请新朋友⼀起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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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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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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娥

227960207

周六 
16:00-18:00

⻘年⼩家    
Ken/David 

078 629 7081 
078 730 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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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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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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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宣教焦点 我们在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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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饮⾷，今⽇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的债。不叫
我们遇见试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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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主祷⽂的开始，是主祷⽂的称呼，也是主祷⽂的钥匙。因为如果我们不
是站在神的⼉⼥的地位，我们的祷告便归于徒然。罪⼈不能⾃⼰亲近神，与
神⽆关⽆份的⼈不能⽤这篇祷⽂。他们必须先到⼗字架前，⽤宝⾎洗净了罪
孽，就是从⿊暗的权势，迁到神爱⼦的国⾥，在爱⼦⾥得蒙救赎，罪过得以
赦免；然后，他们可以⽤主的名祈求，可以靠着主进到神⾯前。
 
 ⼀、启⽰⼈类别有的境界
 「天上」－－这是⼈类常常忽略的地⽅。我们所注意的乃是地上，就是祷
告的时候，也常是顾到⾃⼰的需要、现实的⽣活、物质的环境、⽬前的利
益，没有注意到天上的事。我们真是愚蠢，祷告是要达到天上⽗神的宝座前
去的。如果我们不思念天上，打开天上的通路，祷告怎能上去呢？因此，主
在这⾥把我们的⼼思意念先提到天上去，扩展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知道当如
何祷告。
天上是怎样的？
根据圣经的记载，天上是永存的－－诗篇⼋⼗九篇廿九节说：我也要使他的
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哥林多后书五章⼀节：我们原知
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所造，在天上永
存的房屋。天上又是⽆量的－－耶利⽶〺⼀章〺七节：耶和华如此说，若能
量度上天，寻察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列后裔⼀切所⾏的弃绝他们；这是
耶和华说的。意思说没有⼈能量度上天。天上又是光明圣洁的－－启⽰录廿
⼀章廿三⾄廿七节：那城内又不⽤⽇⽉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  
羔⽺为城的灯。在那⾥原没有⿊夜。凡不洁净的，并那⾏可憎与虚谎之事
的，总不得进那城。天上也是平安快乐的－－启⽰录廿⼀章四节：神要擦去
他们⼀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
都过去了。
保罗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去，因此知道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如果我们 常
常思念天上的事，我们的祷告也就会转向更⾼尚的⽬标。我们会向往那永存
的东西，看轻暂存的物质；我们会颂赞神的伟⼤，觉察⾃⼰的渺⼩；我们会
追求圣洁、离弃罪恶；我们会盼望救主再来，儆醒等候。
 
 ⼆、表彰真神⽆⽐的慈爱
⽗，天上的⽗，这是何等亲切的称呼！在主耶稣以前，从没有⼈敢直接称呼
神为⽗，只敢将神的慈爱⽐喻成⽗亲的爱。他们都称神为耶和华、天上的主
等等。所以主耶稣⼗⼆岁的时候，对他⽗母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
应当以我⽗的事为念么？」他们都不明⽩他说的是什么（路⼆：四九－五
⼗）。后来，主耶稣有⼀次跟犹太⼈谈道的时候，说：「我所说的，是在我

⽗那⾥看见的；你们所⾏的，是在你们的⽗那⾥听见的。」那些犹太⼈也听
不懂，他们只知道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说：「我们的⽗就是亚
伯拉罕。 」（约⼋：〺⼋－〺九）甚⾄有⼀次，因为主说：「我与⽗原为 
⼀。」犹太⼈竟拿起⽯头要打他。他们现在知道了主所指的⽗，就是他们只
敢称为耶和华的神，因此他们要⽤⽯头打主耶稣，以为主是说僭妄的话（约
⼗：〺－〺三）。这些犹太⼈真可怜，他们倚靠律法，墨守成规，不肯相信
主耶稣为我们开了⼀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因耶稣的⾎，得以坦然进⼊⾄
圣所。
现在主教导我们祷告时，也把称呼神为⽗的权利，赐给了我们。也许我们已
经叫惯了天⽗，没有思想过这实在是个莫⼤的恩典，是表彰了真神⽆⽐的慈
爱。我们本是罪的奴仆，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主救赎了我们，使我们成为
神的奴仆，我们已经⼼⽢情愿了。然⽽神的慈爱不⽌如此，保罗在罗马书第
⼋章说得很清楚：「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你们所受的不
是奴仆的⼼，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的⼼，因此我们呼叫阿爸、⽗。圣
灵与我们的⼼同证我们是神的⼉⼥；既是⼉⼥，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
和基督同作后嗣。」
你看，⽗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我们也真是他的
⼉⼥。⾁⾝是他创造的，灵性是他重⽣的。他不是我们的⼲爸爸，也不是过
继的⽗亲，⽽是亲⽣⽗。他⽐我们⾁⾝的⽗母更好，因为妇⼈即或有忘记她
吃奶的婴孩，主却不会忘记我们。对这样⼀位⽗亲，还有什么不敢求的呢？
对他的答允，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
 
