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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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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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月份一般奉献6644.35瑞郎;信心奉献4259瑞郎。8月份总支
出5470.25瑞郎。

长 执 会	� 10月14日 (星期日),长老和执事将有会议。请弟兄姐妹代祷。

女性之夜 	� 10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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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年会	� 10月27日~28日在教會举行今年的宣教年会。 27日（週六）
下午兩點到五點半及28日的主日崇拜， 由COCM关顾部主
任毛艳君宣教士主领。请弟兄姐妹代祷并抽空参加。

餐福短宣	� 11月3日~11月7日洪祥平牧师與教会餐福短宣队到中餐馆分
享福音给餐馆工人和老板。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向Connie报名
参加。

佈道會	� 11 月28日晚七点半举办佈道会，主题是“不一样的人
生”，讲员为远志明牧师，地点为Eglise Evangélique de 
Meyrin, 20, rue Virginio-Malnati, CH-1217 Meyrin. 请弟兄姐妹
代祷并邀請朋友参加

主日崇拜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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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乐小家      麦宝桢/董性金  076 493 3753 / 076 477 3245
                                 
周五  19:00-22:00    恩慈小家      葛道宁/黄月娥  076 580 3213 / 022 796 0207 
 
周五  19:00-22:00    提摩太小家  樊少鴻/謝秀霞  022 771 0436 / 079 765 9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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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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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7日 葛道宁牧师 谢秀霞 刘旭东 曹柄棋/池千红 黄月娥 项祯怡 陈爱珍

10月14日
David Botwright

李祺 葛道宁 谢秀霞 吕琼/吴建朝 黄月娥 项祯怡 岳虹

10月21日 葛道宁牧师 林娜 黄月娥 王来生/马秋华 黄月娥 项祯怡 何小芳

10月28日 宣教年会
毛艳君宣教士 黄月娥 刘旭东 郑水燕/岳虹 刘旭东 项祯怡 陈爱珍

11月4日 洪祥平牧师 谢秀霞 麦宝桢 武亚茹/何小芳 刘旭东 池千红 傅新紅

感恩:向宣教跨进一大步

经过一年的讨论及动员经 几番波折,五月末以为随着2 位队员的退
出,筹备一年的宣 教队伍要夭折时,在全地区紧 急代祷后,峰回路转
的在祂奇 妙的作为下,竟兴起更多合适 的新队员,接着在筹款及签
证 申请一阵阵的惊呼声中,这个 宣教团队确定会在九月初出发 到
那更北的「发现王国」,这 是我们认领差派的两个国家之 一,他们
都是比我的地区环境 更严苛的地方。这里冬天最冷 是零下20多度, 
而这个王国 冬天是零下40 多度,也许是 酷寒及长时间的冬天的环
境, 那里年轻人酗酒、毒品及自杀 的问题非常严重。目前所知那 
个城市没有一位全时间的传道 人在那里工作,三年前曾有一 对宣教
士夫妇,但因身体的问 题而回国了。即将差派的这五 人的队伍,他
们会在第一年在 学校学当地语言,并开始结交 当地的朋友开展福音
工作,请 为他们的适应及团队关系与事工的拓展纪念。

代祷:

1. 为一个人的生活与时间 安排有好的规划,并
享受 祂的同在及亲密的时光。 但也保守我出
入的平安, 不落入试探。

2. 还是期待在这里可以有 机会建立亲密的关
系,因 为身分的关系,交友圈很 被限制。期待
可以深交的 知心朋友,主若许可的 话,为我预
备一个丈夫 吧!

3. 与新的团队及领袖的合 作真的很需要祂的
怜悯, 我需要祂的眼光来看这些 改变,让我看
见祂美好的 心意,可以敞开心来合 作,而非消
极的抵抗。对这样怪里怪气的自己老实说还
真的挺挫折的。

