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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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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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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 葛道宁牧师 林娜 谢秀霞 武亚茹/何小芳 黄月娥 周鸿艳 朱霞云

4月14日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曹炳棋 郭晋/董性金 黄月娥/Lis 項禎怡 池千红

4月21日 樊少鸿 谢秀霞 刘旭东 曹炳棋/黃劍輝 黄月娥 項禎怡 何小芳

4月28日 葛道宁牧师 郑水燕 朱霞云 张瑞芳/池千红 黄月娥 岳虹 陈爱珍

5月4日 洪祥平牧师 葛道宁 麦宝桢 時錦航/陈爱珍 刘旭东 岳虹 朱霞云

COCM是欧洲第一个华人宣教机构。六十多年以来差遣了一代又一代的宣教士进
入欧洲的宣教工场, 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 默默无闻地服事散居在欧洲的华人
群体。过去的十年, 整个欧 洲宣教对象的群体和宣教地域的版图都经历了全新的
变化, COCM也相应地调整了宣教策略, 着重开展针对中国大陆留学生, 欧洲华人新
移民以及讲本土语言的第二代华裔人士的事工。

过去的一年中, 我们不断地差派宣教士驻扎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当地的华人群体中,以
生命的见证传讲神的爱; 从夏天开始,我们组织 COCM 布道队前往各地的大学校园,
籍着诗歌、 话剧和短讲等形式把福音带给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们;在复活节和圣诞节
期间,我们也在 COCM 宣教中心举办大型的囯语营会,与人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

COCM的义工培训计划在 2012 年收获巨大。我们收到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义工申
请,以 至于我们不得不从中进行筛选。在过去的一年中,这些义工们不仅在中心的各
项服事中与我们的宣教士们并肩携手, 有时也跟着宣教士们奔走各地。 我一直以
来的祷告就是盼望神能兴起新一代的年轻人成为未来教会的领袖和宣教士,感谢神
回应这样的祷告,一些年轻人已经开始认真寻求全职服事的带领,也有一些年轻人愿
意起来在各 自的团契和教会中挑起大梁,而我们的年轻宣教士们也在 COCM 的团
队中承担起重要的责 任。我感谢神激动这些年轻人的心,使他们继续肩负起重任,成
为新一代的基督精兵。

在新的一年中,除了继续在宣教中心定期举行读经营和其它训 练课程以外,我们盼望
在跟进和栽培事工上有更大的突破。我们 将安排更多有栽培和牧会经验的同工固
定地去支持教会和团契 的需要,帮助初信的门徒在信仰上扎根成长。我们祷告神能 
兴起更多中长期的宣教工人,加入我们的团队,借着日常的教导和生命的投入使更多
的人做主的门徒。

差会在近几年仍然不断地收到当地华人教会和团契的邀请,盼望我们的同工能去支
援他们事工的发展。我们也愿意看见当地许多尚未成熟的华人教会能成长壮大,可
以成为我 们在欧洲兴旺福音的合作伙伴。我们感谢神,过去的一年有 来自世界各
地区华人教会的短宣队来支持和协助我们在宣教 前线的同工,也有无数的弟兄姐妹
一直忠心地支持差会各方 面的需要。愿神兴起更多志同道合的教会和团契在祷告
和经 济上支持我们, 让我们一同携手为主打那美好的仗。

COCM的异象是要看见成熟的华人信徒在欧洲一起合作,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我
们的使命就是首先向在欧洲的华人传福音,然后鼓励推动他们把福音带囘欧洲当地
的族群。在此邀请你为我们在新一年中布道和栽培的事工祷告, 也为我们众同工祷
告,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带着神所托付我们那未完成的使命,继续奔跑前面的路程。

2013年主題：神的家﹣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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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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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月份一般奉献7631.75瑞郎；信心奉献3406.75瑞郎；一月宣教焦点奉献
150瑞郎。2月份一般支出6612.38瑞郎。

長執會	� 4月28日举行長執會, 请弟兄姊妹祷告記念 。

小家家長會	� 於4月20日(星期六)15:00 在葛牧師家，請每個小家的同工參加。

女性之夜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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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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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晉弟兄
报名 <jinguo82@hotmail.com>。

BBQ福音行動	�5月4日 (星期六)將會有全教會燒烤活動, 请弟兄姊妹邀請親朋参加。

餐福短宣	� 洪祥平牧师将于5月4-9日與教会餐福團队到中餐馆分享福音给餐馆工
人和老板。请弟兄姊妹代祷和參與。

福音营	� 本年度福音营将于 5月18-20日在 Les Moses举行。营会主题:“最珍貴的
禮物!”讲员为台灣的陶恩光牧师。日內瓦地區：4月14日開始接受申
請，五月12日截止報名，可向黄月娥师母报名。

爬山活动	� 6月15日 (星期六) 將有爬山活动,请弟兄姊妹邀請親朋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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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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真谛
摘自刘志雄、刘王爱君，《牵手一世情》，
可從以下網址下載：http://cclw.net/soul/qsysq/

