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

教

奉

献

二

月

焦

点

事 工
日 期

讲 员/
翻 译

领 会/
领祷告

影 音
点 心/

招待清洁
儿童主日学

幼儿主日学
/幼儿助理

２月５日 葛道宁
黄月娥
刘胜昆

董性金
郑水燕
张瑞芳

项祯怡
朱霞丽
池千红

２月１２日 葛道宁
谢秀霞
朱霞丽

吕铭
岳虹
朱霞丽

项祯怡
朱霞丽
何小芳

２月１９日 葛道宁
刘胜昆
黄月娥

郭晋
林鹏
朱霞云

项祯怡
朱霞丽
刘凤丽

２月２６日
Derek

Adamsbaum
李 祺

柯文全
樊少鸿

吕铭
王来生
麦宝桢

项祯怡
朱霞丽
刘丽云

３月４日 葛道宁
林娜

刘胜昆
董性金

郭晋
项祯怡

刘旭东
黄月娥
傅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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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日的 15:30-17:00 主日崇拜。

每周日的 14:30 -15:15，为教会及崇拜祷告。
2 月 11 日(星期六)10：00 祷告會在葛道宁长老的家，请弟兄姊妹参加。联
系电话：022 796 0207。

12 月份一般奉献 6868 瑞士法郎,信心奉献 1520 瑞士法郎,总支出 13848 瑞
士法郎，其中主要包括为 COCM 信心奉献 4000 瑞士法郎，刘在胜宣教士信
心奉献 5500 瑞士法郎，为英文和法文教会两位牧师各 600 瑞士法郎的奉献。

2 月 12 日举行長執會，请弟兄姊妹祷告記念.

2 月 18 日下午兩點到五點半於教會，主題："我們起來建造吧！"。講員：
林震玉長老。.

2 月 18、19日上午九點到十二點，主題："團隊建立"，"教會行政管理學"。
講員：林震玉長老。

２月２０日(星期一)晚 19:00-21:00，在鲍茉莉姐妹家有“女性之夜”的聚
会, 欢迎所有女性朋友参加。联系电话：022 349 6239.地址:8 avenue
Adrien-Jeandin,Thonex(位于“Thonex Centre”后面)乘电车 12"Graveson"站 .

我们将于 2月 26日举办特别的主日崇拜聚会--牧师任命主日，Apollo 将被
正式地任命为教会牧师。我们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邀请了从英文教会、法
文教会以及洛桑华人教会来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我们得喜乐。

３月 4 ,11, 18, 25 日举行,欢迎有意受洗的弟兄姊妹参加.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祷祷祷祷 告告告告 会：会：会：会：

财务报告：财务报告：财务报告：财务报告：

長執會長執會長執會長執會：：：：

特別培訓特別培訓特別培訓特別培訓：：：：

長執同工長執同工長執同工長執同工
培訓培訓培訓培訓：：：：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之夜之夜之夜之夜::::

：

读经：罗马书 5 章 1-11 节

日内瓦华人圣经教会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ENEVA

 

教会地址：Rue Cherbuliez 7 1207 Genè
乘 2﹑6路公车至＂Rue du Lac＂站下车，在第一路口右转，直走约 30米处的 7号
联 络 人：葛道宁长老 手机: 076.580 32 13 黄月娥 手机: 076.525 84 98

2012 年主題：因為愛，我們都服侍

报 告 事 项

主日崇拜工作表

ve

基督教华侨布道会（简称 COCM）是一个不分宗派的差会，目的借开荒布道、

建立教会、栽培训练及文字工作，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在欧洲的华侨。一九五零

年由已故王又得牧师创立。COCM 的异象是「中国人在那里，愿基督也在那里」。

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差会的组织不断扩大，已发展至欧洲大部份国家，服事英

国、东欧、西欧和北欧的华人教会和团契。现有同工约五十位，来自不同的国

家，透过多元化的事工，向在欧洲的华人传福音，对象包括本地华侨、华裔青

少年、餐馆业人士、留学生及来自中国大陆人士等。

自一九五零年创办以来，『开荒布道、建立教会』并协助教会成长一直是

COCM 的首要任务。现今在欧洲约有二百间华人教会、团契和查经班，当中很多

是由 COCM 开荒布道后成立的。 2008年7月，吕子峰牧师接替王光霞姊妹出任

COCM 的总干事。 「神恩泽恩胞、福音遍全欧」亦成为他们异象的伸延。

2003年，英文教会邀请罗锦参牧师担任营会讲员，并帮助开展华人事工。

2004年1月，罗牧师加入 COCM 在日内瓦服事，同时也在 COCM 的圣经学院开始

教学的工作。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教会－－日内瓦华人圣经教会的长执架构

也被建立起来，并能够在常规性的事工中独立运作。 2008年8月，罗牧师完成

了植堂的任务，离开日内瓦。退休后，罗牧师仍继续在 COCM 的圣经学院教书。

我们教会的部份弟兄姊妹亦有不少曾修读圣经学院的华人信徒装备课程呢！

现时，欧洲97%的华人仍未接受福音，当中有不少是长期定居欧洲的，但

亦有很多会回到原居地或移居世界各地。由于华人的流动性很大，使 COCM 的

工作显得更急切、更有挑战，且更具策略意义。

周一 15:00-17:00 喜乐小组 董性金/麦宝桢 076.477 3245 / 022.733 1654

周五 19:00-22:00 恩慈小组 葛道宁/黄月娥 076.580 32 13/ 022.796 0207

周五 20:00-22:00 提摩太团契 柯文全/赵金环 079.674 4574 / 076.466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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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牧師任命牧師任命牧師任命牧師任命

