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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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改地點 	� 2月17日, 由於不能使用 EEBG 場地,主日崇拜首次改於Centre Paroissial 

Oecumenique (Conseil intercommunalités)在20 rue de Livron, 1217 Meyrin, 
	� 可乘搭14路電車 (往 Meyrin-Gravière方向) ，到 Forumeyrin站 (終點站前兩

個站)下車，車站後面是 Centre Commercial Meyrin，聚會地點在你左邊，
牆身有十字架的建築物就是了，入口在前面約五十米轉左。

祷 告 会	� 每周日的14:30 -15:15，为教会及崇拜祷告。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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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月份一般奉献8031.04瑞郎;信心奉献4390.9瑞郎。12月份一般支出
10561.97瑞郎，宣教奉献(9至11月)支出11308.02瑞郎。

女性之夜 	� 2月4日(星期一)晚上19:00-21:00,在鲍茉莉姐妹家聚会,一起包饺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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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崇拜	� 2月10日下午3:30, 将有春节初一崇拜。崇拜之后我们一起庆祝春节, 同包餃
子和吃百家菜。請弟兄姐妹帶菜來分享,並邀請你的中国朋友來教會崇拜
一同過春節。

長執會	� 2月24日举行長執會, 地點在葛牧师家 ，请弟兄姊妹祷告記念 。

教会地址：Rue Cherbuliez 7 , 1207 Genève
(乘2﹑6路公⻋车⾄至＂Rue du Lac＂站下⻋车，在第⼀一路⼝口右转，直⾛走约30⽶米处的7号)
联 络 ⼈人：葛道宁牧师  ⼿手机: 076 580 32 13        ⻩黄月娥师⺟母  ⼿手机: 076 525 8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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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主題：神的家﹣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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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讲道/翻译 领敬拜  领祈祷 茶点/清洁 少年主日学 儿童    
主日学

幼儿   
主日学

2月3日 刘在胜传道 刘旭东 谢秀霞 郑水燕/刘凤丽 黄月娥/Lis 周鸿艳 陈爱珍

2月10日
春节初一

葛道宁牧师 郑水燕 朱霞丽 曹炳棋/陈松昌 黄月娥/Lis 周鸿艳 麦宝桢

2月17日
崇拜改地方

葛道宁牧师 李祺 黄月娥 朱霞云/项祯怡 黄月娥/Lis 朱霞丽 周鸿艳

2月24日 葛道宁牧师 谢秀霞 樊少鸿 丁亚华/麦宝桢 黄月娥/Lis 朱霞丽 杨天舒

3月3日
Pedro Sanjaime

葛道宁牧师
林娜 麦宝桢 武亚茹/何小芳 刘旭东 朱霞丽 何小芳

周一  15:15-16:45    喜乐小家      麦宝桢/郑水燕   076 493 3753 / 078 744 5659 
                                 
周五  19:00-22:00    恩慈小家      黄月娥/葛道宁   076 525 84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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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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在胜

张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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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園傳道會

亲爱的日内瓦圣经教会的牧长同工、兄弟姐妹们：
主内平安!
	� 在向你们报告我们事工情况之前，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多年
来对我们的祷告和支持。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事奉主的路上能有
机会认识，并一起同工。过去，每次到你们那里，都受到教会牧长同
工、兄弟姐妹的热情接待，让我们有许多的学习，也与兄弟姐妹们建
立了很密切的关系，使我们常常得到鼓励、增添力量。神通过你们让
我们经历到祂的慈爱、信实、保守和看顾。我们走这条信心窄路能到
今天，与你们祷告、支持是分不开的。

下面，将我们的事工向教会牧长同工、兄弟姐妹简单报告一下。

学生福音事工及门徒造就
一九九九年加入学园传道会以来，一直是以做留学生的福音事工为主

——向他们传福音、带他们信主、帮助并造就他们成为主的门徒。十几年
来，我們配合教会，在巴黎两个教会建立和带领学生团契。开始时以法国巴
黎的華人学生为主，后来也协助欧洲其他国家，如英国、德国、乌可兰等地
的福音工作。神使用我们让许多人听到福音并且信主，单在巴黎受洗的就有
一百多人。他们在各处積極參與教會和團契的服事，许多人成为教会执事同
工。过去带领的人中，至少有三个现已成为传道人。也有的契友在没有学生
福音工作的地方建立团契，并逐渐发展成为教会。

