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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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4日
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曹炳棋 吕月云 

郭坤
成帅华 
林群

岳虹 郭坤 舒骏 喜樂 
小家

12月11日 葛道宁
牧师 黃月娥 苏雅丽 郭坤 

Amanda
赵金环 
Sunny

周伟韦 Natacha 柯文全 提摩太  
小家

12月18日 葛道宁
牧师 赵云川 刘胜昆 曹炳棋 

池千红
朱霞云 
容文轩

于燕 Evelyn 主日 
崇拜

恩慈 
小家

12月25日 葛道宁
牧师 柯文全 朱霞云 麦宝桢 

苏雅丽
顧灵佳 
朱霞云

傅新红 黃月娥 赵云川 广东話  
小家

1月1日
D. 

Adams
baum

庄慧敏 麦宝桢 郭晋 
麦宝桢

朱霞云 
陈爱珍

傅新红 苏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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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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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暂停一次。	

女性贴心事			12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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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崇拜					12月18日下午3:30,	将有圣诞崇拜。崇拜之后我们一起庆祝圣诞节,	有诗	
													歌,儿童表演,话剧,短讲。请大家带个菜来分享,一同共进晚餐。请邀请	
													您的中国朋友们加入我们的庆祝活动。	

                          http://www.cbcg.ch            

 	 主内家人们平安！神今年带领我继续在青年使命团服侍，环绕了地
球一圈半，然后终于回到洛桑的青使基地。最近这两个多月里，我在第二届”
一条门徒之路”（A Disciple's Path) 中英双语门徒培训学校里做翻译同工。
我们的门训致力于帮助华人和对中国宣教有负担的人们更有果效的进入跨文
化的宣教当中。这一届门训学员们从中国大陆和台湾来，其中一部分是由中
国家庭教会差遣而来。我们的同工团队有6个人，除了华人外也从新西兰、
德国、美国来。而我个人的服侍主要是在课堂、小组和其他需要的时刻作中
英翻译。在头三个月门徒培训课堂学习的阶段，我们每周都有一两个特别主
题的密集课程，讲员们大多是从世界各地而来有多年跨文化宣教经验的宣教
士。主题有神的属性与品格，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如何聆听神的声音，
呼召与跨文化的宣教等。我们的门训学校不希望培养头脑知识型的“属灵胖
子”，凡是我们在课堂上所学的，都希望立刻在社区的生活和团队的宣教出
击当中学以致用，使头脑中的知识转化为切身经历的生命。一周一周过去，
我们为学员们塑造一个在课堂和社区生活中学习的平台，见证神在他们生命
中的运行，一起经历心意更新变化而成长。我们的学员们对神充满了渴慕，
也渴望认识和活出神对他们人生的呼召。从他们每个人身上我都感受到神的
爱与激励！再过两周，他们就会出发去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进行两个月的短
宣出击了！请大家不断为我们的同工和学员团队的合一、成长来祷告，为去
东欧的短宣出击来祷告！ 

我个人明年计划： 

1. 继续在洛桑青使的中英双语宣教学校中作翻译同工 。我们的培
训明年将着重于圣经研读课程和基督徒心理学基础事工。 

2. 因着之前神所给予我对日本和亚洲的负担，这一次我在明年一月
到二月份不会参与到学员们去东欧的短宣，而是会回到亚洲的事
工（尤其针对中日韩三国的更深的合一关系，以及结束日本圣经
贫困）。 

欢迎日内瓦的家人们与我同工： 

1. 继续为我在基地的服侍和去亚洲的行程祷告  
2. 如果有感动在财务上参与：在青年使命团服侍的每一位同工都需

要筹集每个月的同工费、保险费等。加上一二月份去亚洲事工的
一切旅费，目前估计接下来的三个月平均每月需要筹集大约1200
瑞郎。如果有家人希望进行长期固定的奉献，可以直接在青年使
命团洛桑基地的网站上进行在线支付，注明接收者的名字为
“Xiaoyan Chen, Staff DP2016-2017"  
(https://www.ywamlausanne.com/pay-fe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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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wamlausanne.com/pay-fees/
https://www.ywamlausanne.com/pay-fees/


经文：太十八：19 - 20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
们成全。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基督一开始教我们祷告便强调：不要做给人看。要进入内室，单独与父相交。他要我
们了解，祷告的意义乃是人与神的个别接触。现在他又教我们第二课：我们不仅需要隐密单独
的祷告，也同样需要公开联合的祈祷。他对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祈祷有特别的应许。个别隐密的
祈祷和公开联合的祈祷必须齐头并进；一方面心灵要单独朝见神，另一方面，同样奉耶稣之名
的人要聚集共祷；这好比一株树，树根深埋地里，枝干迎向阳光。 

	 这件事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人与人的联合和人与神的联合同样真实又亲密。神的恩典
不仅更新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更新了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不仅学着说：“我的天父”，也
学着说“我们的天父”。若一个家族的子女总是个别和父亲会面，从来不一同表白他们的意愿
或爱，这就太怪异了。信徒不仅是一家人，更是同属于一个身子。正如身子上的百体必须互相
联络；百体合作无间，全身才能表露一体的精神；因此基督徒必须在一起共同追求，否则就不
能得到神借着圣灵要赐给我们的全备祝福。在信徒的联合团契之中，圣灵能充份发挥他的权能。
当一百二十位门徒聚在一处，恒切同心祈祷，圣灵就从父神荣耀的宝座为他们降下来(徒二)。 

