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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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日
黃月娥
師母

刘胜昆 苏雅丽 郭坤 
吕月云

朱霞云 
陈爱珍

于燕 刘凤丽 柯文全 广东話  
小家

10月9日 葛道宁
牧师 庄慧敏 麦宝桢 苏雅丽 

Amanda
池千红 
林思颖

岳虹 黃月娥 赵云川 喜樂 
小家

10月16日 舒骏 黃月娥 曹炳棋
曹炳棋 
池千红 

赵金环
顾灵佳

周韦伟 Evelyn 主日 
崇拜

提摩太  
小家

10月23日 葛道宁
牧师 赵金环 刘胜昆 郑水燕 

陈志祥
傅新红 
麦宝桢

苏雅丽 Natacha 舒骏 恩慈 
小家

10月30日 葛道宁
牧师 舒骏 朱霞云 郭坤 

郭晋
成帅华 
陈钦

赵金环 郭坤 柯文全 广东話  
小家

11月6日 葛道宁
牧师 赵云川 黃月娥 吕月云 

麦宝桢
朱霞云 
陈爱珍

傅新红 刘凤丽 赵云川 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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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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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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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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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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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联欢晚会	10月29日晚17:30，地点在教会里。老少皆宜的联欢聚会，欢迎弟兄姊妹们	
													全家来参加，并邀请朋友们；会前有简单的晚餐。	

洗礼									10月30日将会有洗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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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十一月，在中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一个类似我们
教会的小组开始了。它坐落在一个空楼里（因此租金
很便宜）。它前面是一个音乐商店。背后是一个大房
间，周日作为聚会地点，可容纳约50人。 

他们有五名领袖。主要的带领人曾参与三自教会，现
正在读香港的学位。他的月薪是2'600元人民币（380瑞
郎）。这小组的目的是要有更多人来敬拜神，培养出
更多的领袖，并在其它地方建造类似的聚会点。 

该小组两年前正式向政府登记申请，到如今仍然没有
回覆。一位当地官员会跟进他们的申请注册他们的房
产，这将会给他们合法的法律地位。 

由于该小组位于的地区大部分是收入很少的穷人，所
以我们可以在费用上和领袖的工资上帮助他们。这是
一个好机会，我们能实质的帮助一个新开始的教会。 

请在祷告中纪念这小组的领袖们，因他们需要从神来
的智慧来带领这小组。他们放弃自己的舒适和安全，
来到这地方事奉。我们的支持可以发挥真正的作用。。

欲了解更多他们的情况，请联系大卫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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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可十一：22 - 24  
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
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
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前一课中所谈“只要信是得着的”的应许，是圣经中最奇妙的应许之一。多
少人因而问道：我如何才能得到这样的信心：知道所求必得？今天主耶稣正要回答这
个问题。他在赐下应许给门徒之前，曾说过另一句话，指出相信祷告蒙垂听的信心是
从何处发源，从何处得到能力。“你们当信服神”这句话是说在“信是得着的”之前。
这是说，相信应许的能力，完全单赖对应允的人的信心。若相信某人，能导致相信他
的话。所以我们若要增加“信是得着的”的信心度量，就必须与神相交，和他有个别、
亲密的关系；他的同在会启示出极大的能力，我们的全人就会不断被开启，饱受其影
响。 

	 假如我们思想“信”的实质，就更可以明白相信神与相信他的应许之间有何
关系。“信”常被喻为手或口，借以接受所赐的物件；但是眼睛或耳朵的比喻也同等
重要：我们借它得以听见神的应许；看见神所要赏赐的。接受的能力必须以此为基础。
我必须听那赐应许者，他的声音能鼓励我相信；我须看见他，他的目光与容颜足以消
除我患得患失的恐惧。应许的价值在于应许的人；我对应许所抱的信心，端赖于对应
许者的认识。 

	 因此，耶稣在赐下奇妙的祷告应许之前，先说“你们当信服神”。他乃是说：
让你的眼向永生神开启，定睛注目，看见那位不可见者。透过属灵的眼光，我降服于
眼前之神的影响力；让神的能力作工在我身上，在我的心灵留下印象。因此，相信神
就是仰望神，注目于他的所是；让他显明他自己；给他时间，让自己完全降服，而能
领会神完整的形像；开放心灵，欣然领受他大爰的覆庇。是的，信心乃是眼睛，神将
他的所是与所行向信心显明：神的同在与大能的作为，都借信心沁入心房。我所见的
会存留在我里面，因此神也借信心住在我里面。 

