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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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学

小班
主日学
中班

主日学
大班

少年 
主日学 茶点

9月4日
葛道宁
牧师

赵金环 曹炳棋 吕月云 
武亚茹

周韦伟 
林思颖

岳虹 黃月娥 柯文全 广东話  
小家

9月11日 葛道宁
牧师 庄慧敏 刘胜昆 苏雅丽 

陈爱珍
成帅华 
顾灵佳

傅新红 Evelyn 赵云川 喜樂 
小家

9月18日
葛道宁
牧师 赵云川 麦宝桢

曹炳棋 
池千红 

林群 
麦宝桢

周韦伟 Natacha 舒骏 提摩太  
小家

9月25日 Beryl 
師母 柯文全 朱霞云 Amanda 

周韦伟
苏雅丽 
陈钦

池千红 郭坤 主日 
崇拜

恩慈 
小家

10月2日 黃月娥
師母 刘胜昆 苏雅丽 郭坤 

郭晋
朱霞云 
陈爱珍

于燕 刘凤丽 柯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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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六)早上	
													09:30，在葛牧师家，请弟兄姐妹参加。	

弟兄早餐会			9月17日(星期六)早上8:30-10:00，在葛牧师家。欢迎所有男性朋友参加。	

女性贴心事			9月26日(星期一)晚上19:00-21:30,在Maureen姐妹家聚会。欢迎所有女	
													朋友参加。联系电话:	022	349	62	39。		
													地址:8,	avenue	Adrien-Jeandin,	Thonex,大门密码:	1358。	

特别培训					主题：如何接触和传福音给穆斯林。讲员：Simon和	Hannah。	
													时间：九月三日和九月十日（周六）下午15:00-17:00。	
													地点：教会。鼓励弟兄姊妹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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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代祷	

洗礼									十月底月将会有洗礼，凡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并愿意在众人面前见证主	
													和归入基督身体（教会）的弟兄姊妹，请向牧师报名。	

                          http://www.cbcg.ch            

亲爱的伙伴们：	  

	 一直想写信给大家，只是应接不暇的状况让我无法坐下
来好好写些什么。过去的两个月常听到也在面对关于外在的环境
各种不利的状况，但在禾场上却持续传来各种生命改变与事工突
破令人激励的消息。学生没有被这些从当局与环境的不友善而丧
胆，相反的，他们更加主动积极地承担福音的使命，勇敢的在校
园里为祂做见证。他们的生命与影响力也带来对神更专注的信靠！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也让我们继续等候神的作为。但这封信
也是最后一次以关外家书的名称寄出，心中总有万般的舍不得，
但愿主的心意成就。 
早上经常没有课的其中一个好处是我的室友（或者其他朋友）什
么时候想聊天，我就什么时候可以跟她们聊天。。。即便她们半
夜来找我分享深刻的问题。我们经常有这种分享。我喜欢这种交
流，不过经常感到我需要更多智慧才能知道怎么帮助她们、怎么
劝她们或者什么时候要默默地听她们，愿意这样什么都不说常常
是最难做到的一点。 
	 	 	 	 小如. 

请代祷记念: 

1. 请为在里面的安全祷告,当局的干预与限制越来越多, 他们关注
的力度有点多了,这都对事工带来很大的震荡。求神保护祂的工
人和事工,并给我们所需的信心与恩典, 请为每个地区的领袖有
判断的智慧来回应与带领未来的 方向祷告 

2. 对于未来的道路是真的很迷茫,几次的周折需要时间沉淀还有整
理我的心情,需要祂的恩典显明祂的心意,并求神使我可以用温
柔与顺服的心回应祂的心意。请继续 为我寻求未来的道路纪念。

3. 下星期就会回到台湾,这次回来预估会待一段时间,请 为回到台
湾的许多事情的安排有智慧,还有陪伴家人并 适应未知的状况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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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可十一：24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所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 只
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这是何等的一个应许！它太博大神圣，我们狭窄的心不能领受，以至多方设
法为它作些自以为安稳的设限，而不容它以主本来所赋与的权柄与能力来开展我们心
境的容量，好接受主在他的爱与权能中预备为我们成就的事。信心不单是承认主的言
语是真理，或是从一些前提得到结论。信心是耳朵，听见主应许的声音；是眼睛，看
见主履行应许。所以，只要真有信心，祈求就不可能不得着。他要我们祷告时“信是
得着”，只要我们做到这一点，他就会负责成就他的应许：“就必得着”。所罗门祈
祷的主旨(代下六：4)，也应该是所有真祷告的主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
颂的，因他亲囗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这是喜乐的敬拜，确知神亲
囗所应许的，必亲手成就。让我们以如此的心灵来聆听主所给的应许；其中每句话都
有神圣的信息 

	 (1)”凡。。无论是什么”，这话靠得住吗？我们人的头脑立刻会对这几个字
产生怀疑。但是这话话若靠不住，主何必非常确凿的说呢？而且他不只是在这里如此
说，在别处也有类似的应许：“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九：23)"你们
若有信心。。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太十七：20)若神的灵按他的话语要在
信徒心中作工，必须全然透过信心，那么神的应许不能不成就；信心是神应允的先声
与凭据。是的，“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而人的理性往住想在这里插入一句话，就是附带一些条件：“如果方便的话”，“如
果所求的合于主的旨意的话”，来削弱这看来危险的警句的力量。我们要小心，不可
如此处理神的话。他的应许是最诚实的。他重复强调这些字，就是要它们深入我们的
心中，晓谕我们信心的能力何等浩大；这位“头”是何等真诚地要肢体分享他的能力；
我们的天父又何等全然愿意将他的能力交付给对他深信不移的孩子。这些字是信心的
食物与能力，削弱这些字，就是削弱信心。这些字表明没有条件、唯一的条件是“信”
所包含的一切。在我们能相信之前，必须先明白神的旨意。相信是心灵的运作，是那
降服于神的话语和圣灵引导之心灵的活动。一旦我们相信，则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求
神禁止我们削弱他的话，以为这些字等于我们认为可能的事。让我们简单地以基督的
这几个字作为信心的度量和希望。这几个字如同种子，如果我们照主的意思领受，存
之于心，它将要发芽生长，使我们的生命充满它的丰富，而多结果子。 

