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 告 事 项

 http://www.cbcg.ch                          2012年4月

主日崇拜工作表

主日崇拜 	� 每周日的15:30-17:00主日崇拜。

祷 告 会	� 每周日的14:30 -15:15，为教会及崇拜祷告。
	� 4月14日(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早上10:00，祷告会在葛道宁牧师家，请弟

兄姊妹参加。  联系电话：022 796 0207。

财务报告 	� 2月份一般奉献8684.73 瑞郎;信心奉献4412瑞郎；2月份总支出21970.25瑞
郎（其中包括施福基金會2010年信心奉獻8000瑞郎。緬甸宣教學院信心奉
獻5000瑞郎，牧師一、二月薪資5622.3瑞郎，補貼600瑞郎）

受難日崇拜	� 4月6日 (星期五) 下午3:00，我们将有受難日崇拜，一同念记主恩。

復活主日及洗禮	�4月8日 (星期日)下午3:30，我们将有復活主日崇拜及洗禮。 

女性之夜 	� 4月23日(星期一)晚上19:00-21:00，在鲍茉莉姐妹家聚会，主题是“生
气”。欢迎所有女性朋友参加。联系电话: 022 349 6239 

	� 地址：8, avenue Adrien-Jeandin, Thonex(位于新的“Thonex Centre”后面) 
乘电车12，"Graveson"站 。大门密码： 0258C

BBQ福音行動	� 4月28日 (星期六)將會有全教會燒烤活動， 请弟兄姊妹邀請親朋参加。

福音主日	� 4月29日 (星期日)下午3:30，我们将有福音主日崇拜，请弟兄姊妹邀請親
朋参加，並為更多靈魂得救而向主呼求禱告。

华人新一代	� 4月18日至6月20日 （逢星期三），12:30 ﹣14:30，共10堂。教会为10至
周三具乐部	� 15岁少年人提供每周一次的品格教育社交活动，收费：50瑞郎（出席达

70﹪将全数发还)。歡迎合适之少年朋友参加，详情可向Thomas查询。

福音营	� 本年度福音营将于 5月26﹣28日在 Les Moses举行。营会主题：“好夢成
真！”讲员为檀香山华人信义会的李永成牧师。 夏威夷短宣队亦将于5
月18﹣28日来访。请为我们组成福音队与之配合代祷。

教会地址：Rue Cherbuliez 7 , 1207 Genè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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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道宁牧师  手机: 076 580 32 13        黄月娥师母  手机: 076 525 8498 

周一  15:00-17:00    喜乐小组   董性金/麦宝桢  076 477 3245 / 076 493 3753 
                                 
周五  19:00-22:00    恩慈小组   葛道宁/黄月娥  076 580 3213 / 022 796 0207 
 
周五  19:00-22:00    提摩太团契  柯文全/赵金环  076 572 5145 / 076 466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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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
葛道宁
牧师 

黄月娥
樊少鸿

董性金
何小芳 
张瑞芳

刘旭东
朱霞丽
刘丽云

4月8日
葛道宁
牧师 

林  娜
黄月娥

董性金
郑水燕
刘凤丽

黄月娥
朱霞丽
傅新红

4月15日
葛道宁
牧师 

柯文全
谢秀霞

郭晋
曹炳祺
池千红

刘旭东
朱霞丽
岳虹

4月22日
葛道宁
牧师 

谢秀霞
麦宝桢

董性金 王根妹
朱丽云

刘旭东
朱霞丽
何小芳

4月29日
樊少鸿
李 祺

黄月娥
葛道宁

郭晋 
麦宝桢
董性金

刘旭东
朱霞丽
池千红

5月6日
葛道宁
牧师 

赵金环
黄月娥

董性金
岳虹
朱霞丽

黄月娥
项祯怡
刘丽云

周
间
聚
会

缅甸圣经学院 

2012年主題：因為愛，我們都服侍

宣
教
奉
献
四
月
焦
点

	� 教会虽面对各种困难，教
会仍努力传福音，拓展新福音工
场。“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
少”。在次，一个传道人牧养几
间教会和到不同山区去服事并不
稀奇。目前，一般在圣经学院修
读之神学生，多数是两手空空来
进入学院的，所以一切物质皆须
依赖国内、外的支援。2010年，
我们开始支持缅甸团学院
（MMC），向他们奉献了共
4800瑞郎，，其中2000瑞郎已用
作购买音乐设备，余款则用作支
持学生和教师的生活。 2011
年，我们亦奉献了5000CHF，其
中3600瑞郎用作支持三位教师的
生活，1400瑞郎则用作支持转型
社区发展计划。今年，我们希望
再次以支持他们的圣经学院及转
型社区发展计划，向穷人和未得
村庄实施不同形式的培训，以及
教导他们如何获得丰盛的生命。

