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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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礼	� 洗礼將於12月2日舉行，请弟兄姊妹祷告記念。 

施福之夜	� 12月9日崇拜講員為彭滿圓牧師，同日下午17:30-18:30將舉行施福之夜，由
彭牧師分享施福基金会事工，请弟兄姊妹参加。

祷 告 会	� 每周日的14:30 -15:15，为教会及崇拜祷告。
	� 1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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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月份一般奉献6869.09瑞郎;信心奉献3434.9瑞郎。10月份总支出19204.75瑞
郎(包括給于西班牙圣經學院、施福基金会及云彩行动的奉献。）

小家事工會議	�12月8日 (星期六) 下午14:00-17:00，請小家家長及同工出席。    

女性之夜 	� 12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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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食物和火雞，懇請之前報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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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執會	� 12月9日举行長執會, 地點在葛牧师家 ，请弟兄姊妹祷告記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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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	� 1月20日崇拜後17:30,举行教會會員大會，請教會會員務必出席，歡迎尚未
成為會員的弟兄姊妹列席。會員大會后將是教會大家的感恩愛筳， 请弟
兄姊妹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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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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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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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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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9日 彭滿圓牧师 葛道宁 刘旭东 王来生/马秋华 黄月娥 朱霞丽 岳虹

12月16日 葛道宁牧师 谢秀霞 黄月娥 吕琼/刘风丽 黄月娥 朱霞丽 何小芳

12月23日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樊少鸿 岳虹/郑水燕 黄月娥 朱霞丽 陈爱珍

12月30日 葛道宁牧师 林娜 麦宝桢 丁亚华 / 朱霞
云 黄月娥 朱霞丽 傅新紅

1月6日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朱霞云 武亚茹/何小芳 刘旭东 项祯怡 朱霞云

情牵玉树

        玉树这个本来鲜为人知的地区，随着大地震的新闻被广泛报闻，被海内外华人
所认识与关心。回顾笔者于地震后单独前往玉树灾区，从西宁乘搭公车前往玉树需
要约十五小时车程，所买到的车票是硬坐，在长途车程上的滋味并不好受，加上高
原反应，感到气促与乏力。到了晚上，气温直线下降至零度，在车内寒冷得颤抖。
在清晨到达玉树，当地同工骑着摩托车来迎接，并带来解放军大衣，坐着摩托车时
仍然寒风刺骨，所经之处都是颓垣败瓦，展示在眼前的只是一个废墟，全部居民都
住进帐棚内。当走进帐篷进行探访，探访到一个藏民家庭，得知４．１４地震当
天，该家庭的妇人一边哭，一边用手掘开瓦砾，救出邻居四个人。为了救灾与灾后
重建的工作，笔者将所带去的捐款，支持一个志愿同工事奉团队，在灾区内进行全
人关怀的服侍，就是这样开展了在玉树的事工。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都很容易对一些人与事淡忘，尤其是对一些与自己没有
直接关系的人与事。同样，在玉树地震救灾的激情过后，大部分志愿者已经离开，
媒体再没有报导，人也不再谈论，玉树慢慢在人的记忆与关爱中淡忘。然而，我们
不但没有淡忘玉树，反而更不断地探访玉树，关怀玉树，支持玉树，使玉树的事工
能够延续发展。从笔者单独一人到玉树，到去年四人小组，再到今年增加到八人的
团队，虽然我们都来看不同的背景，但我们却被同一份的爱所激励着，我们走出一
个安乐窝，以实际的行动，增加对玉树的关爱与支持的力度。

        当我们亲身进到玉树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逐渐被淡忘的灾区，灾后重建的工
作非常缓慢，直到今天，大部分的灾民仍然住在地震时的帐篷。当我们探访不同的
藏民时，有些可以通过普通话交谈，有些要通过其他藏民的翻译，有些根本不能进
行语言的沟通，在这些跨文化的接触中，我们看到小孩的泪、母亲的泪与长者的
泪，这些经历到生离死别，浴火重生的藏民，当他们知道我们带着一颗坦诚的爱，
远从千里迢迢而来的爱，加上我们所支持留守当地爱心同工，不停地探访他们，关
怀他们，也通过我们的捐款帮助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他们都大为感动，不但抹去眼
中的泪，甚至露出灿烂的微笑，这带给我们很大的激励。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些灾民
生命的改变，更让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一颗喜乐的心，坚定不移地延续玉树的
事工，爱就是一份坚持。

      「爱是什么声音？爱是坚强的声音。爱是什么声音？爱是互助的声音。爱是什
么声音？爱是坚信的声音。大灾有大爱，大爱本无声。」这是我们在玉树地震后资
助一位藏民高中女生所写的话，这段话正刻画出我们在实践全人关怀中，发出那互
助与坚信的声音，通过施福的全人关怀的行动活出无声的大爱。她现在已经升读大
学的法律，在藏民中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生，我们继续支持她奖学金，鼓励她努力
学习，回报社会，爱祖国，爱人民！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永不止息」（林前十三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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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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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洗礼分享

﹣﹣得救見証(二)、(三)

(三）Lis姊妹得救見証

      大家好我叫Lis，出生在中国.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
他们把我送去了爷爷奶奶家抚养. 上完小学之后，我来到瑞士与母亲
团聚. 上帝信实慈爱，一直以来都预备给我一切所需要的. 三个月前，
一段时间没有工作的状况下，上帝指引我来到日内瓦，赐给我一个很
好的实习机会. 特别是给我预备了这间教会，使我有了一个属灵的家.

