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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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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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千红 Evelyn 柯文全 喜樂 
小家

11月13日 郉凯 
牧师 庄慧敏 苏雅丽 曹炳棋 

池千红
周韦伟
林群

傅新红 黃月娥 主日 
崇拜

提摩太  
小家

11月20日
葛道宁
牧师

法文教会 
早上联合崇拜

郭晋 
Amanda

苏雅丽 
Sunny

赵金环 Natacha 主日 
崇拜

恩慈 
小家

11月27日 葛道宁
牧师 黃月娥 刘胜昆 周韦伟 

苏雅丽
顧灵佳 
陈 钦

于燕 刘凤丽 赵云川 广东話  
小家

12月4日 葛道宁
牧师 柯文全 朱霞云 郭坤 

吕月云
成帅华 
林思颖

岳虹 郭坤 舒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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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									8月份一般奉献10,954.20瑞郎;宣教奉献(瑞恩)2,065.39瑞郎;		
													9月份一般奉献9,496.48瑞郎;宣教奉献(秀茹)1,901.6瑞郎;	

祷告会							每周日的14:30	-15:15,	为教会及崇拜祷告。1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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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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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年会					11月11-13日宣教年会,将由郉凯牧师主领,分别于星期五19:00葛牧師家,			
													星期六14:30-17:30在教会	及主日分享信息,请弟兄姐妹踴躍參加。	

少年營							11月12-13日少年團契舉辦營會，在日內瓦近郊的法國，	
													歡迎少年人（13-18歲）	參加。	

主日学老师			11月19日下午2：30-5：00	请愿意当老师的新老师，和现在当老师的弟兄姐	
交流会议					妹务必出席。	
			
联合崇拜					11月20日早上9:45和法文教會聯合崇拜，地点在教会里。下午没有聚会	

                          http://www.cbcg.ch            

 	 罗姆人是起源于印度北部，散居全世界的流浪民
族，也被称为吉普赛人。大多数罗姆人认为吉普赛人
这个名称有歧视意义，所以并不使用。罗姆人历史上
多从事占卜、歌舞等职业。但罗姆人也因为流浪与贫
穷的生活所演化出的特殊生活方式与求生方法而长期
遭受歧视和迫害。罗姆人犯罪率的确较高，至今有许
多人对罗姆人仍保有极其反面的印象，认为罗姆人是
乞丐、扒手、小偷或者人贩子。 
	 全世界约有一千多万罗姆人，其中大多数居住在
欧洲。罗姆人主要聚居地有：巴尔干半岛、东欧、美
国及前苏联國家。另外西欧、中东及北非也有罗姆人
居住。匈牙利有约一百万的罗姆人(全国人口的10%） 
	 十月份我们教会首次差派短宣队去东欧，其中一
个目的即是探访在匈牙利东部的罗姆人教会。我们去
带领聚会，探访家庭，给他们带来鼓励和支持。拉斐
尔牧师一家忠心的在他们当中服事了十一年。如今有
一个固定约30人的教会，租了一个房间聚会；但是已
经太小了。 
	 拉斐尔牧师也带我们去看了一个他们希望可以买
来建堂的地，非常靠近小镇中心；一共有两千多平米，
上面有几栋建筑和草地，如果有了这地，不但可以有
崇拜，聚会，主日学和牧师的住宅，更能够做为社区
中心，接触更多的罗姆人。整个的价格约六万瑞郎；
这个月的宣教奉献便是用来帮助他们建堂。	  
	 神没有忘记罗姆人，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他们！让
我们以祷告，行动和奉献来支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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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可十一：25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应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
的过犯。 

	 以上这段话语紧接在那宝贵的祷告应许之后 - -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
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已经看过在这应许之前的话语：应当信服神 -- 在于教导我
们祷告全视我们与神是否有美好的关系。这应许之后的话语则是告诉我们，与人也要有美好的
关系。爱神与爱人是不可分开的：若心中没能与神和好，或是没能与人和好，所发出的祷告都
不能有功效。信心与爱心彼此不可或分。 

	 我们发现主常常提到这一点，在登山宝训论第六条诫命的时候(太五：23 - 24)，他告
诉门徒，如果没有和弟兄先和好，神就不可能接受我们的敬拜；“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
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后来他讲
到向神的祈祷；在教导我们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之后，他又在主祷
文的末尾加上：“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太六：15)他
讲不怜悯人的仆人的比喻之后，以这样的话为其应用：“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太十八：35)这里，就在枯干的无花果树旁，他讲论信心的奇妙
能力与信心的祷告之后，突然插入这个毫无连贯性的思想：“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
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遇犯。”主过去在拿撒勒等地的
生活，似乎让他洞悉，人的大罪就是不顺服爱的诫命。祷告的人也不例外；这正是他们祷告软
弱的最大原因。主仿佛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他自己美好的经历，就要我们对神所爱的人付出爱心
与同情；没有一件事比这种心胸更能让我们在祈祷中自由的亲近神，有信心的能力。 

