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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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崇拜	� 11月18日联合崇拜，崇拜時間改於早上09:30開始。

祷 告 会	� 每周日的14:30 -15:15，为教会及崇拜祷告。
	� 11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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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月份一般奉献 9631.6瑞郎;信心奉献3873.12瑞郎。9月份总支出9993.58瑞
郎。

餐福短宣	� 11月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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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之夜 	� 1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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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谈训练	� 11月18日下午14:00-15:30有佈道陪谈训练，请弟兄姐妹参加。

福音團隊	� 福音團隊11月19日 (星期一) 晚上20:00﹣22:00开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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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礼	� 洗礼將於12月2日舉行，有意受洗者請联絡葛牧师。 

圣诞崇拜	� 12月23日下午3:30, 将有圣诞崇拜。崇拜之后我们一起庆祝圣诞节, 一起共
进晚餐。请邀请您的中国朋友们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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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 477 3245 / 076 493 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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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  12:30-14:30    悅語小家      刘旭东 /曹炳棋  076 783 1955 / 078 949 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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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會  领祈祷 茶点/清洁 主日学大班 主日学小班 小班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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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1日 葛道宁牧师 樊少鸿 黄月娥 张瑞芳/刘凤丽 刘旭东 池千红 陈爱珍

11月18日
9時30分

葛道宁牧师
袁穎/Lis

联合崇拜联合崇拜 曹炳棋/陳松昌 联合崇拜联合崇拜联合崇拜

11月25日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樊少鸿 朱霞丽/王根妹 刘旭东 池千红 何小芳

12月2日 葛道宁牧师 谢秀霞 朱霞云 麦宝桢/郭晋 黄月娥 朱霞丽 陈爱珍

新马其顿的呼声！

        十月份我们教会的宣教年会中，
毛艳君宣教士與我们分享福音如何
临到欧洲，ＣＯＣＭ向欧洲华人传
福音的异象。 华人信徒在整个欧洲
一起合作，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
通过忠于圣经的教会来服务当地社区，为主赢得万民。

        近年有大量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他们
將成为将来教会在英国、欧洲、中国和世界的中坚力量。因
此，COCM差派学生工作者到主要的大学或中国学生聚集的
地方，与华人、以及当地人教会合作，展开向中国大陆学生
传福音的工作。

        现时首要是向在欧洲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的福音事工，其
次是新移民事工。又如总干事吕子峰牧师所言：“身為一个
宣教机构，COCM已经整装待发，要将这福音带给更多生活
在英国的第二代华裔青年人，并全力支持参与服事的年轻人
团队。”

        毛宣教士呼吁我们去思想如何在宣教事工中有份和与主
同工，她提到三个Ｐ：Prayers	�祷告支持
	� 	� 	�  Participation 服侍参与
	� 	� 	�  Provision 奉献支持

         COCM的异象是「中国人在那里，愿基督也在那里」。
神呼召我们有机会在欧洲事奉祂，欧洲 97 %的华人仍未接受
福音，毛宣教士衷心呼吁我们继续与她们同心同工。我们应
在祷告中求问，神如何呼召我们来欧洲，扩展神的国度。让
我们一同去回应新马其顿的呼声吧！



掌控的，还好还有手机这个救命稻草随即联系到Rebecca，她和凤丽一起
解救我，还有那么多的姊妹弟兄一同在祷告，深深地领受了神的爱和神
的子女们之间相互的关爱，神爱我，第二天让我找回了钱包。但这个经
历中却让我看到了神的恩典和属灵的儿女的喜乐和关爱。让我更愿与他
们亲近。愿意越来越多的和姊妹弟兄的沟通，这让我更加深爱团契，深
爱教会——我们共同的家。后来，在公车上看完一本中信，心中对主对
父的渴慕终于不可抑制，我决志信主。

再之后，开始深入的读 圣经 ，积极的参加查经班，祷告，过属灵的生
活。似乎有了神并且确认他始终与我同在之后信心增加就不再有那么多
的恐惧了。不怕夜晚的漆黑，不怕明天的未知。变得谦卑了，变得不再
活的那么累了，越来越爱相信人，越来越爱分享不一个人憋着了，也愿
意更把别人的事当事儿了。工作也不抱怨，做人是在活出神的荣耀。很
多事就那么自然的流淌，用着可以做到的最好的方式。

