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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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月12日(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早上10:00，祷告会在葛牧师家，

请弟兄姊妹参加。  联系电话：022 796 0207。

财务报告 	� 3月份一般奉献7731瑞郎;信心奉献2965瑞郎；3月份总支出3220
瑞郎。

查經培訓	� 5月12日 (星期六)14:00 -17:00將會有美國的張福森老師來培訓：
如何讀經與帶查經， 请弟兄姊妹参加。地點在葛牧师家

女性之夜 	� 5月14日(星期一)晚上19:00-21:00，在朱霞丽姐妹家聚会”。欢迎
所有女性朋友参加。联系电话: 079 7564639

	� 地址： 6  Chemin de la Voie-Creuse, 1202 Geneve 

夏威夷短宣队	� 5月18－28日夏威夷短宣队来访，请为合作福音事工代祷。

海外留学生讲座	� 5月23日(星期三）12：30﹣14：00夏威夷短宣队海外留学生讲座:
	� 〈怎样面对选择〉，演讲人为美国夏威夷大学正研究员明立中

先生，地点：Room50B, Science II, Quai Ernest﹣Ansermet 30, 
CH-1211。请邀请朋友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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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山活动	� 6月23日 (星期六)14:00 -17:00 將有爬山活动，请弟兄姊妹邀請親
朋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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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合适之少

年朋友参加，详情可向Thomas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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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周五  19:00-22:00    提摩太团契  柯文全/赵金环  076 572 5145 / 076 466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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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讲 员 领 会/领祷告 点 心/招待清洁 儿童主日学 幼儿主日学/助理

5月6日 葛道宁牧师 赵金环/黄月娥 鄭水燕/朱霞丽 黄月娥 项祯怡/刘丽云

5月13日 葛道宁牧师 林  娜/麦宝桢 张瑞芳/刘丽云 黄月娥 项祯怡/何小芳 

5月20日 葛道宁牧师 柯文全/朱霞丽 董性金/陳松昌 黄月娥 项祯怡/池千红

5月27日 2012年福音營2012年福音營2012年福音營2012年福音營2012年福音營

6月3日 葛道宁牧师 谢秀霞/黄月娥 郭晋/王来生 刘旭东 朱霞丽/陈爱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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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主題：因為愛，我們都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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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班牙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天主教国家，大多数人都是掛
名的天主教。 按人口例比而言，它是整个欧洲其中一个拥有最
少基督徒的国家：只有0.8％！

	� IBSTE（西班牙圣经神学院）是西班牙最大的基督教神
学院之一，坐落在巴塞罗那的郊区。它始建于1974年，为整个
西班牙的基督教群体培训教牧同工。现时，它有26位全时间学
生，其中有一半生活在校园里，另一半来自巴塞罗那地区。由
于大多数福音派弟兄姐妹都是来自中下阶层，无论是学校和学
生都有很大的经济需要。去年，我们从2010年的盈余拨出了一
成款项合共5000CHF来支持三个学生：Efraim，一名巴塞罗那的
年轻弟兄立志成为一个传道人。Daniel 和 Marta 是从阿根廷来
的新婚夫妇，他们将很快将到巴斯克地区开展植堂工作。我们
以勤工俭学（work-study)的形式作支持：他们协助神学院设施
的维修保养，从中获得学费的支持。这种方式令神学院和学生
同时受惠。今年，我们想再次以同样的方式的支持他们，请慷
慨支持！

西班牙圣经神学院



 传福音－大使命	�	� 	�
为什么要传福音?

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传福音是要拯救人。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的话，人家就没
有机会听到了，没有听到的话，又怎么信主呢？如果他不信主的话，他以后就要到地狱
去，那是非常可惜的。其实如果没有人家传福音给我们的话，我们怎么相信的呢？我们
现在相信，是因为人家传给我们，同时我们也需要将这个美好的消息去传给其他人。