        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向来是相信有创造主的存在. 我当
时是帮助一个台湾来的学生找讲中文的团契才开始接触教会. 之后很
被吸引，也就开始定期参加教会的聚会和各种活动. 在与基督徒接触
的过程中，使我十分震惊地发现，不论他们的人生境遇如何，尽管生
活上有着各种风波. 他们都是喜乐，心中有平安.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绕着我：人从哪里来，人要到哪里去？人生的
意义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又是什么？我没有太大的大家所谓的神迹在
我身上发生. 我是慢慢通过学习“圣经”，并在基督里，看着各位兄
弟姐妹的见证，让我认识到 « 我是被祂所造，为祂所造的 ». 我明白了
因为罪，我得罪了完美和公义的神，于是我在神面前求祂赦免我的
罪，邀请祂到我的心中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我一直以来都活在严重的自卑里. 常常把自己捆锁起来，结果被困
在里面怎么都出不来. 我无法摆脱这种复杂的情绪. 结果自我孤立，自
我封闭，甚至认为谁也帮不了我. 我不会爱，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爱. 
从旁人来看，我很高傲很冷漠. 自卑和无奈让我喘不过气来，这样的
恶性循环使我倍受折磨，曾经不止一次都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后来在神的爱里，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 怎么衡量一个人的价
值呢，如果有人愿意舍去自己最爱的东西来换回一个人的生命. 这就
是那个人的价值. 我的价值不建在我的事业成就，众人的崇拜. 全能的
上帝来到人间，为救我而死是因为祂爱我这个渺小用尘土造的人，因
为我是祂的孩子.靠着这永恒的爱，靠着这不会离开的爱，我终于可
以从自卑里走出来.不再为努力讨好他人而活.

       信主之后我没有180度的转变.我的很多坏习惯都还在. 主在慢慢的
通过生活来磨练我. 我慢慢的学会说对不起，学会细听，学会感恩，
学会分享，甚至学会为他人担忧.

       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葬礼. 我在这里郑重地向神宣告，向天使，
向魔鬼宣告，我现在是神的孩子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所以我
活着. 以前的我，那个罪恶的我，从今以后将被埋葬. 洗礼之后，我要
和我的过去画上一条线, 我将在信仰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 我向大家
宣布，请大家为我作证：从现在起我要紧紧牵着神的手，走在祂的脚
印里活出祂的荣耀.

 (二）黄宝兴弟兄得救見証

       各位弟兄姐妹好，我名黄宝兴，
来自马来西亚。我本来是一个自私
的人，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先，不
顾别人的感受，也不在意他人如何
想。 

        我记得在中学时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他是基督徒，他脾气好，从不生
气。我那是就开始对基督教有好感，觉得基督徒与众不同。后来我在报
纸上看到有一个牧师开戒毒所来帮助，辅导，改变人，而那个牧师原本
也是个吸毒者。所以我对基督徒的印象很好，他们做好事帮助人，用爱
心包容人。后来我的哥哥信了主，当我去探望他时，也和他一同上过教
会，但是每次去都只是一天两天，没有机会深入认识神。

        后来我到了瑞士，在Zermatt工作，有一天洛桑教会的简国栋弟兄
到我工作的餐馆吃饭。他和我谈了很久，我下班后还邀我到他的旅馆继
续深谈。最后他带我决志信主，并且留下杂志。之后他又来了几次看
我，并且常常寄号角、中信给我读。Apollo 和 Victoria 全家来Zermatt玩
时，也特地来看我。我心中十分感动，为什么一个科学家会要来探望一
个普通的我？

       信主后起初改变不大，但是渐渐的，借着国栋弟兄不断的帮助，他
也教我要祷告。我听了他的话，在下班路上便学着祷告，神听了我的祷
告。有一次是我感到很孤单，就祷告求神给我一个老婆， 我希望在32
岁前结婚，结果一个月之内就有朋友从马来西亚打电话给我，要介绍一
个女孩子给我，就是我现在的老婆！我的孩子也是，结婚三年没有孩
子，我就跟神祷告，很快我老婆就怀孕了！感谢主！

        另外，我生命最大的改变是戒赌。以前在马来西亚和葡萄牙时，几
乎每天下班后旧去赌，输了心很痛想要自杀，但是月底拿到薪水又想去
报仇，把钱赢回来。到头来，我在葡萄牙工作了四年，薪水全部奉献给
了赌场，没有存到钱。即使后来到了瑞士，在没有信主前还是赌（在
Zermatt大教堂边上，五星酒店前的Casino赌）。但是信了主后，慢慢
的、神的力量改变了我。现在我的赌瘾没有了，即使回马来西亚，又朋
友带我去赌船，我也不想赌，从心里就不想着要赢钱了。 感谢主，祂
改变了我，所以我愿意熟习见证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