	 主在这里教导我们的第一课，就是要有饶恕的性情。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
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太六：12)经上说：“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弗
四：32)天父全然不计较的饶恕，是我们饶恕别人的法则，若我们的饶恕是勉强的，不甘心
的，就不是真饶恕，恐怕神也就要照这种法则来对待我们了。我们所有的祈祷，都奠基在主的
赎罪大恩之上。假如天父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那么就没有一个祈祷能蒙垂听。赦免开了恩
典之门：因为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祷告才能得着应允。祈祷得蒙应允的确据，就是
神饶恕的爱。这爱临到我们心中，我们便能有信心的祈祷，并且活在爱里。神饶恕的性情从对
我们的爱彰显出来，也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性情，他赦免的爱流入我们内心，住在我们里
面，我们就同他一样能赦免别人。若有横逆的事相加，我们首先求能有像神的性情；不感觉尊
严扫地，不去报复，也不求自己的权益。在每日繁琐的生活中上，让我们谨慎自己，不存躁急
的心，不说尖刻的话，不快下论断，不存加害人的心思，不长久发怒。或者我们以为：要求软
弱的人能同神与基督一样原谅人，是期望过高了。不，我们必须完全领受主的命令：“主怎祥
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耶稣的血不但除去我们的死行，也洗净了我们的私心；
这种爱是饶恕的爱，它要占据我们的心，也要由我们流到别人身上。我们能饶恕人，就显明神
饶恕的爱活在我们里面；这正是信心祈祷的条件。 
	 	 	  

	 第二课的应用范围更广：我们日常的生活，便是我们与神祈祷相交的试验
场所。信徒往往在祈祷的时候，竭力酝酿敬虔的心思，以为可以讨好神。他们要不
是不明白，就是忘记了生命本是一个整体，不是拼凑而成的，这一会儿是一种模样，
那一会儿又是另一种；神看人的祈祷是否敬虔，是以全部生活而定，祈祷的时间只
占一小部份；他不看一时的感觉，而是以平素生活的品味来判断我的真相与意愿。
我与神相亲，和与世人来往是一体的两面。假若待入失败，就会造成与神的关系也
失败。不单是我意识到和邻舍之间有了问题，才会如此；只要我在思想、判断上，
没有警觉自己有缺乏爱心的言语、思想，就会阻碍我的祈祷。有效的信心祈祷出自
降服于神旨意与爱的生命。所以神看我的祷告不是按照我祈祷时的故意表态，乃是
依据平常不祈祷时侯的真实光景。 
	  
	 以上的思想，又可汇集成第三个教训。我们与世人之间第一要紧的基石，
就是“爱”。饶恕的精神就是爱的精神。天父是爱，所以能饶恕人；我们惟有住在
他的爱中，才能像神一样饶恕人。我们爱弟兄，便显出爱神的证据；这是我们在神
面前安稳的立足点，也是祈祷蒙垂听的确据(约壹四：20，三：18 - 21，23)”小子
们哪！我们相爱，。。。总要在诚实和行为上。从此，。。。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
以安稳。。。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
的，就从他得着。”若没有爱心，信心或善功都归徒然；爱便我们与神联合，爱也
能试验我们信心的真实性。在马可福音十一章24节那伟大的祷告应许之前，基督训
示我们：“你们当信服神。”而在这应许之后，基督又晓谕我们：“你们当爱人。”
这两句话同样重要。我们与天上真神的关系，以及四围人群的关系，是有效祈祷的
条件。 

	 当我们服事人、为人祈祷时，爱更是最重要的关键。我们有时侯为基督作
工，动机可能是为主名发热心，或是为谋求灵性的健康，但是却没有为所要救的灵
魂付出自我牺牲的爱。难怪我们的信心还是软弱，不能得胜。所以要有信心的祈祷
以及成功的服事，秘诀就是：在大牧人耶稣寻找迷羊的温柔之爱中，来看每一个败
坏的人，无论他多不可爱；为主的缘故提携他，对他胸怀真正的爱。耶稣讲论饶恕，
说明爱是其根基。在登山宝训中，他将祈祷的教训与应许和怜恤相连，要门徒怜恤
人像天父一样。(太五7、9、22、38 - 48)在这里，他也同样指出爰的生命是信心祈
祷的条件。 

	 前文已经说过：信必得着的祈祷、或凭信心作的真诚祈祷，会带来极深刻
的自省。哦，让我们不要逃避这种锐利的省察，而以为祈祷不蒙允许的缘故，只有
神自己知道。绝非如此。“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雅四：3)让我
们借神的这句话省察自己。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的祷告是否确实是生命的流露 -- 
全然降服于神的旨意，又有爱人之心？爱是唯一能让信心生根繁茂的土壤。每当爱
向天高举，敞开心门，天父就会检视它是否也向败坏、卑贱的人敞开。这样的爱虽
然未达十分完全，但目标确定，真诚顺服；信心惟有在其中才能蒙神的悦纳。若一
个人把自己献给神，让他的爱住在心里，每日的生活都将神的爱表现出来；这人就
能相信，那位爱的神对他的祷告无不垂听。那在宝座上的，是神的羔半，唯有受苦
与包容的爱，才能使祷告蒙神眷顾。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温柔
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摘自「在基督祷告的学校」--慕安得烈) 

祈祷与饶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