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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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改地點	� 6月10日, 由於不能使用 EEBG 場地,主日崇拜將改於16：00 
在Eglise Evangelique de Meyrin, Ch. du Bournoud 3, Meyrin, 乘
14路電車 (往CERN方向) Meyrin Village 站。

祷 告 会	� 每周日的14:30 -15:15，为教会及崇拜祷告。
	� 6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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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月份一般奉献6004.59瑞郎;信心奉献2250瑞郎,其中100瑞郎
标明给瑞恩姐妹；4月份总支出 7780.30瑞郎，其中包括牧
师三月和四月的薪金。。

帶領崇拜培訓	� 6月9日 14:00-17:00在葛牧师家举行，所有主日帶領崇拜的
长執和同工，請參加本次培訓會議。	�

長執會	� 6月10日举行長執會, 地點在葛牧师家 ，请弟兄姊妹祷告記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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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	� 6月24日崇拜後17:00-19:00,举行教會會員大會。請教會會員
參加。

女性之夜 	� 6月26日(星期一)晚上19:00-21:00,在鲍茉莉姐妹家聚会。欢
迎所有女性朋友参加。联系电话: 022 349 62 39。

	� 地址:8, avenue Adrien-Jeandin, Thonex(位于新的“Thonex 
Centre”后面) 乘12路電車,"Graveson"站 。大门密码: 1602C

預約幸福工作坊	� 6月29日晚上19:00-21:40 及30日早上10:00-下午16:30(連免費
午饍) 預約幸福工作坊， 講員為台灣學園傳道會同工，信
息為:(1)愛與接納自己，(2)男女差異(+溝通) , (3)真愛的表
達 及(4)神對婚姻的目的，可向Thomas報名,請電郵參加者
姓名及聯絡方法(lauyuktun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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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宝桢/董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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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瓦华人圣经教会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EN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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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主題：因為愛，我們都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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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日 期 讲道 领敬拜  领祈祷 茶点/清洁 主日学大班 主日学小班 小班助理

6月3日 葛道宁牧师 刘胜昆 黄月娥 郭晋/王来生 黄月娥 朱霞丽 陈爱珍

6月10日 葛道宁牧师 柯文全 葛道宁 曹柄棋/池千红 黄月娥 朱霞丽 何小芳

6月17日 葛道宁牧师 樊少鸿 麦宝桢 郑水燕/岳虹 黄月娥 朱霞丽 刘凤丽

6月24日 葛道宁牧师 谢秀霞 樊少鸿 麦宝桢 /陳松昌 黄月娥 朱霞丽 池千红

7月1日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谢秀霞 董性金/吴建朝 刘旭东 池千红 陈爱珍

云彩行动宣言：“以生命改变生命”
        云彩行动于2005年在中国广西开
展扶贫行动，致力帮助山区之少数赤
贫民族，改善山区孩子的教育及生活
需要。2009年开办的孤儿院有独的结
构，为儿童提供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
每六个孩子被分配到一对夫妇，住在
同一屋檐下。 云彩行动亦援助脑瘫孩
子及残障青年，为他们提供康复及工
作培训，并为贫困及有需要的人提供
紧急医疗援助。2011年，脑瘫儿童康
复中心在南宁开幕，提供免费康复护
理和心理治疗。

        云彩行动愿以真诚的爱与行动，帮助及祝
福世上最无依无靠的孩子及贫困人；以生命改
变生命，不但赋予教育及基本生活的需要，更
重要是让每个受益人的生命得着改变 - 喜乐与
盼望；借着人与人彼此的关爱和帮助，发挥人
世间的真善美。盼望由广西开始，于不同省份
设位援助中心；用爱心与行动让许多缺乏支援
的人得着关怀与祝福，帮助他们改善贫困的环
境，为每个人重建生命的尊严及盼望。

       去年八月，我們三位弟兄前往南寧探訪云
彩行动的孤兒院，看見了天父如何記念残障孤
兒，令他們得着关怀与祝福。願我們繼續可以
在今年成為他們的支持者及代禱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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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月29日(禮拜二)，我要乘搭早上9:10的班機夏威夷，7:15前應該要
到機場。Apollo的家就在機場附近，十分鐘車程。早上6:00我起床，梳洗
完畢，6:15我走到客廳，發覺Apollo夫婦在餐桌前一同開聲讀經、靈修。
這是一幅美麗的圖畫，不單流露他們夫妻和諧的感情，也呈現他們同心跟
隨主的心志。
	� 前一天(5月28日)營會結束，下午六時他們才到家，放下行李，到
外面吃過晚飯，回來已經是九時多。收拾好營會帶回來的一大堆東西，洗
個澡，快半夜了！營會前各樣準備的工作，已經很忙；Victoria是營會籌
委會的主席，在營會中要照顧許多大小的事。營會之後的第二天，晚起一
點，睡個懶覺，也合情合理。然而， 他們夫妻6:00就起來，一同靈修讀
經。我相信，這是他們慣常的生活程序。他們的敬虔是有根基的！

	� 日內瓦華人教會的會友流動性非常高，半年左右就換一批。上一
次我到日內瓦是2009年6月，才隔了三年。今年的福音營約65位成人參加
(另有20多個孩子，全部約90人)，其中只有大概五分之一是我認得的“舊
人”。這樣的教會很難栽培同工，所以Apollo夫婦牧養這教會很不容易。
這樣的教會、這樣的牧者，我們應該盡力支援。

