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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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日 葛道宁牧师 赵云川 麦宝桢 陈爱珍 
郭坤 朱霞云 岳虹 黃月娥 恩慈 

小家

7月10日
D. 

Adamsbaum
刘胜昆 刘新 曹炳棋 

池千红 周韦伟 朱霞丽 主日 
崇拜

广东話  
小家

7月17日
D. 

Botwright
柯文全 曹炳棋 

卢天礼 
庄慧敏 傅新红 项祯怡 主日 

崇拜
喜樂 
小家

7月24日 葛道宁牧师 黃月娥 朱霞云 苏雅丽
麦宝桢 刘凤丽 Evelyn 柯文全 提摩太  

小家

7月31日 葛道宁牧师 葛道宁
牧师 黃月娥 郭晋 

Amanda 苏雅丽 黃月娥 柯文全 恩慈 
小家

8月7日 葛道宁牧师 庄慧敏 刘胜昆 吕月云 
郭晋 朱霞云 Evelyn 黃月娥 广东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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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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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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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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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星期六)
早上09:30，在葛牧师家，请弟兄姐妹参加。	

暑期安排	 女性之夜、姐妹小家及弟兄早餐会将会暂停至九月。	

庆祝中秋						9月18日崇拜后庆祝中秋节,共享月饼,亦会有爱筵(百家菜),	
																彼此分享相交。欢迎邀请新朋友一同参加。	
		
东欧短宣						10月14-19日	服事匈牙利的罗姆人和斯洛伐克的华人。	

                          http://www.cbcg.ch            

亲爱的兄弟姐妹:主内平安! 
	  
去年十一月,我们曾借参加日内瓦圣经 教会宣道年会的机会去过伯尔尼;今年四月 
再次应邀前往,与兄弟姐妹重逢,心中格外 高兴,也有许多感恩。 

(上帝的美意) 
伯尔尼团契的聚会由来已久。十几年前,三个基督徒的家庭从不同地方来到伯尔
尼定居。圣灵 感动他们开始了一周一次的查经聚会。当时,他们的家庭中最大的
孩子十来岁,最小的刚出满月。虽然在工作、生活方面面临不少困难,但他们仍然
坚持聚会。后来人数越来越多,家里已经容纳不 下了,于是就借用瑞士教会场地,搬
到现在这个地方,同时,也开始了主日敬拜。没有讲员,就请 其它地方的牧师、传道
人帮助,或者网上听道、自己查经。回顾走过路程,他们说:过去曾有被主 复兴的时
候,也有处在低谷的时候,但是神从来都没有忘记他们。感谢主,现在日内瓦圣经教
会定 期关怀帮助他们。他们相信,在伯尔尼建立教会,这是神的心意。 

我们这次在伯尔尼有十来天的时间。除了两次主日信息外,也探访了四个家庭,参
加执事同工 退修会,还安排了针对家庭和青年学生的两个座谈会。透过这些,使我
们对兄弟姐妹有了更深的认 识。正如在其它地方一样,神在伯尔尼招聚了许多爱
主的弟兄姐妹,并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这 次一到伯尔尼,就见到上次认识的一
个姐妹,发觉她整个人变化很大:不仅热心服事,而且很喜 乐。原来她已经受洗,并
告诉我们说:上次你们来时,神借刘嫂的一句话打开了她的心结,并在受 洗见证中分
享了这一经历。我们为她高兴,感谢神在她生命中的奇妙工作。 

伯尔尼有 60	位左右华人留学生,大都是读理工科博士或博士后的。因为是假期,那
天来座谈会 的有十几人,其中五位慕道朋友。座谈会很热烈、融洽,虽然没有做决
志祷告的,但他们提了许多 问题,并且非常认真地参与讨论。相信福音的种子已经
种下,时间到了就会收割。  