侍奉中，我们学习效法耶稣基督，学习他带领门徒的方式。注重生命
影响生命。要求学生们改变生命，必须先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带领学生
信主并跟进造就他们的过程中，与他们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一方面关心
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同时也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等各种需要。学生们大
部分都是远离父母独自在这里，周末假期，常常邀请他们来家作客，不仅祷
告、学习圣经，也有一段美好的家庭时间。通过一个个生命的改变，亲眼看
到神的奇妙大能。比较早信主的学生现在大都是教会和团契的骨干，他们把
我们当作属灵的长者，经常地，不定时地与我们联系谈一些自己或教会团契
的工作，我们会与他们一起读经祷告并提出建议。

许多年轻人进入婚姻恋爱阶段，为他们做婚前辅导，成了我们一项新
的事工。他们婚后、甚至有了小孩之后，也会常常与我们见面沟通。他们已
结婚并做了父母，他们也会把我们视为父母，为家庭的事情找我们或电话联
系。他们在国内的家长，对我们很信任，常常在电话中表示谢谢关心、照顾
他们的子女，我们也会告诉他们是上帝的爱把我们连在一起。透过学生们的
介绍，我们也与不少家长认识，回国时看望他们，并向他们传福音。

神让大量年轻学生来到海外，必有他的美意。他们中不少人信主成为
主的门徒，无论到哪里都成为神差遣的宣教士。许多信主后的学生不少现在
在法国，到其他国家。回到中国大陆的更多，相信他们对中国会有很大影
响。现在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盼望主耶稣的名在中国广传，愿更多的灵
魂得救，更愿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



去年雪薇姊妹赴西宁, 随施福基金会的同工一起在青海和西藏探访,了解施福支持的
项目和未来有哪些项目和事工可以继续支持，以下是她手記其中的一个访问：

下午我们访问了当地一个“跨文化宣教学校”, .......在“跨文化宣教学校”, 彭牧师
请当时正上课的七位同学都作了个人信仰过程和未来服事负担的分享。
A弟兄从河南来,26岁，受过“教牧神学”装备。他的家乡有一百几十万穆斯林,他
希望受培训以后回去家乡向这个人群传福音. 吉弟兄以前是厨师，他很清楚，他不
要做厨师了，要传道事俸。同时他也看到传道人很辛苦，教会的补助很少。他们
也要结婚，生孩子，养家，难处很多。他也想过传道人老了怎么办？希望有机构
帮助他们，能有养老资助，他甚至希望自己办一所养老院，资助他们的孩子们读
书。他对施福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很感恩，说神会祝福你们所做的事情。

来自辽宁的B姐妹,在家乡的团契中曾参与宣教,到过内蒙古和俄罗斯.她的个人负担
是对金三角地区哪些不被人社会接纳的人群中去传福音.她的同工和他分享在老挝
宣教和那里的需要情况,她又感动自己也要去预备自己,参加这个服侍.

C姐妹03年信主,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读书法学.参加过校园团契, 是学园传道会创办的,
她也做过儿童主日学. 因为有朋友在穆斯林当中服侍,她也有心愿向这个人群传福
音.所以来装备必要的知识和训练.

D弟兄是河南人,从小生在信仰基督的家庭.20岁前很悖逆,后来信主.2009年在温州读
神学, 去年毕业就留在那里服侍, 带领民工小组.他发现自己在传福音上还有很多不
足,当他一千的学姐问他是否要来再培训,他就联系这个学校来学习了.现在,弟兄经过
学习和祷告,对于新疆的人群有负担.希望毕业以后能去那里. 弟兄说，在上差传学
课程时，老师问他你想不想宣教？说穆斯林和佛教被他们的信仰素束缚很可怜。
他本人和喜欢传福音，带民工点也很喜乐，一位这就是他一辈子的事工。后来与
弟兄姐妹一起学习分享，慢慢使他的负担发生了改变，从民工到少数民族。......

E姐妹,安徽人,她在此之前读过神学.毕业出去以后”流浪”了半年,被抓回来了,
去广州服侍了一年. 后来一位老师打电话给她,就来这里培训了.姐妹的宣教负担
是穆斯林群体,地点是中东国家. 她认为，如今的教会缺乏走出去的工作。圣经
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可是基督徒明明知道这是耶稣的话，很多
人却没有行动。很多农村教会，缺乏牧师，缺乏教导， 心有余而力不足。而
现在也是中国人宣教的好机会，因为中东等国家的人们愿意接纳中国人，......

F姐妹是2000年信主，在新疆喀什长大的汉族人。她的信主是从父亲开始。父
亲带全家投奔新疆的大伯来喀什种棉花。99年底父亲经过了一场官司，结果使
他对人生很失望。他问自己人为什么要活着？有个基督徒告诉他活着时为了认
识真理。他回来就向上帝祷告说“如果真有上帝，求你使我信他。”结果他做
了一个很美的梦，梦中看到三个快乐平静的仙女，他能观察到她们外表的安
宁，感受到她们心中的喜悦，兴奋之中他明白这就是他所要追求的生活。醒来
以后，他就信了上帝。找来圣经如饥似渴地阅读。甚至要求孩子休学三年，在
家读圣经。然后给附近的维族人传福音，因为他们是住在维族包围当中的唯一
一个汉族家庭，他们也学会了说维族话。维族人中也开始有聚会。

G姐妹本人2000年信主后，03-04年曾进神学培训班，培训以后要去中东，因为
护照未下来，就转读了护士学校。后来又去北京的一个大使命培训班。她宣教
的负担是中东地区的穆斯林人群.

