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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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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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月份一般奉献10264瑞郎;信心奉献2829瑞郎;特殊奉献267.65瑞郎(包
括每日讀經釋義的奉献167.65瑞郎)。1月份一般支出4795.3瑞郎。

女性之夜 	� 3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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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難日崇拜	� 3月29日 (星期五) 下午3:00, 我们将有受難日崇拜,一同念记主恩。

復活主日	� 3月31日 (星期日)下午3:30, 我们将有復活主日崇拜。

CERN讲座	� 4月27日(星期六)10:00-1300有葛道宁牧师的CERN讲座,请邀请朋友
参加。有心愿意传福音,认识并关怀新朋友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向
Jacky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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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 少年    
主日学

儿童    
主日学

幼儿   
主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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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天舒

3月10日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刘旭东 池千紅/張瑞芳 刘旭东 岳虹 何小芳

3月17日 葛道宁牧师 郑水燕 黄月娥 吕琼/吴建朝 刘旭东 岳虹 朱霞云

3月24日 葛道宁牧师 谢秀霞 樊少鴻 王来生/马秋华 刘旭东 周鸿艳 池千紅

3月31日 葛道宁牧师 李祺 曹炳棋 岳虹/王根妹 刘旭东 周鸿艳 刘凤丽

4月7日 葛道宁牧师 林娜 谢秀霞 武亚茹/何小芳
黄月娥/

Lis
周鸿艳 朱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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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家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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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圣经神学院

       西班牙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天主教国家，大多数人都是掛
名的天主教。 按人口例比而言，它是整个欧洲其中一个拥
有最少基督徒的国家：只有0.8％！

       IBSTE（西班牙圣经神学院）是西班牙最大的基督教神
学院之一，坐落在巴塞罗那的郊区。它始建于1974年，为整
个西班牙的基督教群体培训教牧同工。现时，它有三十多位
全时间学生，其中有一半住在學校里，另一半来自巴塞罗那
地区。有西班牙人，荷兰人，并有来自拉丁美洲，还有两位
来自阿尔及利亚！由于大多数福音派弟兄姐妹都是来自中下
阶层，无论是学校和学生都有很大的经济需要。

       我们过去两年支持支持三个学生：Efraim，一名巴塞罗
那的年轻弟兄，已经快毕业了。Daniel和 Marta 是从阿根廷
来的夫妇，他们已经到巴斯克地区开展植堂工作。我们是以
勤工俭学(work-study)的形式作支持他们：协助神学院设施的
维修保养，从中获得学费的支持。这种方式令神学院和学生
同时受惠。今年，我们将再次以同样的方式的支持其它学
生，请慷慨支持！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个肢体都发挥其功能，教

会就被建立。感谢教会长老、执事和众弟兄姐妹
的忠心服事。 

以下是我们的2013年长执团队和負責事工：
   长老：

鲍大卫（出纳、场地）

葛道宁（崇拜、宣教、牧养、小家、祷告）
刘旭东（财务、少年、宣传）

执事：
麦宝桢（福音、基层事工、营会）

谢秀霞（行政、关怀、营会）

林娜   （音乐）
李祺	� （音乐）

曹炳棋（总务、崇拜总务）

	� 第一节有如此的描述：「祂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
底。」「爱到底」可解作始终如一地爱，又或者是在时间上、程度上
爱到完全的地步。耶稣的一生正正显示出何谓「爱到底」。为了拯救
我们，祂甘心被钉在十架上，当我们还未认识祂，祂已为我们死。祂
身为门徒的老师，理应受尊崇、被服侍，但为了教导门徒，祂甘心扮
演仆人的角色，俯首低头，逐一为门徒洗脚，然后又逐一为门徒擦
干。那是一种不计成本、不问回报、甘心牺牲的爱。