典禮典禮典禮典禮：：：：

洗禮班洗禮班洗禮班洗禮班：：：：



弟兄姊妹，你们好！我们是日内瓦家的最新成员，我们的英文名字是 Thomas

和 Joanna。我们有三个儿子，他们是偲恺、偲谦和偲恒。偲字的意思是真诚的

友谊，恺是期望他能时常喜乐，谦是谦卑主前，恒是要定睛永恒。以下是主与我

家同行的见证分享：

九一年秋天，我就读香港中文大学，开课不久的一个下午，遇上了一位曾于

暑假问路时结识的传道人。她竟记得我名字，并将神的救恩讲述。她主动请我读

经及决志，自己也不明白当时为何毫不犹疑地决志信主。但自始我再没有遇上那

传道人了。虽然自己开始读经，间中会到校园外的教会参加崇拜，但一直未明福

音。九五年四月一日，一个宁静的晚上，在阅读完程文辉女士的见证后，我心意

感动得很，立时再次决志信主。我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了，但是灵命的成长一

直被忙碌的工作所系累着。

直至一九九九年妻子锦仪被调往美国工作，自己全时间在家照顾儿子。我们

开始每逢主日到北维州华人宣道会参与崇拜，享受在神家中的温暖。随着灵命的

成长，我对自己的罪有了更深的认识。我深感不配神的救恩，只有每天祷告，求

主赦免。经过了数天的挣扎，我跪下来再次求主赦免。突然间，我感到有一种整

个人轻了许多的感觉，心中有一份难以形容的平安。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了！

我立志将一生全献给主，但是那时锦仪对主还是认识不多。

虽然锦仪小学及中学都在天主教的学校读书，但是从来都未有对宗教有任何

感动。直至到了大学，宿舍的同房带她去一个布道会，她心里很是感动，于是便

举手决志。但很可惜，那次决志后，她没有好好地去继续认识神。大学毕业后，

锦仪加入了香港政府工作。由于身边的同事没有一个是基督徒，接触神的机会便

更加少了。在香港工作的七年多时间中，锦仪可说是完全离开神，当时她对此并

没有觉得有何不妥，因为自觉在行为及品德上都做得很好，更经常得到别人的称

赞。但她回想那时的自己，心里从没有“平安”、“满足”的感觉，总觉得自己

比别人差，自己没有别人那般幸运。

直至锦仪在美国工作时怀着第二个孩子偲谦，因胎盘前置，需要长时间卧床。

我们心里初时很是担心，不知胎儿能否顺利出世。我便把握机会让锦仪聆听福音

录音带及鼓励她将腹中婴孩的健康交托给神，多读圣经。我们开始每天祷告，将

生命和家庭交托在神的手中。牧师及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关心更令我们感

动，有一对夫妇朋友更经常为我们煮饭，老远的送饭来我们家呢！幼子偲谦出世

了，感谢神的保守，母子平安。后来在一次崇拜中，锦仪再一次向神承认自己的

罪，求神赦免，承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她主动参加洗礼班，决定与我一起

受洗。我们也请求牧师当天为我们两个儿子一起行奉献礼。郑治坚牧师更无意的

将受洗的日子定在我俩结识十一周年的纪念日，深信这是主的美意。

在二零零二年三月，只有九个月大的幼子偲谦有三次突然昏迷抽筋的情况。

虽然做了很多的检查，医生也找不到病因。但倒因为偲谦的病，我们对神的信心

更为坚定。这十年多以来，我们都能平静地看待偲谦的病，不是说我们不担心自

己儿子的情况，而是我们有很大的信心，相信神必定会看顾这孩子，必定会医治

他。换转是从前，我们只会抱怨为何自己的儿子会有这病，为何神会这样对待我

们。感谢神，这些日子以来的考验令我们感受到，与神同行是何等的美好。在美

国生活的的五年多日子里，我们的灵命有一定的成长，也积极地在教会中事奉。

我亦有机会到神学院修读神学，回港后，加入福音机构，服待贫穷社群，向他们

传扬福音。我们一家亦在基督教丰盛生命堂沐恩六年多，在不同岗位参与事奉。

去年三月锦仪决定申请来瑞士工作亦是我们对神信心的另一次考验，因为我

和锦仪一直都是想回到美国去，以为这对孩子们的成长是最好的选择。刚巧政府

同时接受到美国及瑞士工作的申请，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在申请表上只填上美国，

我们便有很大机会被派往美国去。但不知为何，我们都愿意谦卑的跟从主的带领，

深信祂的意念要比我们的高。我们承诺无论祂要我们到那里去，我们都去。期间

神亦多次考验我们的信心，管理层甚至告诉锦仪，如果她想的话，可安排她到美

国而非瑞士工作。但锦仪没有动摇，她的信心确实令我感到惊讶！

来到瑞士已半年了，生活开始变得忙碌。认识的华人、邻舍和本地朋友多了，生

活也忙碌起来。锦仪工作虽然忙碌，但仍能松容以对。偲恺在校成绩不错，开始

为高中及大学织梦。偲谦在学习方面仍需努力，但笑容常伴，篮球技术进步了，

身体也变得健壮。偲恒是一个喜乐的小伙子，常逗着要我跟他玩，好不容易等到

锦仪下班回家，他才对我网开一面，我才有时间玩真的煮饭仔。求主使用我们一

家，在这地方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日内瓦华人圣经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接

纳，你们每一位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刘旭东、张锦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