传福音这个词是传好的消息的意思。什么好消息？就是神子耶稣降世来拯救我们，
为我们的罪钉死，让我们接受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传福
音其实是神的命令。马太福音第28章18－20节是耶稣升天以前所讲的一句话。“耶稣进
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
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
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留意18节怎么说。耶稣说，我从死里复活后，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加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你们去的时候，因为权利在耶稣身上，现在是
耶稣赋予他的权利和能力给我们，靠这个力量，他要派我们那里？使万民，所有的民族
做门徒。做了门徒以后，奉父子的名给他们施洗。先做门徒，然后施洗。凡我所吩咐你
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就是门徒训练了。神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就怎么教导其他人；
门徒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就怎么教导其他人。这样的话，你发觉你跟神很接近，耶稣
就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有名的大使命，神要吩咐我们要传福音。这
个福音传到地极、传给万邦、传给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或是我们
的同胞、或是说外国的朋友。所以传福音，不只是当地传福音，我们还要到普世宣教。

因为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发觉到神和你同在、是密切的，而且你灵里面成长也
快。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最前线，为神打美好的属灵争战，圣灵会给你同去。我记得有
一次有一个弟兄问我，他那个时候信主不久。他说，我没有看好圣经、很多都不懂，让
我好好装备后，才去服事传福音。我就跟那弟兄说，弟兄啊，其实学习和服事是一起
的。我们不是要学很多，查很多经才去服事。我鼓励你早点去传福音。你传福音的时
候，不是用高言大论，乃是分享你自己怎么得救的，接受神以后生命的改变。灵里面长
大得也快。发觉到自己讲得不好、不够的话，回来后就更有动机去学习。所以，我们是
一边学习，一边服事，不是坐在那边等的。当你愿意为神传福音的话，你心里就像江
河，圣灵在你心里的活水就越流越多、越流越大，很有喜乐。反之，如果你不愿传福音
的话，就好像一池死水，堵在那边，死水是臭的，灵命也停滞不前。

身传和口传

我们怎么去传呢？传福音可分身传和口传。身传就是你的好行为，口传是将福音的
道理告诉人。如果你没有身传，你只是口传的时候，人家听到你的福音，但看到你个人
的行为都很不好，你常发脾气，或是对人不好，他们才不相信。因为信了像你这个人的
话，不信好了。所以愿神帮助你，每天透过灵修的话，改变你的性格，越来越有属灵的
香气。当别人看到这个人的话，哇！他的生活是那么好，那么受神祝福，有力量，我也
要相信。所以你本身有生活的见证，会很帮助你传福音。我可不可以只是身传，不口传
呢？这个也不行。因为你身传的话，虽然是你过得很好，但是对方不知道你得到的原因
是在那里。他要明白，他要接受，才能分享这个好处。所以这两方面都很重要的。

让我们看彼得前书3章15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
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这里写了传福音的秘诀。你心里，平
常生活是尊主基督为圣的，你生活里面以信耶稣为主，所以你无论是在工作、家庭各方
面，你行为都很好。为什么呢？你按照主的话去做，很有力量去做。比方说你工作有很
好的见证：很忠实、很勤劳、很有果效。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为什么你会这
样？那么有力量呢？这个时候你就要常作准备了，不是等他问你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
回答。你平常有准备，有祷告，有操练。当他问你的时候，你就“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
各人”。你用温柔的心回答他，“哦，我为什么有力量？是因为主耶稣在我心里面。没
有信主以前，很苦恼的；现在我接受神以后，我心里面有很大的喜乐，很有力量。其实
你也可以接受。因为这个是神，我们是有罪的人，现在他洗净了我的罪，我接受耶稣的
时候，生命就有力量。”若对方愿意，你可以邀请他做个决志祷告。

三种福音对象

传福音要因时制宜，我们分了三个圈：一面之缘的、朋友、和家人。 越里面的就
越跟你接近的。越里面的话，身传就越重要。越外面的话，口传就比较重要。最里面
的是家人，因为他看到你平常的生活，如果你行为不好的话，他就很难相信了。如果
妈妈看到女儿以前是常发脾气的，现在她信了主，脾气改了很多，妈妈也想信主。你
本身愈像耶稣，身传就愈有力量。但是有时候你在飞机上，你碰到一个人谈起话来，
下飞机以后，两个人就要分散了。在那个时候，你跟他传，他也不可能见你很久，在
这个时候，口传就很重要了。但是如果跟你接触比较多，好像你的朋友的话，你可能
跟他生活一起比较多一点，一起打球、一起去关心，平常的见证加上你的口传。希望
我们传福音是整个生命的传福音，你整个人就是在传福音，你平常就很关心其他人，
同时你本身是活出耶稣的样式出来，这样的话，你传福音是非常有力量的。