 三、赐给社会超然的关系
我们在天上的⽗，不是我的天⽗，⽽是我们的天⽗，是⼤家所共有的。凡接
待主耶稣的⼈，信主名的⼈，主都赐给他们权柄，作神的⼉⼥。
这个世界是个⾃私的世界，这个社会是个⾃私的社会。从个⼈、家庭，到社
会及国际间的许多问题，都是基于⾃私⼼产⽣的。什么都是我的、我的。我
的学问⽐你的⾼，我的家产⽐你的多，我的肤⾊⽐你的⽩，我的国家 ⽐你
的强。如果我们把「我的」这两个字消灭，⽽代之以「我们的」，我相信⼤
部份的争吵都会随之消灭。
这⾥所谓之「我们」，并不是少数的我们，也不是区别「你们」「他们」
「我们」的「我们」，⽽是普天下的⼈。因为天⽗只有⼀位，除了那些不肯
接受主名的⼈以外，⼤家都是兄弟姊妹。圣经上没有说，受浸礼的才是神的
⼉⼥，也没有说不蒙头的便不是姊妹。所以我们千万别在属灵的事上⾼筑围
墙，⾃呜得意，分清彼我，以致失去众⼉⼥间的交通。
 「我们」－－这个超然的社会关系，是基于「天⽗」－－认识神⽽来的，
中国有句俗语说：「千朵桃花⼀树⽣，同胞兄弟看亲⾯。」想到天上共同的
⽗亲，对弟兄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
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
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约壹四：廿）。
你有没有重⽣的经验？你可以坦然称「天上的⽗」吗？你与神的众⼉⼥之间
有没有甜美的交通？握住了这把钥匙，你的祷告才能发⽣效⼒。

欧洲有超过300万的华⼈，基督徒却只有0.7%。这是⼀个⼴⼤的
⽲场，未得之地，每个数字后⾯，都是有待拯救的灵魂，极需福
⾳。整个欧洲的300多间华⼈教会，只有不到⼀半有全职的牧者。
庄稼多⼯⼈少，欧洲急需牧者。

欧华神学院成⽴于2007年，是欧洲唯⼀的华⼈实体神学院，专注
于培养欧洲本地的牧者。欧华的异象是「愿欧洲每⼀个华⼈教会
拥有⾃⼰的牧者，让欧洲每⼀个华⼈牧者享有充⾜的装备」。如
今已经有近100位毕业⽣，在全欧洲35城市牧养教会。我们瑞⼠唯
有的两位全职传道⼈（在⽇内⽡和苏黎世）都是欧华的毕业⽣！

过去的⼗多年，欧华和西班⽛神学院共⽤在巴塞罗纳南部的校
舍，得以稳定的成长。但近来⼏年校舍已经不敷两个神学院使
⽤。因此欧华积极的寻找⾃⼰的校舍。感谢主，在疫情百般困难
中，祂为欧华开路，找到⼀个在巴塞罗纳西北郊⼗五公⾥的La 
Magina, Pallejà⼩镇的⼟地，总⾯积7千⼋百平⽅⽶，四周有⼩树
林围绕，是安静，环境优美的场地，是⼀个适合培育牧者的地
⽅。该⼟地可建筑⾯积为4千⼋百平⽅⽶，预计建造两栋⼤楼，分
别为宿舍⼤楼和教学⼤楼，建好后宿舍空间会是现在的三倍，教
室会是现在的四倍。

所需的总费⽤为750万欧元，要在未来三年中筹募到。⿎励⼤家为
此奉献。建造欧华神学院，就是在为欧洲华⼈福⾳事⼯培养传道
⼈，传承⽣命。

请⼤家慷慨的奉献！我们⼀同起来建造吧！

「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 
 ”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 

- 尼希⽶记⼆18  

国际欧华神学院建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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