	 (2)"凡你们所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这是说：我们必先为“凡事”祈祷，
然后才能得着。能得着应允的信心是祈祷的结果。从一方面说，有信心才能祈祷；从
另一方面说，信心是祈祷的成长与结果。在与主面对面的灵交中，信心就能跃起，掌
握住原本以为过高的事。在祈祷中，我们把心愿陈明在神旨意的光中，我们的动机受
到考验，要证明我们是否按主名而求，单要荣耀主。在祈祷中，我们等候圣灵引导指
示，看我们是否以正直的灵，求正当的事。，在祈祷中，我们能发觉自己的信心不足；
我们就被引导着向父神说：我们要相信；然后借忍耐的信证实我们信心的实际。在祈
祷中，耶稣教导我们，并激励我们的信心。若自以为信心不足，还不能得到应允，因
而拖延不祷告，或在祷告时气馁，就绝对学不到信心。若开始祷告祈求，就会发现：
赐信心的灵会从主的宝座跟前来。 

	 	  

	 (3)”只要信是得着的”。我们要相信的是：我们所得到的必定正如所祈求
的。救主并没有暗示说，因为天父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他会给我们所求以外的东西。
信心命令那一座山移开，那座山就会被投在海中。有一种祷告，是我们将每件事都
在祈求中提出，，陈明我们的需要；其回报则是神奇妙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思意
念。这是信任的祈祷，对于我们不能明白神是否要赐下的东西，就应如此祈祷。我
们既是神的儿女，就当等候父决定当给与否。但耶稣所教的这一课是信心的祈祷，
与它有所不同，是较深的功课。无论是有关主圣工的大事，或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琐事，我们所得的教导是：再没有什么比信心更荣耀天父；信心知道，主必应允我
们所求的事；圣灵既带来主的应许，信心便坚定不移，确定所得的必然完全符合所
求的。主说得很清楚：“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
了。”(可十一：23)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信心祈祷的福气。 

	 (4)”只要信是得着的”这几个字的意思十分重要，但是很容易被人误解。
其正确的解释，就是当你还在祈祷的时侯，就相信已经得着所求的。尽管你以后才
会实际得着，才会亲眼看见你所信的，但是现在，虽然眼不能见，你却应该相信天
父业已赐给了你。领受祈祷的回应，正如接受主耶稣或接受赦罪之恩人样，是属灵
的，是信心的行动，与感受无关。我恳求赦免时，相信在天上的主耶稣为我所有，
因此我接受他。而当我到主前，为某件合乎主旨意的事祈求，我相信所求必得；凭
着信心，我相信我已得着；我感谢神，因所求的已经属我。“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
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约壹五：15) 

	 (5)”就必得着”这是说：我们起先凭着信心相信，天上已经赐下赏赐，结
果也必真能实际得着赏赐。这样，我们若知道祷告已蒙垂听，所求已得着，是否就
无须再祈求了？有时侯可以不必再求，只要信心坚定，在未实际得着之前，先为我
们已经得着而赞美神，神的祝福不久就会临到。但有时候，这种承受应许的信心需
要借着坚忍的祷告来磨练。惟有主知道时机是否成熟，适宜向我们彰显信心所领受
的祝福。以利亚虽知道神已经应允，不久必会下雨，但是他仍然祷告了七次。这种
祷告不是仪式，不是装模作样；在祈祷者的心里乃是一种强烈的属灵实际；同时在
天上，这种祷告也有功效。我们乃是“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靠信心肯定地
说，我已得着了；凭忍耐则在祷告中坚持，一直到天上所赐的礼物显现在地上。“只
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天上是得着的与地上就必得着两者之间者之间，要靠
信来连接，就是信心的赞美与祈祷。 

	 我们还要记住一事：这乃是耶稣所作的应许。当我们知道，天因此为我们
而开，宝座上的天父答应我们，只要凭信心求就无不得着，我们的心就充满了羞愧，
因为我们极少运用这份权利；我们又充满恐惧，担心自己的小信无法掌握这个清楚
摆在眼前的应许。然而有一件事会令我们坚强起来，满有盼望：是主耶稣从天父那
儿为我们带来这信息的。他自己在世上时，就是过着这种信心与祈祷的生活。主咒
诅无花果树之后(可十一章)，门徒都很惊奇，主乃告诉他们说：他的生命可以成为
他们的生命；他们不但可以命令无花果树，还可以命令山；一切都会听命。主是我
们的生命。他在世上的一切，如今也在我们里面；他所教导的，也必赐下。他是我
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袖赐下信心的灵；不要害怕自己与这种信心无分。每位天父
的子女都能有这种信心，只要我们单纯如孩童一样，顺服天父的旨意与大爱，信靠
天父的话语与权能，便都能得着这种信心。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得着激
励，因为这应许是从耶稣而来，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的长兄；也让我们回应说：“我
的恩主！我们确信你的话语，确信我们能得着应允。 

	 	 	 	 	 (摘自「在基督祷告的学校」--慕安得烈)” 

获取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