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会地址：Rue Cherbuliez 7 , 1207 Genève 
(乘2﹑6路公⻋⾄＂Rue du Lac＂站下⻋，在第⼀路⼝右转，直⾛约30⽶处的7号) 
联 络 ⼈：葛道宁牧师  ⼿机: 076 580 32 13        ⻩⽉娥师⺟  ⼿机: 076 525 8498  

日 期 讲道 领會  领祈
祷 招待 幼兒 

主日学
兒童 

主日学
少年 

主日学 茶点

1月3日 葛道宁牧师 柯文全 黃月娥 曹炳棋 
池千红 朱霞云 岳虹 主日 

崇拜 喜樂小家

1月10日 葛道宁牧师 金環 麦宝桢 郭坤 
麦宝桢 刘凤丽 项祯怡 赵云川 提摩太  

小家

1月17日 葛道宁牧师 赵云川 刘新 郑水燕 
林志祥 周韦伟 池千紅 黃月娥 恩慈小家

1月24日
Anni 

Rasolomam
pionona

刘胜昆 曹炳棋 周韦伟 
Amanda 

傅新红 于燕 主日 
崇拜

广东話  
小家

1月31日
Derek 

Adamsbaum
葛道宁 刘胜昆 曹炳棋

池千红 朱霞云 黃月娥 刘旭东 喜樂小家

2月7日 葛道宁牧师 黃月娥 朱霞云 武亚茹 
项祯怡 赵金环 岳虹 主日 

崇拜
提摩太  
小家

2016年主题：在祷告中经历神，在生活中荣耀神

周一 15:30-17:00 
周四 13:30-15:30 
周五 19:00-22:00 
周五 19:00-22:00
周六 11:45-14:30 

喜乐小家     麦宝桢/郑水燕
姐妹小家     朱霞云/刘凤丽 
恩慈小家     黄月娥/葛道宁 
提摩太小家 柯文全/武亚茹
广东话小家 曹炳棋/卢天礼

076 493 3753 / 078 744 5659 
076 421 9973 / 078 750 9799 
076 525 8498 / 022 796 0207 
078 629 7081 / 078 903 5890 
078 949 5852 / 022 940 2953

主日崇拜		 每周日的15:30-17:00	主日崇拜。讲道时间中，会有儿童及少
年主日学。	

祷	告	会	 每周日的14:30	-15:15,	为教会及崇拜祷告。1月9日(星期六)
早上09:30，在葛牧师家，请弟兄姐妹参加。联系电话：076	
580	3213。	

女性貼心事		 1月18日(星期一)晚上19:00-21:00，在林娜姐妹家聚会，欢迎
所有女性朋友参加。联系电话:	022	7315608。地址	:	La	
Voie-Creuse	6,	Genève.	(A	楼)	

弟兄早餐会	 1月23日(星期六)早上8:30-10:00，在葛牧师家。主題為「在
職場中榮耀神」,	欢迎所有男性朋友参加。	

会員大会						1月31日崇拜後17:30举行教會會員大會,請教会會員務必出席,
歡迎	尚未成為会員的弟兄姊妹列席。	

	新春崇拜						2月7日(除夕)下午3:30,	将有新春崇拜。崇拜之后我们一起				
															庆祝春节,一同包餃子。请大家带个菜来分享,一同共进晚餐	

                          http://www.cbcg.ch                      2016年1⽉

圣经中有⼀双夫妇─亚居拉和百基拉(徒⼗ ⼋:1-3),同为主作
美好的见证,就连使徒保 罗也于他的书信多次题及他们的名
字。虽然圣经 中没有很多篇幅详细描述他们的事迹,但在这
样 的“不起眼”当中,还是显出了他们的不平凡, 让我们从中学
习。 我们也能从亚居拉和百基拉夫 妇看到這對被差遣到中
國宣教的模范夫妇。他們 同⼼同⼯,远远的跑到中国服侍。
他们将所领受 到的教導毫⽆保留的与⼈分享,並 爱⼼款待,开 
放家庭,使之成为聚会的地⽅,造就眾⼈。从他 们写给我们的
代祷信中,我们看见神如何使⽤他 们,更令我们惊喜的是他们
结婚⼗⼀年后--去 年神迹地喜获愛⼥,这全是神的祝福。上⽉
亦经 歴主的帮助,奇妙地失⽽复得可以继续留在中国 服侍,帮
助神学⽣们学习圣经原⽂,培训新⼀代 熟悉圣经原典的传道
⼈。