　　
　　对这个基本真理搞不清楚，我们就犯了很多错，让恶者有很多机会来破坏我们的
家。今天很多基督徒，很热心劝人来聚会，作很多很多服事，但是，人若来到我们的
家，而他不羡慕我们的家——不是你家有钱的那种羡慕，是家中显出来的「爱」使人
家羡慕。我们的服事虽然很多，但我们的见证很软弱。
　　
　　我们要找一个人来服事很容易，要找一个人把家拿出来的很难。而我们必须知
道，我们的家不只是为着我们的享受，我们的家实在是主耶稣基督的家，是要祂有安
息之处，是要能够见证、能够荣耀主的。

　　要学作丈夫或妻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如果爱主，如果让主能够在我们身上有工作，我们
必须在夫妻的事情上有所学习。

　　我们结婚的时候，有谁想过说：「我要结婚了，结了婚我要作丈夫，我得先学好
怎样作丈夫」？有没有将作妻子的说：「我要结婚了，要先学好怎么作妻子」？

　　我们结了婚的人，不妨问自己，作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或者说作一个合神心意
的妻子，比作一个工程师、一个会计师……容易呢？还是难？不但难，而且难多了。

　　我们再问自己，我们要作会计师或工程师要念好几年专业的书，我们在想要作一
个合神心意的丈夫或妻子这事上，念了多少专业的书？

　　我们常以为自动就会了，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就结婚了，结了婚我就是丈夫，
你就是妻子。我们在观念上一定要有一个认识－－这是需要学的，而且是很难的功
课。如果不知道这是需要学的，就更难了，而且不只是难，是不可能了。想学就有希
望，不学，永远没有希望。

　　年轻人常有个错误观念，以为只要爱，还有什么问题呢？其实我们年长一点的人
都知道，还是很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

　　婚姻是神的主意

　　创世记第二章18~25节讲到神设立婚姻的开始。婚姻不是人的观念，不是人的主
意，不是人想出来的，婚姻是神的主意。

　　很多婚姻，随着日子过去就失去了当初的甜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开始婚姻
的时候，不知道婚姻原是神的主意，神对我们的婚姻有一个永恒的目的。

　　如果不明白这点，婚姻仅为自己目的而有，建立在种种个人的理由、需求上，有
一天那需要不存在、那些理由消失，婚姻就没有了存在价值，婚姻就没有办法维持。
　　
　　神荣耀家的小影

　　仔细读新约会注意到一件事，主耶稣在末了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每天进到圣
殿，但是没有一天住在圣殿，祂每天离开圣殿回到伯大尼，在伯大尼找一个可以落脚
的地方，在圣殿祂却没有地方可以落脚。
　　
　　为什么这么大的宗教世界：巍峨的圣殿，庄严的祭坛，娴熟的祭师，敬虔的牧
师、齐备的制度……什么都有，但是主耶稣不能留在那里，祂去看一看就离开？因为
那不是祂的家，祂找不到安息的地方。

　　一直到启示录神作的还是同样一件事，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神所盼望得着的是由
天而降的新妇，主耶稣基督的新妇。

　　神一直盼望、一直要找到一个家，一个可以安息的家。神今天在地上，在我们人
之间设立了婚姻，是叫我们的婚姻成了祂将来所要得着的那个荣耀的家的小影。

　　一个个家摆在一起成为神的家

　　一个属灵的教会，一个真正能够满足神心意、让神在其中有地位的教会，一定是
建立在一个一个家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一个一个的个人上。在圣经里，从头到末了
神都是要得着一个一个家，然后借着这些家摆在一起成为神的家。
　　
　　这是神的等待，神今天在地上非常盼望得着的就是有些家是合祂心意的，这些家
是能够让神在其中得到安息。神把这些家放在一起的时候，让这些家能够成为神的
家，能够显明出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一个人爱主是不够的，我们一个人服事主是不够的，神所要得着的是
一个一个的家来爱主、一个一个的家来服事神，这是神的盼望。神要一个人结婚，创
立家，神心目中是要借着这样一个家的基本组合，让神的美丽发表出来。

　　我们每一个人在婚姻里，必须明白，婚姻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我们的婚姻关系
到神的荣耀，关系到神永恒的旨意。
　　
　　如果不明白这点，有时候我们会上魔鬼的当。有弟兄姊妹因为主耶稣说：「若有
人爱我，不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就不配作我的门徒。」所以他就爱主爱到
父母也不要了，妻子也不管了，儿女也撇下了，只管在那里服事。其实他根本没有读
懂主耶稣讲的那句话的意思。

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
⼀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
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
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
⼥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
⾻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
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
⾝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
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
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
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
不羞耻。」

创世记第⼆二章18~25节：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
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
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
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
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
他叫甚么；那⼈人怎样叫各样
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
⻜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
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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