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崇拜 
主⽇崇拜有实体崇拜和线上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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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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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五旬节营会 
6⽉4-6⽇全教会实体在Les Mosses营地举⾏三天两夜营会。报名
时间4⽉中开始报名。 
主题：同⼼同⾏，作主⻔徒。讲员：孙柯楠牧师（巴黎基督教新
焦点教会） 

五旬节特别崇拜 
6⽉5⽇9:30-11:30崇拜在Les Mosses营地实体举⾏，同步⽤
zoom连线崇拜 ID 7924099706 密码123456. 

崇拜改地址时间 
6⽉12⽇改崇拜地址，因为法⽂教会开会，我们改在Paquis的
Emmanuel教会，地址是 Rue Docteur-Alfred-Vincent 4, 1201 
Genève 
公⻋＃1，＃25 Monthoux 站下⻋，⾛到正⻔ 进⼊教会。 
崇拜时间改为16:00-17:30。崇拜结束后17:30-18:30⼀起到湖边
草坪野餐，请各⼈预备野餐⼤家分享。 

奉献 
请转⼊PostFinance的帐户

Account number: 17-626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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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清洁 
5⽉7⽇⻘年⼩家，5⽉28⽇提摩太⼩家，6⽉18⽇弟兄⼩家。

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意更新

⽽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

旨意。 

罗⻢书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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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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 393 08 28 

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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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家    
刘新

076 769 2667

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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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慈⼩家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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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家 
Natacha/Evelyn

078 790 88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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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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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宣教焦点

缅甸的情况并没有好转。 Omicron在那⾥仍然很活跃，同时，许多⼭区
爆发了内战。 那⾥的⽣活⾮常艰苦，许多⼈⼏乎没有收⼊。 随着经济
的下滑和流⾏病的肆虐，整个国家的情形正在慢慢恶化。 对云彩⾏动
的直接影响就是本地运作出现困难，资源出现短缺。 

仰光康复中⼼ 

为了提⾼贫困家庭残疾⼉童的能⼒，云彩⾏动在仰光的伊甸园残疾⼉
童中⼼ (ECDC) 开展⼯作。 由于缅甸对残疾⼉童的治疗有限，这个康复
中⼼主要致⼒于对残疾⼉童提供免费的引导式康复教育，以促进⼉童
的身⼼发展。 

因为互联⽹在四五⽉份被军政府关闭； 七⽉有雷暴和洪⽔； ⼋⽉登⾰
热流⾏；九⽉发⽣流感。 所以，孩⼦们只能通过ZOOM的在线课堂接受
康复教育和课堂教学。 

与此同时，云彩⾏动继续⽀付教师⼯资，以确保运作能够继续。 然
⽽，在 7 ⽉份，包括该组织的负责⼈和创始⼈在内的 40 名员⼯中有 28 

⼈感染了 Covid-19。 尽管云彩⾏动帮助购买了必要的药物，但其中⼀名
教师和她的⽗亲还是去世了。 

由于贫困是参加康复中⼼的⼉童家庭的主要问题，云彩⾏动开始为160 

个家庭提供⽇常必需品，其中包括⼀袋缅甸⼤⽶和⼀瓶⻝⽤油。 到去
年年底时，接受⽀持的家庭数量增加到了 250 个。分发⽇常必需品给我
们提供了⼀个很好的传福⾳的机会，因为⼤多数接受帮助的是佛教家
庭……我们取得了令⼈⿎舞的结果！ 

彬乌伦家庭村 

该中⼼位于缅甸北部⼭区，其⽬标是为有需要的孤⼉和⼉童提供安全
和温暖的环境。 云彩⾏动在彬乌伦市启动了“孤⼉之家”项⽬，该项⽬
是以家庭模式创建的⼀所照顾孤⼉和特殊⼉童的学校。 2021 年，共有 

149 名⼉童在 14 个寄养家庭中得到照顾，这些家庭主要由当地缅甸⼈组
成。 

2021年2⽉1⽇缅甸发⽣军事政变，引发全国⼤罢⼯和⼤规模示威游⾏， 

物价⻜涨，许多当地⼈失业。 为保护孩⼦的安全，家庭村实⾏封闭管
理，孩⼦和同事不得擅⾃外出。 缅甸公⽴学校已经停课，因此在此期
间，家庭村内的格雷斯学校为孩⼦们提供包括缅甸语、中⽂和英语的
课程。 

关于 Covid，政府的政策是只为 13 岁以上的⼉童接种疫苗，因此村⾥的
⼉童都没有接种过疫苗。 2021年6⽉，⼀场⼤规模的疫情爆发，医院很
快变得⼈满为患，许多症状较轻的患者或年轻患者都没有收治。 尽管
⼀名志愿医⽣帮助了该村，并培训了⼯作⼈员如何使⽤氧⽓，但由于
缺乏氧⽓和药物，许多感染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到⽬前为⽌，机
构中共有13名同事和105名⼉童被感染，但经过隔离治疗，均已康复。 

感谢上帝！  

这个项⽬仍处于早期阶段，但对于这些孩⼦来说，它在饮⻝、医疗⽀
持、学校教育和基督教道德准则⽅⾯确保了健康的环境。 放学后，他
们和村⾥的其他孩⼦⼀起玩耍，⽆论外⾯的情况多么混乱，⾄少在这
⾥，他们都过着安定的⽣活。 