愿他們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帮助我们能见 证神和叫⼈得造
就。、去建⽴祂的教会和祂的国。 

Joel & Barbara de Ben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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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过得很快，2016年已经来到了。在新的一年开始时，我要和大家
一同思想一段经文：葡萄树的比喻（约翰福音十五章1-8节，新汉语译本）。
这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一夜，最后晚餐之后，从马可楼走向客西马尼园的

路上，经过了葡萄园时，对门徒所说的一段话。主借此教导我们真理，而这
真理正和我们今年的主题「在祷告中经历神，在生活中荣耀神」十分有关
系！我们分四点来思想： 

	   一。我父是栽培的人：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我身上所有不结果子的枝条，他

都剪去；所有结果子的，他都修剪干净，使枝条结出更多果子。 现在借着我
对你们所讲的道，你们已经干净了。（约十五1-3） 

	 园丁（栽培的人）有两个责任：首先是栽培，他将藤子架好，让葡萄
藤长到有阳光的地方，并且施肥，使得葡萄枝条得到养分。这不正是我们天
父所做的吗？祂预备了一个好的环境，让我们可以成长，也给了我们祂的话
语，让我们心灵得到饱足。园丁的第二个责任是修剪。把不结果子的枝子砍
掉，免得给葡萄藤添加重量，同时也是修剪掉不好，阻拦成长的部分，让枝
子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子来。我们的天父也是如此，祂让我们经历一些困难，
苦难，为的正是要把我们生命中不好的部份剪掉，如此才可以成长、结果
子。	  

             二。住在我里面：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你们里面。枝条若不留在葡萄树上，凭
自己并不能结出果子。同样，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
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结出许多果
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必定像枝条一样
被丢在外面枯干，人收集起来，扔进火里烧掉。 （约十五4-6） 

	 这里用葡萄枝和葡萄树来比喻我们和耶稣的关系：祂是葡萄树，我们
是葡萄枝，枝条一定需要连结在葡萄树上，否则会枯干，一点用都没有，只
能仍在火里面烧掉。我们也一样，如果离开了基督，什么都做不了的！而且
葡萄枝条唯有连在葡萄树上，才会结果子，且是多结果子。我们也是如此，
离开了基督，就没有什么用处！更糟糕的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白白浪费
一生！ 

	 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秘诀：连结在基督里面，这里耶稣用「住在我里
面」！ （stay，remain，abide in me）这里的住在就是时时刻刻都停留在的意
思。我们和耶稣的关系不是有事找祂，没事把祂放在一旁。而是需要无时不
刻，时时刻刻的保持和主沟通，随时都可以和祂谈话，向祂求问！

         

 三。在祷告中经历神：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不论你们想要什
么，祈求吧，就给你们成就。 （约十五7） 

	 当我们住在神里面时，首先的成果就是可以经历到祷告的能
力！当我们住在主里面，更是让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的祷
告就会成就！这不是说神给我们一张空白支票，我们可以随意填写任
何东西，而是说，当我们让神的话填满我们的心，我们时时刻刻都是
和主相连的话：我们便可以在祷告中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祂是
听祷告的神！弟兄姊妹们，你愿意经历神吗？愿意在祷告中经历神
吗？那么就住在祂里面并时时与神借着祷告交谈，借着默想祂的话沉
浸在祂里面！	 

             四。在生活中荣耀神 

	 你们结出许多果子，也就是我的门徒，我父因此得着荣耀了。 
（约十五8） 

	 第二个成果就是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
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五22-23）．这果子是生命最
深处的改变，从我们的性情改变起的，有了里面的改变，一定会表明
在日常生活中的。最终的结果是他人看到，明白到这是来自于我们与
神的关系，会把荣耀归给神，因此神也就得到荣耀了。弟兄姊妹们，
你渴望生命的改变，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让神得荣耀吗？那么就住在住
里面，靠着他结圣灵的果子来。 

	 但愿2016年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转机，也成为教会见证的转
机，我们不断的住在主里面，让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在祷
告中经历到神的真实，也就更多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荣耀神！阿门！

葡萄树与枝子——牧师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