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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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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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月份一般奉献9012.71瑞郎;信心奉献6054.50 瑞郎。6月份总
支出26838.65瑞郎。其中主要包括牧师薪金和补贴，1-3月信
心奉献支出（刘在胜5500瑞郎， COCM4562瑞郎，瑞恩2915
瑞郎)及营会场地费用3137.25瑞郎。

女性之夜 	� 8月份聚会将会暂停，9月再续。

洗礼班	� 8月28日及9月2、9、16日举行洗禮班,欢迎有意受洗的弟兄姊
妹参加，洗礼将于9月23日举行。

中秋节周日崇拜	�9月30日下午3:30,我们将有中秋节周日崇拜。崇拜后我们将一
起庆祝中秋节,大家一起共进晚餐。请邀请您的中国朋友们加
入我们的庆祝活动。

华人新一代	� 下一单元之 “华人新一代”将于9月5日至11月14日 (逢星期
三，10月24日除外)，12:30 -14:30，共10堂。教会为10至15岁
少年人提供每周一次的品格教育社交活动。欢迎合适之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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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16:30    喜乐小组      麦宝桢/董性金  076 493 3753 / 076 477 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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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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讲道/翻译 领敬拜  领祈祷 茶点/清洁 主日学大班 主日学小班 小班助理

8月5日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朱霞云 王来生/郭晋 刘旭东 黄月娥 岳虹

8月12日 葛道宁牧师 柯文全 黄月娥 郑水燕/陈爱珍 黄月娥 项祯怡 池千红

8月19日 葛道宁牧师 林娜 麦宝桢 曹柄棋/池千红 黄月娥 项祯怡 何小芳

8月26日 葛道宁牧师 谢秀霞 樊少鸿 麦宝桢 /陳松昌 黄月娥 项祯怡 陈爱珍

9月2日
D.Adamsbaum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谢秀霞 董性金/吴建朝 刘旭东 朱霞丽 岳虹

刘在胜、张秀
荣传道是我们
教会支持了十
年的宣教士。
十多年来,他们
在法国巴黎向
中国留学生传
福音,为尼希米
团契辅导,造就
主的门徒。继
今年一月份，
他们将再次在
本月成为我们
的宣教奉献焦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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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在胜、

张秀荣传道

亲爱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转眼进入2012 的下半年,时间过得真快!每
次拿起笔给你们写信,心里都有许多感恩。感谢上帝那
奇妙的手,在世上成就多少奇妙的事!......
        今年法国的父亲节是 6 月 17 日,我们一对兄弟姐妹
的女儿比预产期提早几天来到世界,让我们这位弟兄在
父亲节的那天当上了爸爸!一对比他们早做父母的兄弟
姐妹在孩子落地两个小时之后, 就送去了红糖小米粥。
然后,尼希米团契的姐妹们轮流每天一餐按时送到医院
和家中,让这对新父 母和他们的家人非常感激,一致
说“小孩子生在神的家里真幸福!”                                                
今年,上帝给了我们不少接待远方朋友的机会。前两个
月,我们接待了来自国内、美国、东欧 等不同地方、不
同背景的兄弟姐妹,让我们有机会与他们彼此交通,一起
为着各地的需要向神祷告。 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迎接
一位远隔重洋、离开巴黎十来年的尼希米团契的姐妹。
她会带着新婚的 夫君来看望巴黎的老朋友。接下来,还
会为一个小女孩举办一周岁的生日会。小女孩的父母是
团契 的老契友,他们将要离开法国。感谢神,一切都是神
的安排,我们会享受在其中。......                                           
谢谢你!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

请与我们一起祷告:                                                                                
一, 秀荣最近牙根经常发炎,并伴随疼痛,消炎后 
会去看牙医,让秀荣被医治;                                                                                  
二, 7 月 23-30 是学园传道会四年一次的欧洲 
同工大会,求神保守与会者的平安;                                                                                  
三, 最近有些学生回国探亲,也有些学成归回 或
到其他国家,求神保守他们的脚步和心 怀意念,
无论在哪里都跟从主耶稣。