	� 同样道理，耶稣深爱每一个属于祂的门徒，因此祂甘心乐意为他
们洗脚，为要教导他们明白真理。对自己所爱的人，我们同样乐意付
出，不问回报。父母乐意为患病的子女捱更抵夜；男孩子愿意为心仪
的女性一掷千金。服侍的原动力是基于爱，耶稣对属于祂的人，「爱
到底」，是有一份没有限量的爱。没有爱，没有人能真心真意地服侍
别人，所以当你去服侍别人时，请你问一问自己，你的服侍是否基于
爱神或者爱人，还是出于责任、别人的期望、别人的掌声，又或是为
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盼望我们在服侍时，都好好反省自己服侍背后的
动机。

	� 主內服侍是要基于爱的，全因神先爱我们。第十七节如此说：
「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你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吗？主耶稣鼓励我们听道之余亦能行道。所谓行动最实际，不要作属
灵怪胎，老人面、婴儿身，头大身小，满脑了圣经知识，却不能实行
出来。祝福大家作一个听道且行道的人。

停工或建造	� 	� 	� 	� 	� 	� 	� 	� 	� 小僕人
﹣﹣停止得过且过度一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 德雷莎修女说：「爱的反面，不是仇恨，而是漠不关心。」还记得决志
的一刻， 感谢主耶稣为我们付上的， 心中向全世界宣告要一生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爱祂，与神立约去遵守祂管教，誓言以祂为主。走上这成圣之
路，心知不容易，在这世代就如逆水行舟，停止建造﹣﹣生命就会退后。

	� 我们的牧人Apollo牧师上月跟我们分享旧约哈该书的先知信息，讲述建
造圣殿，该建造的却停工，就受上帝责备，但神在责备之后，有应许，也有
安慰。 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是否愿意受责备、有可听的耳呢？ 我们是否愿意
去明白「我的殿荒凉，你们却住天花板的房屋」这句责备人的经文，其实是
今天神对我们众人面前提出的警戒呢？

	� 你是否聽過這話：如果我们的人生只要及格，很多事都不用做，但是当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爱神，我们就要全力以赴，完成一生的任务与使命，不是
得过且过就好。西元前586 年耶路撒冷被毁，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在此
之前，西元前722 年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所灭了，神的百姓还有希望吗？
忽然来的大难，好像 921 大地震，或是美国的 911 恐怖攻击，或是 SARS、海
啸。不可预料的危机处处皆是，而近几年的灾难似乎更多，美国卡崔娜飓
风，南亚海啸，热带风暴吹袭缅甸，四川汶川八级大地震，日本海啸，受灾
之地无不成了人间炼狱。这样突如其来、迅雷不及掩耳的巨变，也可能发生
在我们身上，自己或家人生病、遭到变故；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知道最后终
会得胜，但「最后」之前呢？

	� Apollo牧师作为牧者，他警告我们正面对前面的危险。
在耶稣来之前的四百年，我们称「静默时期」，因为没有
先知说什么话，神好像不回应人的祷告了；在这之前，神
多次多方借先知来警告神的百姓，他们都不听，终于，神
不说话了。你会因没有神的话害怕吗？父母骂孩子的时候
比不骂了还有希望；夫妻还吵架比不说话了还有希望。耶稣
今天也对教会和我们个人说话，我们应该常常问：主，你对
我目前的心意和使命是什么呢？

	� 约翰福音十三章1-20节记载发生在逾越节晚餐上的洗脚事件，耶稣知道
自己将要离世归父，亦即是祂快要踏上十架苦路，被出卖、被钉在十架上。
祂知道自己与门徒分离在即，此段有关服侍的教训就有如临别赠言，刻意要
门徒铭记于心。与此同时，路加福音廿二章记载了一段在逾越节晚餐时发生
的小插曲，门徒起了争论，到底他们中间那一个算为大。不知是否这个原
因，耶稣要特别「以身作则」、「谦卑」地做了这件经典的事情，在晚宴上
担当仆人的角色，遂一为门徒洗脚，为要教导他们一个领导者在服侍上当存
的正确态度。正如耶稣所言：「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
倒要像服侍人的。…….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