	 信心也是耳朵；我们借此听到神的声音，与他保持来往。圣父是借圣灵向我
们谈话；圣子乃是神的道，是圣父话语的实质；圣灵便是话语的声音。神的儿女必须
依赖这活泼的声音，作为自己的引导；这天上来的隐密之声会教导他如何说、如何行，
正如主耶稣在世时一样。向神敞开自己的耳朵，是以相信的心等候他，想要领受他的
话，必然会听见他的慈声。神的话语，不只是圣经上的文字，圣父从他亲口说出的话
更是灵和真理，生命与能力。神的话语能带出真实的作为、经历，否则一切只停留于
观念里而已。经由敞开的耳朵，我们的心灵静候神生命与权能的影响。我所听的话语
一旦进入心灵，就会留在那里并产生作用，因此神也借着信心进到我心中，在其中居
住作工。 

	 等到信心能如耳目充分发挥作用，成为灵魂的感官、听见神、看见神，然
后它才能充份发挥手与口的功能，接受神和他的恩赐。按受的能力完全根据属灵知
觉的能力；所以主在赐下“信就必得着”的应许之前，先说：“你们当信服神”。
信心就是一种降服：降服于所听见的信息。我借着信心向永活的神臣服。他的荣耀、
他的爱充满我心中，在我生命里作王。信心也是相交；我将自己交托给这位对我有
所应许的朋友！接受他的影响，以此应许与他互相联结。我们若与神自己有亲密的
情谊，因信心而时常亲近他的音容，就自然容易相信他对祷告的应许。相信应许是
相信应许者的结果；信心的祈祷扎根于信心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祷告有功效的
信心真是神的恩赐。这恩赐，不是他于一时之间赐下或浇灌的，而是，更深厚、更
真实，是因生命不断与神相交，而在我们里面运作、成长的心灵习性。一个真知道
天父，又与他亲密相交的人，自然容易相信天父的应许，就是凡与他生命相联的孩
子，他都要成就他们的心愿。	  
	  
	 许多神的儿女对于祈祷的能力没有多少经验，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信心和祈
祷彼此的关连。他们既盼望从天父得到某个应许，便将全心灌注于应许上，尽量在
信心中紧紧抓住应许。若不成功，便轻易放弃希望；神的应许虽是真实的，但因为
他们信心太弱，无力把握。要听耶稣在本课所说的：你们当信服神，也就是永生的
神；要相信神，更过于相信应许，惟有他的慈爱、权能与真实的同在，能激发我们
的信心。医生治疗手臂麻痹的人，必会补益他全身的气力；要调治我们信心的软弱，
惟有与神相交，使我们整个灵命活泼起来。学习信靠神，抓住神，让神支配你全部
的生活，然后就能很容易掌握应许。认识神、信靠神的人，会发现相信应许不是难
事。 

	 从古圣徒身上，可以清楚看见这一点。每一次信心能力特别彰显，都是神
特别启示的结果。例如亚伯拉罕：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
是你的盾牌”。。。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亚伯兰信耶和华”(创十五：1 
- 6)，后来，“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亚伯兰俯伏在地，
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创十七：1 - 4)。从此看来，因为神自己的启示，应
许的能力才进入亚伯兰心中，产生信心。这些大有信心的人因为认识神，就不能不
相信他的应许。神的应许对我们就像神自己一样。那能承受应许的人，就是活在神
面前，听见神向他说话，就俯伏聆听的人。在圣经里虽然有许多应许，任我们自由
领受；但如果不是神亲口向我们说出这些应许，我们还是没有属灵的领受力。要得
神的言语，必须与他有亲密的往来。因此我们当信服神，使信心全然成为属灵的耳
目，降服于神，好让他们能在我们灵里彰显无遗。将信心操练当作祈祷的一大祝福；
因为大能的真神等着要在我们身上实现他一切美善的心意，以能力完成信心的工作。
我们要看见神就是爱，他乐于赐福，并分享他自己。如果我们能对神如此信赖崇拜，
自然就能很快相信这应许：“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
必得着。”是的，只要因信认定神为我们的主，他的应许也终要属于我们。 

	 主耶稣今天教导我们的功课极宝贵。我们寻求神的赏赐，神却先把自己赐
给我们。我们认为祈祷是从天上获取赏赐的能力，而耶稣却认为祈祷是引领我们接
近神的方法。我们只想站在门口哀求，耶稣却要先引我们登堂入室，使我们发现自
己是神的儿女与朋友。让我们接受这个训诲；让每一次祷告中微小的信心激励我们，
先操练更多相信神，并在信心中将自己交托给他。心中若满有神的同在，就大有能
力，可以作信心的祈祷。对神的信心能生出对应许的信心，在应许中又能对求必得
着产生信心。 

	 因此，神的孩子们，你们要花时间，一定要花时间，在他面前俯伏，等候
他的显现。要花时间，让你的心灵在敬畏与崇拜的操练中，向那无限量的主表露信
心；等神得着了你，将他自己赏赐给你，信心的祈祷，就会成为你信心的冠冕。 

	 	 	 	 	 (摘自「在基督祷告的学校」--慕安得烈) 

信心祈祷的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