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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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有祷告会。 

实体主⽇学 
按年龄分班主⽇学：少年班，⼤／中班和⼩班在每周⽇下午3:30
参加教会崇拜后到各个教室室上主⽇学。 

教会会员⼤会 
1⽉30⽇崇拜后17:30-19:00教会会员⼤会，讨论2022年年度预
算。请各教会会员实体参加会议。 

春节福⾳崇拜 
2⽉6⽇初六教会崇拜是春节福⾳聚会，弟兄姐妹邀请朋友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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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清洁 
1⽉15⽇ ⻘年⼩家

6应当⼀⽆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7神所赐、出⼈意外的平安必在
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怀意念。

腓⽴⽐书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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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主题：�
同心同行，作主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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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 393 08 28 

周四  
09:00-11:00

路得⼩家    
刘新

076 769 2667

周五 
19:00-22:00

恩慈⼩家    
⻩越

076 250 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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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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宣教焦点

今年是我在B国宣教的10年，2011年我离开侍奉多年的家乡，进⼊寒冷
的关外之地。在2011-2016 年间，我初尝宣教所结的果⼦—⼤量的⻘年
⼈兴起在关外服事。初⼊⽲场，看到有许多需要，什么是该做并且需
要改变的，我想给得更多，这些不断催逼我只是看向前⾯，如何建造
神的⼯⼈，如何兴起这世代的年轻⼈为主作光作盐，如何在似是⽽⾮
的道理中帮助祂的⼉⼥的⽣命建⽴在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中。
⼤量的年轻⼈起来跟随基督，神的⼯⼈经历与圣灵的同⼯的满⾜与轻
省，虽然每年都有处理不完的各样问题，但这些让我们更加信靠与呼
求神。我也经历这⼀切劳碌所得的美好奖赏，神将得救的⼈数不断的
加给我们，当看到神的⼉⼥因认识祂的丰富与慈爱⽽带来⽣命的转变
与喜乐，让我觉得⼀切的挑战和经历都是值得⽽且满⾜的。

但当事⼯持续有着惊⼈的成⻓，我开始意识到⾃⼰内⼼的需要，身体
也跟着出状况，才意识到神透过我身体的医疗需要与突发的事件预备
我的⼼离开我所爱的关外之地。

2016-2021，我的服侍进⼊挑战与信⼼依靠的阶段—建造神国⼯⼈。 
2016年我接下更⼤事⼯范围的带领的职务，搬离关外，在⼤城中开始
带领全国的⻘年⼈事⼯，后因⼀些⾮个⼈原因，我先暂时离开回家
乡，开始我在B国事奉的⼜⼀个5年。因种种限制，较多时间我在线上
带领与牧养B国的⻘年事⼯的各地区的负责⼈。⼀年只有2-3次可以⾯
对⾯的带领宣教地的同⼯会议与训练，⻘年⼈事⼯的传道⼈都相当的
年轻，因此需要教练他们如何倚靠神来带领事⼯及帮助他们⽣命的成
熟。特别这两年疫情等原因，种种限制让我更多的探索创意与弹性来
拓展事⼯，因为许多新的尝试常常⽆法⼀次就成功，如何⿎励传道⼈
不灰⼼继续有动⼒并依靠神凭信⼼前⾏便成为最⼤的挑战。尽管如
此，每次的会议与⼩组我还是被这些年轻的传道⼈的勇敢与对神的忠
⼼所感动。
    
⼼应该是我们最不容易认识的⽣命的⼀部分，它被太多的东⻄隐藏包
装起来了。但当停下来要去认识它时，却觉得它是如此的模糊与难以
看清。上半年我透过卢云的两本书(附录)，帮助我每周花些时间学习去
正视⾃⼰的内⼼，认识脆弱之处的⼒量。它不是坚硬的，⽽是像⽔⼀
般柔软却坚定的⼒量。慢慢的，我的教练别⼈的⽅向与关注点改变
了，不论是个别教练或是⼩组教练，在乎的不是发⽣什么事、做什
么，⽽是对⽅的⼼如何去思想与感受所带来的回应与⾏动;我们之间的
对话也改变了，更多的是谈到耶稣祂的⼼与他的感受，最后才谈到他
会如何去⾏动。耶稣成为我们的主⻆，成为话题的中⼼，祂的同在与
爱在我们⾯前彰显，以致当我们再回看⾃⼰事⼯与环境种种的考验与
搅扰时，我们彼此都有那满⾜的平安可以继续勇敢的解决问题与挑
战。

邀请你继续为我及我服侍的事⼯祷告：
1.求神使我有渴慕祂、安静的⼼明⽩祂的⼼意，找到好的资源，继续在
灵性塑造这⽅⾯成⻓，与带来属灵⽣命的蜕变。
2.为未来的⽅向祷告，求神帮助我和同⼯们看⻅那最重要的事（路加
福⾳ 10:38~42）继续清楚神要我们参与与回应的服事，发挥⾃⼰的恩
赐与负担，并继续突破信⼼领域来回应。
3.在教练领袖的服事上继续看⻅神的祝福，求神赐下智慧知道如何安排
⾃⼰的时间与精⼒。