为了关系练
出来的厨艺



行船在日内瓦湖上 	� 	� 	� 	� 朱煜杰弟兄

听教会长辈教导，生命的前行不单单是教会的肢体生活，更是参与服
侍。我喜欢唱歌，但唱歌本身不是服侍。在这里的参与音乐诗班中，
籍着诗歌，神让我去除心中的骄傲，也让我逐渐了解，服侍那看不见
的，远远荣耀于看得见的。在台上服侍其实是最难的，因为容易跌
倒，容易产生骄傲。神在我最想上台的时候让我在下面等待，但正是
因为如此的等待，让我再上台的时候能够得到由坚忍而来的圣灵的感
动，用优美的诗歌感染大家。这样的功课是一生的——学会放下自
己，把骄傲去掉，用心安静地去侍奉和赞美神。当我用灵歌唱，唱起
一首首赞美诗，如“亲眼见到你”、“宝贵十架”的时候，这赞美的
旋律把我一周的生活照亮。通过服侍，我也看到了自己生命变化，变
化最大的是在奉献上，以前虽然理性上清楚奉献的意义，但自己往往
很难做到十一奉献。而当我慢慢学会放下、给予的时候，并开始遵行
奉献，越来越理解神所说的——所有看得过重的益处，都是不受神所
喜悦的；真正放下时，神才会把千倍百倍的益处给你。
 
日内瓦是个美丽的地方，是个富裕的地方，美丽富足本是受神的喜
悦，但因着人的罪，也会有很多软弱和苦闷。有姐妹在欢送的见证
上，说到自己在日内瓦的生命改变——从一开始的失眠、抑郁，看着
湖水想要轻生，到后来感动于神的伟大，被神拯救而转回。而在同样
的日内瓦湖畔，我一位从海德堡教会过来度假的姊妹，看着湖光山
景，因着感慨造物主的伟大，完全放下了心中的重担和劳苦愁烦，喜
乐满怀地领受神造的美丽世界，歌唱奇异恩典。这一个个在日内瓦湖
边发生的故事不断地印证着神的大爱与大能。
 
行船在美丽的日内瓦湖上，遥想刚来日内瓦时正是春末夏初，而现在
已是夏天的末尾了。我在这里度过一年中最美丽的时节，和最美丽的
你们相识、相交、相爱，祝福而感怀。三个月中，我也经历了不少的
迎来送往。在送别中，我们一起交通感谢，一起唱诗赞美；最后手拉
手祷告的时候，我感受到了神与我们同在。神在各地建立教会，但因
着我们互相纪念，即使身处不同地方，我们的爱和思念依旧存在着、
延续着。如今我也要离去，也被你们祝福和送别，但相信，无论是行
路时，还是躺卧中，神的爱都与我们永在。也因着这样的爱，我祝福
日内瓦教会、牧师，还有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纵使我们经历无数离
别，也不要让自己的心肠变硬。愿爱如长驻于心的潺潺泉水，因着神
而展现，永不干涸。

行船从洛桑回日内瓦的路上，看着窗外连绵的湖光山景，听着赞美之
泉的歌声，我心中无限感恩。这三个月中有神的带领，在这诗情画意
的地方，享受天堂般的美景，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亲切的居所。更重要
的是，神着着实实赐予我出人意料的平安喜乐，并让我在这里找到家
——神的家。我虽习惯到处跑动的生活，但因为神找到我，并让我找
到他的居所，就如同这三个月在日内瓦，我在神的家里被爱围绕，也
因着神的力量，能够把爱给出去。
 
还记得三个月前第一次主日后的营会上，那是第一次见到大家、认识
大家，也建立起了沟通的纽带。虽然每次参加营会都有感动，但这一
次的呼召向前，让我深深领受到了由神而来的感动——这是真实而可
靠的。就如电影《勇气》里的人物一样，我站了出来，为决心跟随主
的脚步留下自己的誓言。
 
之后的三个月，在每周的查经小组中，我认识了大大小小的朋友。我
们都来自五湖四海，外表迥异性格不同，但由着对圣经的渴慕而来的
祷告、讨论，我们一起总结忙碌的一周，让自己在神的带领下归于宁
静。周五的夜晚总会接收到很多的社交活动的邀请，也常常如此的吸
引人，但放弃沙滩边的运动，远离灯红酒绿的诱惑，这已经不单单是
一种习惯，更是肢体的委身，只有一起深入地交通和祷告，才能得到
真正的力量，让心从浮躁中沉淀，变得刚强和安稳。
 
一周由周五晚上的小组查经结束，而新的一周由周日的主日开始。记
得听一个教会弟兄说，每周的主日总是他心最向往的。对我来说，主
日也总是收获最丰的时候，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敬拜，学习如何安静在
神的面前，栖息在水边，听他的话语。很多次讲道的信息都完全进入
了我的心坎里，特别是教导我们如何简单生活，如何去爱，如何去安
静，如何在忙碌中思念神，并数算我们生活中神的每一个恩典。让我
无限感叹神知道我的所思所需和所想。也感慨神真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