学园传道会 刘在胜、张秀荣 二零一二年 七月



美满婚姻的公式 	� 	� 	� 	� 葛道宁牧师

	� ﹣王瑜、佳佳婚礼证道 (2012年7月7日)	� 	�

二：1＋1>>2
       第二个公式是 1＋1 远远大于 2。
       刚读的传道书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這段經文告訴我們三个原因：
       首先， 可以彼此照顾：“跌倒了有人扶起。”。这在生活中是很实际的：跌倒了
可以有别人扶一把！另一个好例子是抓痒，我们的背部有个地方是自己抓不到的！痒
时痛时怎么都抓不到！要是有个人帮你抓抓痒多好啊！记得我几年前背痛，就是在那
里，简单的贴一块狗皮膏药都作不到！
        第二，可以彼此鼓励，扶持：“二人同睡、就都暖和”。其实不单单是身体的暖
和，更是心灵的暖和！！在你一天辛劳后，有个人关心你，听听你发牢骚，那个感受
是很不一样的！身体的暖和还小，心灵的暖和更为宝贵。	�
        第三， 可以共同面对困难：“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喜欢
看武侠电影就明了这一句，一个人眼睛只能看前面，看不到后面。如果两个人背对背
站在一起，便可以抵挡前后来的敌人！不会被人暗算。同样的，在我们人生的路上，
一定会遇到敌对，困难。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面对！有句话说：“分享的快乐，格外
甘甜，分担的重担，格外轻省。”真的是很有道理。
        但是，最重要的是：“同得美好的果效”。两个人在一起可以是远大于二！不光
是自己小两口子蒙福，也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效果会是远远大于两个个人！亲爱的
佳佳和王瑜，不要停留在两个人的小世界中，要出去关心父母，周围的朋友，弟兄姐
妹。你们会发现，所得到的祝福也会大得多！
        因此，1＋1 >> 2，婚姻不光是两个人蒙福，也要让你们周围的人蒙福！

三：1＋1＝3
        第三个公式是 1＋1 等于 3
      “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为什么等于三呢?要加上上帝!因为婚姻不只是两
个人，一定要有上帝在其中才会美满。有了上帝，关系才会稳固，才不会被这个世界
的洪流给冲毁！就如最稳固的椅子是三只脚的！三脚的椅子在任何地面都稳定，不会
摇动！你们想要一个稳固的婚姻吗？一定要让上帝参与在你们婚姻中的每一个部分！

  
    “耶和华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　神用土所
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
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　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
和华　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
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
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创世记 二:18－24 ）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
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
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三股
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传道书 四:9－12）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主持佳佳和王瑜的婚礼，见证他们在上帝及亲朋好友面前立
下的盟约。身为一个牧师，我要从上帝的话中给他们一些的勉励。
        我在成为牧师前的专业是研究粒子物理，物理的语言是数学，今天我便想用几个
数学的公式（和你们保证，是很简单的，不像前天在CERN发表会中那么艰深的物
理！），这些公式在数学中不成立，但是在我们人生中，却是绝对可靠的，十分真实
的。因为它们来自于上帝的话！

一：1＋1＝1
        第一个公式是 1＋1 等于 1
        神创造万物，都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创1：12, 18, 21, 25)，唯独来到这
里，在造了男人以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需要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神就把
天地中所有的动物都来到，但是找不到一个适合的，相配的（fit）：神便亲自造了女
人来成为亚当的配偶。因此，第一对的婚姻是上帝亲自配合的，上帝是第一个媒人！
我们来看看亚当如何称呼夏娃：“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夫妻是最最亲密的关系，
没有一个比这个更亲密了。现代人最亲密的可能是手机！手机不离身，但是还是会常
常忘记！若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不会忘了；因此，我要提醒王瑜：你的老婆
比手机，电脑，工作，事业要来的重要！另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是告诉我们：
对对方不好，就是对自己不好！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会对自己的身体不好的。你们要好
好爱惜对方，对对方好，就是对自己好！
        圣经的总结是：“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要在心
态上面离开父母，这才是真正的成熟。能够独立思考，作决定，在经济上也要独立，
不可在依靠父母了。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孝敬父母。相反的，两个人一起
可以更好的孝敬父母！王爸爸：你不是少了一个儿子，而是多了一个女儿！亚华：妳
不是少了一个女儿，而是多了一个儿子。
        二人成为一体也告诉你们： 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体了。因此不可以分你的，我
的。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提醒你们两个方面。第一，不可以再分你的钱，我的钱，而是
我们的钱。第二：不可以分你的父母，我的父母，而是我们在中国的父母，我们在日
内瓦的妈妈！这个就是圣经中的 1＋1＝1：二人成为一体 ！ 

	� 夫妻的关系就好像一个三角形（不是人们所说的三
角关系！）丈夫，妻子在两个角，上帝是上面的角。当夫
妻两人和上帝的关系近时，两人的关系也会近了！你们想
要有一个关系亲密的婚姻吗？学习多靠近神！与神越靠
近，你们的关系也会越亲近！

这就是圣经里的1＋1＝3；让神参与
在你们的婚姻中！

最后，祝福你们:
1＋1＝1, 两人合而为一,不分你我。

1＋1>>2, 彼此扶持，同奔天路，
成为他人的祝福

1＋1＝3, 有上帝在其中，天长地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