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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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5日
葛道宁
牧师

赵金环 曹炳棋 Amanda 
周韦伟

顾灵佳 
Sunny

于燕 苏雅丽 舒骏 提摩太  
小家

3月12日 葛道宁
牧师 庄慧敏 刘新 郭坤 

苏雅丽
池千红  
陈爱珍

周伟韦 刘凤丽 赵云川 恩慈 
小家

3月19日 葛道宁
牧师 赵云川 朱霞云 麦宝桢 

郭晋
朱霞云
陈 钦

赵金环 黄月娥 主日 
崇拜

广东話  
小家

3月26日 葛道宁
牧师 柯文全 苏雅丽 郑水燕 

陈志祥
苏雅丽
麦宝桢

付新红 Natacha 舒骏 喜樂 
小家

4月2日
葛道宁
牧师 黄月娥 麦宝桢 陈爱珍 

Amanda
容文轩 
朱霞云

岳虹 黄颖 柯文全 提摩太  
小家

201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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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六 16: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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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亚茹/赵云川
广东话小家 曹炳棋/卢天礼  
青少年團契 柯文全/舒骏

076 493 3753 / 078 744 5659 
076 525 8498 / 022 796 0207 
078 903 5890 / 078 810 2636  
078 949 5852 / 022 940 2953  
078 629 7081 / 077 445 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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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禱告會於3月11日 
星期六早上	09:30，在葛牧师家，请弟兄姐妹参加。	

奉献									1月份一般奉献10,847.06瑞郎;宣教奉献	3,657.17瑞郎;												

弟兄早餐会			3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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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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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与信仰	 3月18日於CERN展览厅舉行。鼓励弟兄姐妹邀请朋友一同参加。	
			讲座	

崇拜改地点	 3月19日主日崇拜改在Meyrin教会(Forumeyrin商场边)		
		
伯尔尼短宣		3月19日	探访伯尔尼华人圣经教会和服事当地信徒。鼓励弟兄姐妹參加，												 	
												报名请联系葛牧师或Lawrence弟兄	

复活节聚会	 4月14日(星期五),15:30	受难日特別聚会，4月16日复活主日崇拜		

五旬節营会			6月3至5日於Les	Mosses舉行,	鼓励弟兄姐妹參加。三月底開始報名。	

                          http://www.cbc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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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有⼀双夫妇─亚居拉和百基拉(徒⼗ 八:1-3),同为主作
美好的见证,就连使徒保 罗也于他的书信多次题及他们的名
字。虽然圣经 中没有很多篇幅详细描述他们的事迹,但在这样 
的“不起眼”当中,还是显出了他们的不平凡, 让我们从中学习。 
我们也能从亚居拉和百基拉夫 妇看到這對被差遣到中國宣教
的模范夫妇。他們 同⼼同⼯,远远的跑到中国服侍。他们将所
领受 到的教導毫无保留的与⼈分享,並 爱⼼款待,开 放家庭,使
之成为聚会的地⽅,造就眾⼈。从他 们写给我们的代祷信中,我
们看见神如何使⽤他 们,更令我们惊喜的是他们结婚⼗⼀年后
--去 年神迹地喜获愛女,这全是神的祝福。上⽉亦经 歴主的帮
助,奇妙地失⽽复得可以继续留在中国 服侍,帮助神学⽣们学习
圣经原⽂,培训新⼀代 熟悉圣经原典的传道⼈。

愿他們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帮助我们能见 证神和叫⼈得造
就。、去建⽴祂的教会和祂的国。 

 



“我把⼀⽣当作过客，朝永恒前进。我本是按上帝的形像造的，但那形像被贬低了，因此需要
受教，才懂得如何去默想、崇拜和思维。”。 

--坎特伯利⼤主教：坷垠(Donald Coggan) 