(老朋友重逢) 
在伯尔尼的第一个主日,一个女孩来到我们身边,直叫我们“刘哥、刘嫂”。听到
这样的称 呼,就知道必然是过去在巴黎认识的。但是,望着她亲切的面孔,只觉得面
熟,却想不起是什么时 候见过面了。正在不好意思的时候,她主动告诉我们十几年
前她在巴黎读书,并参加过尼希米团契 的聚会。学习结束后,她回到台湾,后来又来
到瑞士,目前已在伯尔尼结婚定居,现参与儿童主日 学的服侍。主日敬拜后她说:“这
么多年过去了,看到你们仍然到处奔波,我心里很感动!”。听 到她的话,我们心里
很受鼓励。虽然第二天她们夫妇就要回德国丈夫老家探亲,但还是邀请我们到 他
们家一起吃晚饭。那天我们渡过了一个美好的晚上。他的丈夫不开车,于是步行
陪我们走到一个 有公共汽车的地方。一路上,他高兴地向我们介绍路边的各种记
念性建筑等等。 

请与我们一起祷告: 
1.  愿神继续带领、保守伯尔尼的弟兄姐妹,成 就他的旨意,建成合他心意的教会; 
2. 今年夏季希望回国内探望家人和回国的学生 们,求神安排合适的时间。 

谢谢你!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  学园传道会 刘在胜、张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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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太九：37 - 39 

	 「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
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主常常教导他的门徒必须祷告，以及如何祷告，但是很少教导他们为什么事
祷告，他把这个留给他们自己去感受需要，去体会圣灵的带领。但是在这里，主耶稣
很清楚地嘱咐门徒要记念一件事：因为庄稼多，作工的人少，他们当呼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在上一课午夜朋友的比喻中，主耶稣要门徒了解祷告不能自私；在这一课
中，他则说明，祷告是使别人蒙福的能力。天父是庄稼的主，我们为圣灵的工作而求
时，也当求他预备并打发工人去做工。 

	 这不是很奇怪吗?主为何要求他的门徒为此祷告呢？他自己难道不能祷告
吗？主的一个祷告岂不胜过门徒千百个祷告？而神，这位庄稼的主，难道没有看出这
个需要吗？难道没有他们的祷告，他就不会在他认为恰当的时候打发工人出去吗？这
些问题引导我们进入祷告更深的奥秘中，认识祷告在神的国度中所具有的影响力。这
些问题的答案会使我们确信，祷告的确是一种能力，庄稼的收聚和神国度的降临均有
赖于它。 

	 祷告不是形式，也不是表演。主耶稣就是真理，他所说的一切也是真理。他
“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36 节)因此他
要求门徒祷告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做工。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真正相信他们的祷告
是有必要的，能够促成这事。肉眼不能见的世界对我们而言，彷佛是被一层幔子遮住；
对神圣的主耶稣而言，这层幔子却是透明的。他对属灵世界中隐秘的因果关系看得很
深、很远。他在神的话中早已标明：神曾呼召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撒母耳和但
以理，赐给他们权柄奉他的名向世人夸胜，同时也赐给他们权柄与权利，在有需要时
能呼唤属天的力量来帮助他们。他知道神曾将地上的工作托付给古代的先知们，现在
托付给他，而不久之后就要转交给门徒了。他知道，神的工作托付他们，不是一种形
式或一出表演；工作的成功与否，端赖他们是否忠心。主耶稣看见周围无牧之羊，深
感自己孤身一人，受人的体力与生命的限制，一回短暂的巡访所能作的何等有限，他
渴望有人帮忙，能好好照料羊群。因此，他要门徒现在就开始工作并祷告，而当他们
从他手中承接牧养的工作之时，也要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作工”这件事，当成
主要的祷告内容之一。神把工作托付给使徒，成效惟赖他们的表现；他同时也赐给他
们权柄，可以求他打发人来帮助他们；而这份供应端赖他们的祷告。 