	� 缅甸是一个充满悠久文化的古国。无论在城市、乡
村、荒山，你到处皆可见到大大小小的佛塔，它的数目是
增无减。 缅甸约5,300万人口， 80%人口信仰佛教，基督
徒约6%。生活水平相当低落，医药非常落后，特别离城
市偏远的地方，情况越严重。医生与人口的比例是1: 37。



儿童主日学事工	�	� 黄月娥(儿童主日学执事)

	� 教会在2003年开始有每周日崇拜的时候，就展开了儿童主日
学事工。主日学是培育教会成长的孩子不单在真理上认识神及救
恩，并教导培养孩童的德行应用在生活当中。箴言22章6节“教养
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奥古斯丁的
《忏悔录》中说：“婴孩的天真在于他们的肢体的无能，而不是
他们的心理无邪。”孩童不慬继承从亚当以来的罪，也继承从父
母而来的罪。人生而为罪人，那看似天真无邪的孩子自然也是罪
人。成人与儿童是相同的，都需要救恩。

	� 主日学事工是家长及老师以信仰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来教导孩
子，在智力、才艺、品德及生活上教育孩子成为基督耶稣的门
徒。主日学老师只能在一周的186小时中，有一小时教导孩子，其
余周间185小时是家长直接的教导及影响。家长及主日学老师需要
紧密的连系，一同为孩童的属灵生命代祷，以致孩童在教会及在
家庭生活中得着培育，借以抗衡各电脑网络、电视、广告、社会
及同学的影响。塑造孩童的属灵生命，不光是教导他们圣经知
识，教会礼仪，更是要培育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对耶稣的救恩并
罪的人性醒觉；然后做一个面对上帝的人，顺服祂、敬畏祂，表
现在行为生活上。

	� 讲故事给孩童听，比牧师讲道给会众听更难，如何讲圣经故
事帮助孩童在真理的思考中建立信仰？孩童在不同年岁阶段有不
同的思考能力。按孩童发育思考能力：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
抽象；从想像到多元；从比较到推论；从依赖到独立。

	� 孩童有强烈的记忆力，主日学教导背金句，唱歌及故事，从
小就可以强记。我的小班生3岁的欣欣，可以 顺地在下周主日重
背路加福音22章20节：“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我们在主日
学所唱的歌：“耶稣爱我，我知道。”孩子朗朗上口，加上配合
歌词的动作，他们在家中，在班上随时都唱，甚至到了中文学校
上都唱给非基督徒老师听，成为基督耶稣的见证人！

	� 讲故事要讲得动听，老师有视听教材：布娃娃咀巴张合，以
第一人身份表达故事人物的感受及经歴。磁性人物像贴出，孩童
看见耶稣及祂十二个门徒。五千人的图片前面有小孩子送出五饼
二鱼给耶稣，或打开圣经图书，一页页地故事活演在书上。这是
知识的教导，孩童若不经过追问，就不能学习真理。老师要让孩
童追问是什么(What)？为什么(Why)？什么时候(When)？在那里
(Where)？是谁(Who)？如何(How)？

	� 讲圣经故事是帮助孩童认识神的属性：圣洁、慈爱、公
义、信实、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怜悯、恩慈；认识
神的作为：创造、护理、审判、救赎；并认识生命的意义：从坏
转为好、爱人如己、宽恕、属灵生命的提升。老师讲故事，不单
表达故事的情节内容，更要向孩童提问，例如:
• 比较性的问题:	�浪子回头故事中,小儿子或大儿子谁比较近父亲?
• 因果性的问题:	�小儿子若不回头,他会怎样?他回头了,后来又怎样?
• 归纳性的问题:	�耶稣如何回答法利赛人"这人接待罪人 " 的批评?
• 应用性的问题:	�若你是小儿子,犯错了,可以怎样回头？
• 两难性的问题: 大儿子妒忌父爱浪子比他多,最后他进去庆祝或离

家出走呢？

	� 讲完故事，老师可让孩童体验故事情节，以演戏、画图、
手工、写字、背金句及唱歌使道理沉淀在孩童心里，并彼此分
享，生活可行性讨讑，立志及代祷作为结束。在下周日老师再复
习上次教导，并让孩童讲述一星期生活应用的结果。

	� 主日学事工是成熟的基督徒委身于教导的事工，成为主日
学老师是需要努力装备自己，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以生命影响生
命，忠心地付出代祷，付出爱心，用智慧把真理活泼地教导孩
童。为了教导上有连贯性，我们要求老师委身以一年为一任。每
月以一个专题，教导同一班的孩童。我们现在两个老师各在大班
及小班轮流教学，我们知道这是付代价的事工，老师要保持灵命
成长不会消耗，他们需要有每天的个人灵修生活，周中参加小组
查经聚会，并每月一次老师家长交流祷告会，使主日学教育在教
导者及受教者都有成长。愿神坚立我们的主日学事工。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