 我们这个时代的祸因是浅薄。事事寻求⽴时的满⾜乃是⼀个基本的属灵问题，今天最迫切的需
要不是要有⼤量聪明能⼲的⼈，或是⼤有恩赐的⼈，乃是有深度的⼈。 
  
 古典的灵性⽣命的操练号召我们越过表⾯的⽣活进⼊深处，邀请我们去探索属灵境界的内在洞
府，催促我们要作这个空虚世界的答案。武尔曼劝告我们：”居留深处对你有益，因为这样你才可以感觉
和了解⼈的⼼灵。" 

 当我们热烈地实⾏各项属灵操练时，我们可能忘记"操练"这件事。蒙上帝悦纳的⽣命不是去完
成⼀连串的宗教责任。我们只有⼀件事要做，就是去经历⼀种与上帝亲密联络交通的⽣命。这位上帝是"
众光之⽗……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雅 1:17) 

积习之奴役 
 习惯上我们认为罪乃是个⼈对上帝不顺服的⾏为。这虽然不错，但圣经还有进⼀步的说法(注5)，
保罗在《罗马书》中时常把罪当作折磨⼈类的⼀种情况(参罗3：9－18)。罪，作为⼀种情况，藉着”⾝上
的肢体"显明出来；那就是⾝体的积习(罗7：5以下)。没有⼀种奴役能与积习的奴役相⽐。 

 《以赛亚书》第57章20节记着说”惟独恶⼈，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常涌出污秽
和淤泥来。"海不必做什么特别的事便产⽣污秽和淤泥，那是它⾃然活动的结果。当我们在罪的情况下，
情形也是如此。我们⽣命的⾃然活动便会产⽣污秽和淤泥。罪乃是我们⽣命内在结构的⼀部分，不必特
别地努⼒。⽆怪乎我们觉得被困在⾥⾯。 

 运⽤意志⼒在对付根深蒂固的罪的积习上永不能成功。”当你在精神上抗拒任何不良的或不受
欢迎的情况时，你便赋予它更多的⼒量――它便会使⽤那⼒量去对抗你，你便会按那抵抗⼒的程度，耗
尽你⾃⼰的资源。"(注7)奥诺的结论是："只要我们以为我们能够藉着⾃⼰的意志⼒去拯救⾃⼰，我们便
只会使我们⾥⾯的邪恶越发坚强。 

 “崇拜意志"在短期间可能有成功的迹象，可是我们⽣命中的缺隙和裂⼜、我们⼼灵深处的情况
时常都会显露出来。如果我们满有怜悯，它会显露出来；如果我们满有毒恨，那也会⾚露⽆遗。 

属灵操练开启门户 
 当我们发觉⽆法藉赖⼈的意志⼒和决⼼去获得内在的改变时，我们便开始有⼀种奇妙的新体认：
原来内在的义乃是从上帝⽽来的礼物，要以亲切的态度去接纳。我们⾥⾯所需要的改变是上帝的⼯作，
不是我们的⼯作。所要求的是内在的事⼯，只有上帝才能从⾥⾯施⾏他的作为。我们不能达到或者赚得
这种上帝国的义，那是所赐下的⼀种恩典。在《罗马书》⾥⾯保罗花了极长的篇幅去显明那义(注9)是上
帝的恩典。他在那卷书信中采⽤这术语共三⼗五次，每次都强调，那种义不是也不可能藉着⼈的努⼒去
得到的。 
  
 当我们把握这种令⼈惊异兴奋的见识时，我们⽴即又有陷于另⼀相反⽅向的错误之危险。我们
会受引诱，以为我们完全不能做什么。假如⼀切⼈为的努⼒都会陷于道德上的破产(我们尝试过以后，晓
得事情果真如此)，假如义乃是从上帝⽽来的⼀种仁慈的恩赐(正如圣经清楚说明的)，那么，理所当然的
结论岂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待上帝来到改变我们吗？奇怪的是，答案是否定的。那分析是正确的：⼈的
努⼒是不够的，义是从上帝⽽来的⼀种恩赐，不过结论却错了。 
  