	 根据主在这里所说的，真正的联合祷告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同心合意的祈求。这不只是同意另一个人提出的祷告事项，而是一些特殊的
事项，大家都有共同的渴望；这种同心合意必须是在灵与真理之中，正如所有的祷告一样。这
样的同心祷告极易显明我们究竟要求什么，是否照着主的旨意去求，以及能否相信求必得着。 

	 第二个特点，是奉主的名聚集。以后我们会更多学到奉主名祈祷的必要，和其中的能
力。在这儿，我们的主教导我们：主名应当是信徒联合的中心，也是联合的凝聚力，使他们成
为一体，正像一个家，容纳家中每一分子，并将他们联合起来。“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
奔入，便得安稳。”(箴十八：10)主的名对于了解并相信这名的人何等真实；奉主名聚集，就
如同有主的同在。门徒们能有爱的联合，对耶稣有无比的吸引力：“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主的门徒既在爱中一同祷告，主的同在就使他们联
合的祈祷大有能力。 

	 第三个特点，是必蒙应允。“我在天上的父，必给他们成全。”(太十八：19)为促进
信徒的团契，或追求灵性进深的祷告会有其功效，并不是救主设立这种祷告的本意。他的意思，
是要这种祷告会成为一种途径，使祈求特利蒙垂听。一个祷告会若没有得到明确的应允，是反
常的现象。我们之中有人有某些渴望，而觉得自己信心太软弱，就应当请别人帮忙，增加能力。
在信心、爱心与圣灵的联结中，主的名与主的同在的能力就更能自由发挥，而应允也就更为确
切。我们曾真正同心祈祷的明证，乃是有否结果子，得着回答，得着我们所求的：“我告诉你
们，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这样的一同祈祷是何等大的特权，有何等大的能力。如果信徒夫妇知道，
他们乃是奉主的名结合为一体，要在同心祷告中，经历主的同在与能力(彼前三：7)；
如果知心好友相信，两三个人齐心祷告，会给彼此带来极大的帮助；如果每一个祷
告会里，都以奉主的名、相信主的同在、等候主的回应为第一优先；如果每一个教
会都认为，众人联合的有效祈祷是会众聚集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教会权柄最大的运
作；如果普世教会不停联合呼求，求神的国度降临，神国的王亲自来临 -- 先将圣灵
浇灌下来，再是主荣耀的显现；-- 哦，如果这些人都同心合意求神实现他的应许，
谁能料到有多少福泽会临到呢？ 

	  
	 使徒保罗深信联合祈祷的能力。他对罗马教会说：“我。。劝你们与我一
同竭力，为我祈求神。”(罗十五：30)他期望借这样的祈祷脱离敌人，兴旺圣工。
他对哥林多教会说：“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林后一：
10 - 11)，他们的祈祷对他的得救有一份贡献。他又对以弗所教会说：“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囗
才，能以放胆，开囗讲明福音的奥秘。”(弗六：18 - 19)他所作的工要有果效，须
靠教会的祈祷。他告诉腓立比教会，他的审判至终会使他得救，并使福音广传：“借
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腓一：19)他训勉歌罗西人要恒切祷告
之后，又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西四：3)他向帖撒罗
尼迦教会写道：“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
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帖后三：l、2)每一处都显明，
保罗视自己为全身的一个肢体，必须靠赖各肢体的共呜与台作；他倚仗这些教会的
祷告，为他赢得属灵的胜利，否则，就难望有成效。所以教会的祈祷对他而言，在
神国的服事上，有如神的权能一样真实。 

	 假如一个教会肯为神国降临、主的能力充满他的仆人与他的话语、以及灵
魂得救，主得荣耀等，朝夕恳求，谁敢说这个教会将得到何等大的权柄呢？大部分
的教会则以为，会众的聚集，不过是为了彼此照顾、互相建造。他们不知道神是以
众圣徒的祈祷来治理世界；不知道祈祷能战胜恶魔，也不知道地上的教会能借祈祷
运用天上的权能。他们忘记了主耶稣曾经应许，凡奉他的名聚集的教会，他都分别
为圣，使教会成为通天的门户，彰显他的同在，经历他在父里面的权能，而心满意
足。 

	 祷告： 

	 荣耀的主啊！你曾以大祭司的身份祷告，恳切求父保守天国的子民合而为
一，现在求你教导我们，你如何赐给我们应许，催迫我们联合同心祈祷。我们若有
一样的爱心与心志，你就与我们同在，天父也垂听我们的祈求。 

	 荣耀的主，求你特别感动你的教会，使她相信她在天上有捆绑与释放的能
力，乃在乎地上的联合祈祷；这样的祈祷能赶逐撒但，拯救世人，移去大山，促成
天国的降临。也求恩主，感动祈祷的团体，使我的教会能在祈祷中有能力，归荣耀
给主的圣名与主的道。阿们。      

	 	 	 	 	 (摘自「在基督祷告的学校」--慕安得烈) 

一同祈祷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