越来越多的经历，当然有不幸，但却也见得到他的恩典，他永远用它的
手阻挡最不幸的，这一切的经历，让我增添信心，我知道我这个属灵的
小Baby在成长。永远的平安喜乐，积极乐观，受洗前有很多撒旦魔鬼作
的工，但这些属灵的征战，不会将我左右，神对我们爱到可以将独生子
赐给我，我们没有理由不爱他。记得那段经文：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
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今天的洗礼，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婚礼，我的婚姻是断然不能没有婚礼
的，是一种宣告。我要告诉全世界旧我埋葬了，新我诞生了。今后的人
生会照着主的样式和主的话语来行。感谢大家到场，亲爱的姊妹弟兄，
我们一起铭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
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我们要一起相爱直到永远。

董雪姊妹受洗见证﹣﹣

	 	 阿爸天父，我的救主生命的主

亲爱的姊妹弟兄，平安！此刻我的心潮澎湃，内心充满感恩。回顾我与主
相识相知的过程，主是如此的恩待我，虽只有5个月，但我相信认定的力
量，这只是一个开始，他将伴随我一生一世，永生永世。认定他是我的救
主生命的主，凡事交托仰望。永生永世做他的女儿。今天是我新生的一
天，是我受洗的大喜日子，我要向世界宣告，向魔鬼宣告，向天使宣告，
我是属于主基督耶稣的子民。

我生长在一个膜拜偶像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在我们这个极其传统的大家
庭之中，奶奶是全家中的主心骨，五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中，无人不遵从顺
从奶奶的意愿。家中供祖宗、供神仙、供观音、大肚弥勒佛。我是从小看
着奶奶烧香拜佛、吃斋，陪着进寺庙长大的。由于家族兴旺、又虔心又孝
顺的因素，一些灵界的仙家借爸爸之躯让爸爸成为了算命先生，可以帮人
治病可以给人指点婚丧嫁娶，这些都使得我对神灵界的东西开始好奇，但
我却并没有跟从他们开始信奉，因为我始终觉得它不属于我是他们的东
西，只是觉得好奇……但找不到，相信的理由和根源。

我想上帝应该是在我认识他以前就先认识了我，于是带我来了瑞士，于是
驱动了我的心灵，认识了Rebecca，更带我来到了“好梦成真”为主题的营
会，与Rebecca的相识说来是个神迹，那天正是一年一度的营会举行的前两
天，我乐颠颠的下了班从办公室走出来，看天下雨，就窃喜我的小聪明带
了雨伞，刚走两步发现前不远十米处有一个姐姐没有打伞，想都没想就冲
上前去，一同分享，咦，巧了，是个中国人。我们聊的很开心约了一起吃
饭。第二天中午她告诉了即将有一个差不多100位参与者的活动在阿尔卑斯
山，大家都是基督徒。那个活动叫做营会，甭管它叫什么，对于刚来陌生
地带，孤单的小女孩儿来说，这是多喜悦的一件事儿呀，可是她告诉我极
有可能没有床位和车位。我说，就算去火车也没关系，哈哈，可见我是多
么的爱玩。可是，神爱我在营会开始以前既有了床位又有车位。第一天险
些觉得自己被骗了，不是玩吗，怎么还有什么讲道，但聪明好学的我，
（自夸。。）却没有觉得它无趣反倒觉得是免费的培训何乐而不为呢？第
一天完全用脑、第二天开始用心。在Apollo，李牧师还有Victoria以及由Ken
带领的我们全体的第二组成员的帮助下，第三天就觉得没什么问题了，全
心接受我是罪人，上帝爱我是他赐予的恩典。但在呼召时，我还是未能勇
敢的走出来，我有顾虑，我害怕我的选择会给我的奶奶和爸爸带来灾难。

那颗种子已经深植我心。从前的我是一个相当自立自强凡事自己作主，活
在尊崇和夸耀中的女孩儿，所以一直有骄傲笼罩，永远相信 “只要我想要
我就一定能，人定胜天”不懂得谦卑，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渐渐的知道了自己的软弱，那天晚上一个人跑出去
逛街，谁料想，钱包丢了，本来觉得无所谓，可忽然发现连房门钥匙都丢
了，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天几乎要黑了，从身边经过的都是金头发蓝眼
睛白皮肤的，好不凄凉，我一个人坐在大石头上哭，那种感觉，不是我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