	 基督徒太少真正体会到田里的庄稼已经发白，为此忧心焦急；他们也不太相
信工人的打发有赖于祷告，以及祷告真正能“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不是说他们不
知道或不讨论工人的缺乏问题，也不是说他们没有做过一些努力来供应需要。但是太
少有人对无牧之羊的负担强烈到一个地步，以致产生一股信心，相信庄稼的主必然会
因着祷告而打发工人出去；并坚信，若没有这样的祷告，成熟的庄稼将会腐败、毁灭。
但是，实况正是如此。何等奇妙，主会把他的工作交给教会，他何等信赖他们，视他
们为自己的身体；唯有借着教会，他的工作才会完成；主所赐给他们天上、地下的权
柄何等真实，以致于工人的数目和庄稼收成的多寡真正依赖他们的祷告。 

	 这个思想何等严肃！为什么我们不顺从主的命令，更热切地呼求神打发工人
呢？原因有两个。 

	  

	 第一，我们没有主耶稣那样怜悯的心肠，而这正是引发这项呼求的动机。
若信徒知道，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以及完全为神的荣耀而活在人间，是神对被赎的
儿女的第一条命令，他们就会体认那些还未得救的人是主托付给他们的责任。若他
们不仅把那些人当成工场，更把他们当成爱和关怀的对象，不久之后，那些将亡之
人绝望的情况便会触动他们怜悯的心，然后他们才会以从未有过的热诚向天上发出
呼求：主啊！请打发工人。 

	 在这时我们就会感受到，我们忽略这个祷告的第二个原因 -- 缺乏信心；但
是我们的怜悯会不断呼求，因此可以胜过这点。我们对祷告的力量太没有信心，不
以为会产生具体的果效；我们太不与神亲近，并且没有完全将自己献给神，因此对
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没有信心。哦！让我们祈求能有主耶稣那样的生命，让他的怜
悯注入我们心中，他的灵就要叫我们确信祷告必蒙垂听。 

	 “求主打发工人”这样的祷告是在祈求双重祝福，也会得着双重祝福。 

	 第一，是祈求全时间事奉神的人能够增加。主的教会有一个严重的缺陷 -- 
有时找不到人来事奉神，诸如牧师、教师、圣经教师等。如果神的儿女能为自己的
生活圈或教会祈求工人，神必赐下，因为主耶稣是庄稼的主，他已升天，为要赐下
各样恩赐，就是圣灵的恩赐；其中最主要的恩赐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但是恩赐的
供应和分配是靠头与身体的合作，而惟有祷告能导致工这种合作；有信心的恳求者
将会兴奋地发现工人与工作的方法。 

	 第二件当求的祝福，也有同样的重要性：让每一个信徒都成为工人，没有
一个神的儿女蒙救赎而不叁与事奉，没有一个人延误天职。我们当求主将奉献的心
志充满他的子民，没有一人在葡萄围里闲站。无论何处发出缺乏工人的呼声，或者
缺乏合适工人的呼声，我们就当祷告，因为神应许他要供应。若有什么地方没有主
日学工作，没有地区探访，没有圣经研读，没有救济的工作，神不会不供应，或者
不能供应。或许会需要花上时间与情词迫切的祷告，但基督命令我们求庄稼的主打
发工人，这就是祷告必蒙应允的凭证：“我告诉你们，他必起来，照着他所需要的
给他。 

	 多么神圣、有福的思想！神已经把这权柄赐给我们 -- 借着我们的祷告可以
供应这世界的需要、坚固神的工人。庄稼的主必然垂听。呼召找们特别为此祷告的
基督，也会因我们奉他的名、关怀他的事工而支持我们的呼求。让我们分出时间投
身在这件代求的事上；这样的祷告会引导我们与主耶稣怜悯的心相交(就是这份心
怀令他要求我们祷告)，并会提升我们看见自己的君尊职份，因为神认为我们的心
意对他国度的推展具有影响力。我们将会感到自己真是神在地上的同工，他诚恳地
将工作分派给我们。我们将会分尝耶稣心灵的痛苦，以及他心中的满足，因为我们
知道，我们的祷告必蒙回应，是使别人蒙福的唯一导管。 

(摘自「在基督祷告的学校」--慕安得烈)	 

祷告产生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