属灵的操练：释放之门            	      

 
 当我们把握这种令⼈惊异兴奋的见识时，我们⽴即又有陷于另⼀相反⽅向的错误之危险。我们
会受引诱，以为我们完全不能做什么。假如⼀切⼈为的努⼒都会陷于道德上的破产(我们尝试过以后，晓
得事情果真如此)，假如义乃是从上帝⽽来的⼀种仁慈的恩赐(正如圣经清楚说明的)，那么，理所当然的
结论岂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待上帝来到改变我们吗？奇怪的是，答案是否定的。那分析是正确的：⼈的
努⼒是不够的，义是从上帝⽽来的⼀种恩赐，不过结论却错了。 
  
 令⼈⾼兴的是，有些事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须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或者尽⼒⼯作，或
者袖⼿旁观。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灵性⽣命的”操练"，作为接纳他的恩赐之媒介。这些"操练"容许我们把
⾃⼰摆在上帝⾯前，叫他能够改变我们。 

 使徒保罗说："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加 6:8)
保罗的类推法是很有意义的。⼀位农夫不能叫五⾕⽣长，他所能作的只是供给适当的条件，叫五⾕得以
⽣长。他耕耘⼟地，他撒下种⼦，他浇灌植物，然后⼟地由⾃然⼒量接管，五⾕便长了出来。灵性操纵
的⽅法也如此――它们乃是在灵⾥撒种的⼯夫。这些操练乃是上帝把我们放进⼟中的⽅法，它们把我们
放到⼀处，叫上帝能够在我们⾥⾯运⾏、改变我们。灵性操练本⾝不能作什么，它们只能把我们安放到
⼀处地⽅，在那⾥上帝可以在我们⾝上施展他的⼤能。这些操练只是上帝恩典的媒介。我们所寻求的内
在的义，不是倒在我们头上的东西。上帝已经规定这些灵性⽣命的操练，作为⼀种媒介，把我们安置在
⼀处地⽅，好让他赐福给我们。 

 从这⽅⾯看来，我们可以正当地说，这是"操练的恩典之道"。它是"恩典"，因为它是免费的；
它是"操练"，因为其中有⼀些我们要做的事。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在《追随基督》(The Cost of 
Discipleship)⼀书中清楚地说明，恩典是免费的，但并不廉价。⼀旦我们清楚了解上帝的恩典不是赚来的，
也不可能赚得的时候，如果我们希望长进，我们便必须采取⼀种⽴志选择的⾏动路线，这路线涉及个⼈
和群体的⽣活。那就是属灵操练的⽬的。 

 我们所作的不过是接纳⼀件礼物，然⽽我们晓得这些改变是真的。我们晓得它们是真的，因为
我们发觉，从前觉得极难得到的怜悯之⼼，如今变得容易了。事实上，如今觉得困难的事是满有怨恨在
⼼。属神的爱已经进⼊我们的内⼼，接管我们的习惯模式。在不经意的时刻，从我们⽣命的内在圣所中
⾃然地流露"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5：22-23)。我们⽏须尽⼒设
法向⼈隐藏内在的我。我们不必⼒求做好和满有仁慈；我们是良善和仁慈的。要抑制那良善和仁慈倒是
⼀件不容易的事，因为良善和仁慈已是我们本性的⼀部分。正如我们⽣命的⾃然动作曾经⼀度产⽣污秽
和淤泥，如今它们结出"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 14:17) 

 我们的世界极需真正改变了的⼈。托尔斯泰有⼀种深⼊的观察，他说：”每个⼈都想改变⼈类，
但没有⼈想到改变⾃⼰。"(注10)让我们属于这⼀类的⼈，就是相信我们⽣命的内在改变，是值得我们尽
⼒去追求的⽬标。 

摘⾃：属灵操练礼赞 （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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