目标: 向主移一步

不要因为传福音没有马上的果效而沮丧。你知道一个人属灵情况，不是一天两天
可改变的事情，是很多人工作的果效的。你今天可能传了一个福音，他没有相信；但
是他可能搬到别的地方的时候，他想起你的话来，他可能会去教会、去团契。教会团
契里面有另外一个向他传，他有感动，就接受了。一个人信主是受很多人的帮助，最
重要的是圣灵在背后动工。我们传福音，暂时看不见果效的话，不用担心。只要我们
愿意出去的时候，我们已经打赢了。撒旦最不喜欢我们传福音，只要我们有愿意的
心，不要偷懒躲在家里，我们愿意有一个拯救灵魂的心，出去就是打赢了。有时候我
们传福音，他人接受主，我们很开心。但是人信不信主，主要是圣灵的工作。感动人
心的是圣灵，我们只是仆人，我们只要忠心出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就行了。

比方你有新邻居刚搬进来，原来他是对基督教很反感的。如果你马上跟他传，他
会反感。为什么呢？可能他以前有一些朋友同事是基督徒，对他很不好，所以他看到
坏见证。那你怎么做呢？你的目标不是马上要他信主，目标是帮助他往主那边移一
步。先跟他做朋友。比方说，你可以去看看邻居，准备一些点心给他吃，介绍一下自
己，然后平常的时候，在路上打招呼，有时候请他过来吃饭，他的态度就有改变了。
他说，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是那么糟糕的。他可以说，好了，我心里面没有太大反感
了，但是我仍不信。他就从反感变成冷淡。你还是为他祷告。有一天，他跟太太吵架
了，吵得很凶。他就走到你的家里来跟你聊。你就跟他分享，其实我以前脾气也很
大，也常跟老婆吵架，那信了主以后，发觉里面有力量帮助我，我脾气就按下来了。
我们夫妇常常一起祷告，真的很有帮助。你就将你的经验跟他分享。他听了以后，你
可以问他，我可不可以为你家里问题做个祷告呢？通常他们都会愿意的，因为祷告是
关心他嘛。回去的时候，发觉心情开始好了。祷告管用，他开始有兴趣。他稍有兴趣
的时候，你可以送他一两本书，或是送给圣经，或是叫他来家里聊聊天，有的时候跟
他查查经。他慢慢就兴趣加强，便带他去教会的团契，教会的活动，感恩节的活动、
聚餐的活动，教会的布道会。感谢神，他在一个布道会里面痛哭接受神了。

有些人接受主后，还是不冷不热，你怎么样？鼓励他做门徒训练。传福音不要以
为是带人信主那一刻，是一整个过程，开始的到终尾的。不要只是看到祷告接受神那
么简单，是整个的过程。现在他还没有接受，没关系。只要你愿意做，你一定会打赢
的。每个人走过来都是很多的阶段的，你就是为他祷告，让他往主那边走多一步。

用诸般智慧

歌罗西书1章28－29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
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
能尽心竭力。”保罗说:我们传扬神的时候是用多方面的智慧的。我们去劝戒各人，可
能请他吃饭，请他去布道会，去帮忙他、关心他，我们用各方面的智慧去关怀。然后
用基督教导他，要把他完完全全地带到神面前。我们要为此劳苦，不是单靠着我们力
量去做，而是照着神在我们里面运用的大能，我们尽心竭力。记得传福音主要是靠着
圣灵的力量，不是你的口才，是因为圣灵的力量。神用到我们这些不配用的器皿去为
他工作，愿意神大大祝福你的福音工作。不要停在那边、不要等，你信主那天的时
候，你开始很愿意去传福音的，不要冷下来，好好去为神。有很多方法，你跟他讲也
可以，或是带他来团契也可以。愿意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祝福万人，愿万人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