这是缅甸的关键时刻，您的代祷和⽀持对这⾥的⼉童有重要的意义，
请⼤家继续为这些项⽬的⼉童和⼯作⼈员代祷。 我们还需要祈祷上帝
继续在这⽚以佛教为主的⼟地上开⻔。求上帝保守，动荡很快结束。
待动荡结束后，这个国家也将更加需要云彩⾏动提供的物质上和精神
上的帮助。

云彩⾏动，缅甸-康复中⼼及家庭村庄
圣灵降临在信徒⽣活中的影响

--- 邝伟衡（回声⾕伤健福⾳协会总⼲事）

到......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就另
外赐给你们⼀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下同），叫他永远
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不能接受的；因为不
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
要在你们⾥⾯。......　（约⼗四8-17；25-27）
引⾔：圣灵降临节（五旬节）应是基督教最⼤的节⽇，不是
吗？基督受死三天复活，四⼗⽇升天，再⼗⽇就是圣灵降
临，那天轰动整个耶路撒冷城，甚⾄基督复活及圣灵⼯作的
救赎信息传⾄天下，也成为新约⼤公教会的开始，不过关于
圣灵的议题，教会却害怕讨论，也避免争议，为了延续基督
的天国事⼯及圣灵的恩惠，必须回到圣经中，反思神在信徒
中更深层的启⽰计划。试从约翰福⾳看圣灵给信徒⽣活的三
⽅⾯：
⼀、肯定神⼈关系的保障
应许赐下圣灵就是另外⼀位保惠师，又称为训慰师。马有藻
牧师亦提供多个译法涵意。安慰者（comforter）；说服者
（persuader）；中保（Advocate）；朋友（friend）；合法
助⼿（Legal Helper）；辅导师（counserior）；坚固者
（strengthener）；代求者（intercessor）等。以上⽤于法律
上较贴近原⽂，是为⼀个出庭辩⽅律师或提出控诉的法官，
他们的⼯作就如圣灵所作的：助辩、训勉、代⾔、忠告和安
慰，圣灵也称为“真理的灵”是神赐给相信的⼈，并要住在他
们⾥⾯。
神以圣灵居住在⼈的⽣命中，与⼈同在，作为神与⼈关系的
重要基础，也成为⼈的保障，祂不会让基督徒单独⽣活挣
扎，祂要成为我们的⼒量和帮助，表明神是爱。约翰⾮常重
视爱，他认为爱⼼唯⼀的考验就是顺服，顺服即是遵⾏神的
命令。我们爱不爱主，就是遵⾏神的命令中表明出来。遵⾏
神的命令表⽰爱主，也在基督⾥，圣灵也住在⼈⾥⾯，这种
是神⼈紧密关系的保障。
⼆、拿捏⽣活智慧的准绳
圣灵如在困境中受召唤来解决问题的⼈，也是⼀位在别⼈⽓
馁丧志时来⿎励⼈发奋的⼈。圣灵的⼯作就是要除去我们不

妥当的地⽅，使我们有⾜够智慧应付⽣活上各种的问题。圣
灵以成功来代替我们失败罪恶的⼈⽣。所以主的意思就是要
托付我们⼀项艰巨的任务在世上作门徒，为此再要派遣圣
灵，成为我们的帮助，带领我们，也赐给我们能⼒完成这
⼯。
圣灵的⼯作正是要引导⼈明⽩圣经，遵⾏神的命令，传道只
能够“按正意分解”（提后⼆15）。不能把圣灵感动与圣经分
开，没有圣经基础的圣灵感动只可能是⾃⼰的⼼理作⽤，甚
或是撒但的⼯作，没有圣经的讲道，也只能是邪门歪道。⼈
活在痛苦中，因为没有神的话语及圣灵的引导。我们拿捏圣
经不准确，也因为失去对圣灵认识及信⼼。正如掌握⼀些神
的资料（knowing about God）不等如认识神（knowing 
God）⼀样。圣灵有⾜够能⼒帮助我们⾯对⼀切。
三、带着平安喜乐的能⼒
主的应许永不会落空，我们可以透过圣灵如见主⾯，因为主
不会撇下我们成为孤⼉，⽽且圣灵要永远看顾我们。正如昔
⽇主耶稣升天后，圣灵在门徒中及教会⼤⾏奇事⼀样。⽽且
爱主的⼈必遵守主的命令，必蒙⽗及⼦爱他，在圣灵⾥就如
在基督⾥与主相遇。
圣灵要将⼀切的事指教我们，⽽且天天带领我们，要把神真
理的道不断进深领悟，完全明⽩神的旨意。另⼀⽅⾯，圣灵
经常提醒我们神的话，以致我们作任何的决定，有神的话作
为依据。圣灵帮助我们不犯错或骄傲，或甚犯错，也帮助我
们纠正，离开罪恶。并且要赐下平安，是忧伤、危险、胆
怯、痛苦也不能夺去的，⽽是主所赐的真平安，是没有⼈能
夺去的。圣灵就成为我们内在的⼒量，充满在基督徒的⽣
活??。正如保罗所说：“但愿使⼈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喜
乐平安充满你们的⼼，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有盼望。”
（罗⼗五13）
结论：“但圣灵降临在你们⾝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并要在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徒⼀8）靠着圣灵的⼤能⼤⼒，我们必过得胜有余的基督徒
⽣活，并且成为美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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