	� 在洛桑大學和日內瓦大學的學生聚會，對明弟兄的演講有很好的
回應。不少學生表示以後會去參加教會的團契。

	� 福音營會是這次短宣的主要項目，雖然沒有很多慕道朋友在營會
中決志信主，但這些新朋友大部份都對這信仰有好感，表示願意以後去教
會更多瞭解。這褔音營看來更像培靈。許多基督徒得到激勵，重新立志要
為主而活﹣﹣認真崇拜、奉獻，認真去傳福音，作見証，在金錢和時間的
管理上，表明尊主為大，要討主喜悅。有幾位弟兄姊妹回應上帝的呼召，
願意獻上一生，全職做傳道人。

	� 請大家繼續為日內瓦的華人教會禱告，為在瑞士各華人教會禱
告，為葛道寧牧師、師母禱告。盼望福音在瑞士可以廣傳。

	� 這一次的旅程相當勞累。畢竟歲月不饒人，我發覺體力大不如
前， 時差很不容易倒過來。腦子很遲鈍，大白天也常會感到困倦。惟如
是，我更體會上帝的恩典和能力。我真是發覺，事奉主不是靠自己的才智
和經驗，乃是倚靠聖靈的能力。感謝主，有基督這寶貝在我這瓦器𥚃，顯
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上帝。

	� 5月11日(禮拜五)早上，在我出發往瑞士前幾天，我遇到交通意
外。一部大卡車在我車子的左側擦過。我車子前面的保險槓(Bumper)整個
飛離。我的車子若再往前十分之一秒，後果就非常嚴重。我手錶的錶帶與
錶相連的鋼軸因為猛烈的衝擊而彎曲而且折斷，而我竟然沒有半點傷痕。
我知道，這是神蹟，是上帝保守了我。我知道，上帝要我到瑞去幫助那𥚃
的教會；上帝要我繼續事奉祂。
	� 在我餘下的年月中，盼望有更多機會被主使用，與主同工。
	� 盼望您也是如此，願上帝賜福給您和您家！
	� 	� 	� 	� 	� 	� 	� 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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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 我從瑞士平安回來了。謝謝你為我禱告。

	� 這是本堂短宣隊第七次到瑞士短宣，是隊員最少的一次。本來只有我
一人孤身上路，感謝明弟兄鼎力支持；他寧願改變與兒孫團聚的計劃，更改機
票，於5月16日與我一同出發，在瑞士與我配搭事奉。明弟兄先後在瑞士首都
伯爾尼(Bern)的華人教會和納沙泰爾(Neuchatel，是洛桑高工的分校所在地)，並
在洛桑大學及日內瓦大學負責多場演講。5月25日(禮拜五)明弟兄離開瑞士飛往
加州，趕着去抱那出生已經三個月而他還沒有抱過的寶貝孫女！

	� 感謝藍征於5月25日早上抵達日內瓦。我在機場送別了明弟兄，不到半
個小時，就迎接了藍征；他剛好來“接班”。藍征千里迢迢而來，單程就要耗
上24小時，還要花一大筆的旅費，只為參加一個週未(兩天半)的營會。我知
道，他是有心來與我作伴。感謝上帝，賜我一位這樣溫厚深情的弟兄。

	� 這一趟我在瑞士是住在葛道寧牧師、師母(Apollo & Victoria)府上； 前
後有一個多星期。這是我第一次與他們同住，對他們的家居生活有更多瞭解，
也因此對他們倍添欣賞。他們真是為主而活！

	� Apollo每個月有三至四個主日在自己教會負責講道，每月還有一個主日
去支援在洛桑的華人教會；單程開車約45分鐘。洛桑華人教會在主日10:30開始
崇拜，約在中午結束；散會後與弟兄稍為交談，大概在12:30才能離開。日內
瓦教會在14:30開始禱告會及練詩，15:30開始崇拜，從洛桑回到日內瓦已經是
下午一時多，還要吃午餐，14:00前到教堂預備一切；時間相當緊逼。2009年，
我們在瑞士短宣，有一個主日我被安排在這兩個教會講道，我深切體會其中緊
張的情況，我只經歴了一次，Apollo是常常如此，而且是全家出動！
除了主日崇拜外，Apollo還參加幾個團契：
．禮拜一下午，餐館人仕團契	� ．禮拜三中午，少年團契
．禮拜四中午，弟兄小組	� 	� ．禮拜五晚上，查經團契
過去一年，差不多每週他都要飛往西班牙巴塞羅那(Castelldefels, Barcelona)的歐
華神學院去上課。他還要訓練同工和負責教會的行政管理。目前他們的教會正
在修改會章，像我們教會一樣。我很驚訝他能做那麼多的事。更令我佩服的
是，他沒有“勞苦擔重擔”的愁眉苦臉，也沒有講甚麼埋怨的話。他非常開
朗，常常開懷大笑！

	� Victoria在聯合國的機構工作，朝9晚5。她常利用午膳時間培訓信徒，
以“一對一”的方式帶領一些姊妹讀經。每個禮拜五的查經班是在他們的家舉
行，約十多人參加，連他們一家四口，差不多二十人。Victoria為大家預備晚
餐。她下班後大概18:00才到家，19:00晚餐，20:00開始聚會，時間很緊。所以
在前一天晚上，她必須把大部份的餸菜預備好。假如只是偶爾做一次，許多能
幹的姊妹都辦得到；長年累月這樣服事別人就很不簡單。她還要照顧兩個兒。

	� Apollo在2010年8月辭退在“CERN”的工作，全時間投入教會事奉。
(“CERN”﹣﹣Conseil Européen pour la Recherche Nucléaire歐洲核子研究組
織，那是全世界最大的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今年2月，Apollo受按牧職。在
此之前， 還是“平信徒”的時候，他們夫妻已經是那樣盡心盡力地事奉主。

	�

《李永成牧師給檀香山華人信義會的家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