H弟兄原是厨师,2005年,在北京的饭店打工期间接触福音而信主.2006年会家乡西
安,认识现在教会的牧者.2007年在教会的神学班进修一年半.因为短宣时去过藏
区的格尔木和拉萨,被那里触动,开始对藏族的人群有负担.他见过一对老夫妇,是
英语老师,他们的见证很激励他,玉树地震后,他和妻子曾经20多天在玉树人中间
服务.与藏民建立关系.神借着这些预备弟兄未来去藏区服侍的心志.......

青海西藏探访手记	�                              雪薇姊妹	�门徒造就营会、福音营会
为使学生们信主后能及时地得到造就，被神所用，多次与国际桥梁一同

在欧洲举办学生基督徒培训会，其中法国三次，英国三次，德国两次，乌克兰
两次，对象是欧洲各地各教会的学生基督徒。最近连续五年，我们与法国多家
教会联合举办学生福音营，效果很好。福音营里不但慕道友信主，基督徒也得
锻炼成长。而且透过教会间的联合事工，将异象传递到更多教会，并有助各教
会间合一配搭。另外，通过这样的营会，发现并锻炼了一批学生事工领袖和骨
干力量。去年2012年的福音营有130位参加，40位慕道友中，14位接受耶稣做救
主，其余全都愿意继续了解。许多基督徒学习如何做小组长，增加事奉信心。

海归事工
许多基督徒学生学成后要回国工作，而且近几年回国人数越来越多。他

們都是基督徒，而且學有專長﹐回去都是有影響力的人。如果带着异象回去，
無論到什麼地方都会是傳扬主耶穌的宣教士。他们比海外差派的宣教士有更有
利的地方，因为他们了解当地文化，了解当地福音需要，也更懂得如何在当地
事奉。我们相信就象出国留学一样，回国也有神的美意，这一切都在上帝的计
划之中。但是，鉴于目前中国的状况，许多基督徒回去后遇到很多诱惑和挑
战，也面对很多的压力。如果缺乏对他们的关怀牧养，不少海归基督徒会陷入
软弱。根据有关统计，目前海归基督徒超过半数的人离开教会。为了帮助他们
经历这个重大转变，使他们尽快融入当地教会，为主所用。几年来，对新回去
的海归们都尽量与他们个别交谈，并送给他们“海归手册”，希望他们是带着
使命回去。我们也回国探望一些在海外信主归回的学生，关心陪伴他们。同
时，世界各地教会机构，无论是海外的还是国内的，都注意到这一情况。上帝
感动各地同工，认为需要联合起来面对这一挑战。两年前我们被邀请参加有关
会议，并加入到这一事工中。目前，上帝正在这一方面大大动工，兴起更多的
人关心这一工作。所以，最近几年除了在法国的工作外，也用更多时间在海归
学生事工上。

感谢主，圣灵感动一位牧者愿意参与海归学生事工，2012年年底和今年
一月，我们一起邀请巴黎几家教会的牧者同工在连续召开了两次有关海归事工
的小型会议，决定4月初在巴黎召开一次较大型的‘海归事工’研讨会，请苏文
峰牧师做讲员，邀请即将回国的和正在犹豫不决的留学生们参加。

欧洲历来就是福音的重要工场，也是各宗教信仰汇集的地方。法国又处
欧洲的中心，实在是宣教事工的战略要地。目前法国講中文的學生越来越多，
据说2013年法國打算让五萬名中国学生来法学习，并且可以在中国国内就办理好
法国的居留手续。感谢神呼召我们，并将我们放在法国、欧洲服侍他。我们自
己实在不配，若不是神的拣选和你们在后面支持，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请和我们一起祷告：
1. 求主继续保守看顾信主后回国的学生，在新的环境下靠主得胜，被主使

用；
2. 求主感动巴黎教会更多看到学生福音的意义，更多的参与，愿意付出代

价；
3. 求主使用四月份在巴黎的海归事工研讨会，使更多人看到国内福音的需

要，并保守苏牧师来法国的行程；
4. 求主保守我们的身体，看顾各方面的需要。

愿神大大赐福你们，赐福每个弟兄姐妹和家庭！

学园传道会	� 刘在胜、张秀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