⼩如姐妹-台湾学园传道会
恩典中的平安和喜乐

葛道宁牧师新年寄语

弟兄姐妹们好， 

⾸先祝⼤家2022年新年快乐！愿主在这⼀年中继续看顾保守你们，

就像他保守了我们过去这两年⼀样。 

在这新的⼀年的开始，我想和⼤家分享上帝在过去这两个⽉，我在
家⾥⾯养病时，⼀直在提醒我的两个字：恩典。我这段时间读了两
本书：Max Lucado的 “In the Grip of Grace” 和 Chuck Swindoll 的 “Grace 

Awakening”。你们看到书名，这两本书都是有关恩典（Grace）的。

这是我在住院的⼗多天中，上帝让我体验到：我所有的⼀切全都是
他的恩典。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恩典，我可能会病得更严重，甚⾄有
⻓期的后遗症！上帝要我学习的功课，就是紧紧的抓住上帝的恩
典，和他恩典所带来的平安与喜乐。 

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上帝因着爱，屈就了我
们，接纳我们，将他的爱和怜悯赐给了我们！恩典的相反是功劳，
功劳是我们⼯作的⼯资，是配得的，不是⽼板给的恩典，是他应当
给予的⼯资。如果我们⽤这样的态度来⾯对上帝的恩典，我们就⼤
错特错了！ 

⾸先，我们的信主得救本身就是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句在
以弗所书第⼆章⼀连出现了两次（第四、⼋节）。我们死在罪恶
中，⽆法⾃救，是上帝的怜悯，从天上伸出他的⼿，借着耶稣基督
的⾁身降⽣来拯救我们。这是⾸要的恩典。不是我们劳苦⼯作赚来
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开始⾛天路时，是否就不需要恩典了呢？不是
的！我们基督徒⽣活中最需要的平安和喜乐，都是来⾃于上帝的恩
典！ 

⼀。平安是对上帝之恩典的笃定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安全感，是因为对未来的没有把握，不确定上帝
是否会看顾我们，是否会继续施恩于我们。因此我们紧张，害怕，
患得患失。这次疫情不就是如此吗？我们害怕出⻔会被传染，怕去
聚会会感染。但如果我们明⽩到，上帝乐意给予我们恩典，他的恩
典必定够⽤，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我们的⼼⾃然也就能安稳下
来，就有平安了。 

平安不是凡事顺利，⻛平浪静。⽽是内⼼中对上帝恩典的笃定！这
也是我在病床上⾯的经历，我这次病虽然很痛，却没有苦，因为我
知道，我的⽣命在上帝的⼿中，我是他的⼉⼥，祂的恩典必定会扶
持我的。所以⼼⾥⾯有平安，⼼情很平稳，胃⼝很好，就算在半夜
痛醒的时候，也仍然可以祷告，靠着主⼜回去睡觉！就如我分享过
的，这就是腓⽴⽐书三7的话：“神所赐、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
督耶稣⾥保守你们的⼼怀意念。”。平安在⼼⾥⾯，不在环境中，平
安是上帝所赐给的，不是我们配的，是上帝的恩典！ 

⼆。喜乐是在上帝恩典中的享受 

我们很容易在事物中寻求快乐，当疫情来到，我们被迫关闭在家⾥
⾯，出⻔也是提⼼吊胆，忽然间，我们失去了快乐！很多⼈因此⽽
忧虑，甚⾄得了忧郁症！ 

但这快乐并⾮是真正的喜乐！保罗所写的书信⾥⾯，最多提到喜乐
的是腓⽴⽐书，是他在监狱⾥⾯写出来的。可⻅喜乐不在乎外在的
环境！喜乐不是快乐，快乐是短暂的，表⾯的，看⼀个喜剧电影可
以让你笑到肚⼦痛，但是，从电影院出来时问题仍在，⼼中的忧愁
⼜回来了！ 

那么，喜乐在乎什么呢？真正的喜乐来⾃于上帝，我们领受了上帝
的恩典，在他的恩典中安息下来，内⼼有平安，⾃然就喜乐起来
了！诗篇16篇更告诉了我们喜乐的源头：“在你⾯前有满⾜的喜乐，
在你右⼿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就有满满的喜乐（fullness of joy) 和

永恒的福乐（pleasure forevermore），是在主⾯前，在他的右⼿（有

能⼒，施恩的⼿）中才有的。我们⽣活在上帝的同在中，享受他赐
予诸般的恩典，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喜乐的呢？这种的喜乐是源⾃
于内⼼的，⽆法被夺去的！ 

所以，不要在地上的事物中寻求喜乐，那是不可能的，短暂的；让
我们更多的活在上帝那⾥，更多的数算上帝的恩典，就能够喜乐起
来了。 

越多数算上帝的恩典，也就会越多经历上帝的恩典，越多经历上帝
的恩典，我们的⼼也就越多能安息，就能够多享受上帝的恩典，就
有越多的喜乐了。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由⼼⽽说：“然⽽我今⽇成了何等⼈，是蒙神的
恩才成的”（林前⼗五），并且定意要活在上帝的恩典中，那么在
2022年中，就有满满的平安，和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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