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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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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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 葛道宁牧师 林娜 黄月娥 項禎怡/朱霞云 刘旭东 岳虹 陈爱珍

6月9日 Nordine Salmi 葛道宁 联合崇拜联合崇拜联合崇拜联合崇拜联合崇拜

6月16日 羅劍輝牧師 李棋 麦宝桢 王来生/马秋华 黄月娥 項禎怡 朱霞云

6月23日 葛道宁牧师 郑水燕 刘旭东 吕琼/吴建朝 黄月娥 項禎怡 池千红

6月30日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曹炳棋 武亚茹/何小芳 刘旭东 項禎怡 麦宝桢

7月6日 D.Adamsbuam 林娜 朱霞云 麦宝桢/王根妹 刘旭东 項禎怡 朱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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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崇拜	� 6月9日與法文教會 (EEBG) 联合崇拜, 崇拜時間改於早上09:45開始。
 
祷 告 会	� 每周日的14:30 -15:15, 为教会及崇拜祷告。
	�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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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	� 6月23日崇拜後17:30, 举行教會會員大會, 請教会會員務必出席, 歡迎尚未成
為会員的弟兄姊妹列席。会員大会后將有教会大家庭的感恩愛筳, 请弟兄
姊妹参加，並帶個菜分享。

長執會	� 6月9日举行, 地點在林娜家 ,请弟兄姊妹祷告記念。

财务报告 	� 4月份一般奉献8158.3瑞郎；信心奉献2690.81瑞郎；特別奉獻 100瑞郎。4
月份一般支出4876.1瑞郎；信心奉献支出7219.9瑞郎。

女性之夜 	�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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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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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登山	� 6月15日 (星期六) 將有爬山活动，早上10:00 在聯合國正門三腳椅子下集合
出發。请邀請親朋参加, 须先用电邮报名（jinguo23@gmail.com) 。

瑞士宣教	� 6月8日及22日宣教团队将到Neuchetel 帶領查經及兒童主日學, 请弟兄姊妹
祷告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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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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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亚茹/葛道宁   076 797 3930 / 076 580 3213 

        云彩行动于2005年在中国广西开展扶贫行动，致力帮助
山区之少数赤贫民族，改善山区孩子的教育及生活需要。
2009年开办的孤儿院有独立的结构，为儿童提供一个健康的
家庭环境;每六个孩子被分配到一对夫妇，住在同一屋檐下。 
云彩行动亦援助脑瘫孩子及残障青年，为他们提供康复及工
作培训，并为贫困及有需要的人提供紧急医疗援助。2011
年，脑瘫儿童康复中心在南宁开幕，提供免费康复护理和心
理治疗。今年初，我們也曾為脊椎扭曲的小慧一起祷告，以
下是她的近況：

各位亲爱的朋友:

自从小慧做完手术出院后，已返回广西大化关爱中心继续生活。
最近不少朋友都问候她的近况，谨代表云彩感谢大家对她的关
心。现小慧的生活已回复正常，每天如常返学，由于刚回去时她
的背部仍未完全康复，所以返学时都有中心的大姐姐带着上学并
保顾她避免受到踫撞。而饮食方面，她的食量大了，由以前的一
小碗饭至现在可以吃一大碗及添多了餸莱，所以身体也强健了，
更可以帮手做日常的家务。

今天小慧身体不但高了，多了笑容，对读书积极，自信心增加及
开朗了，她更懂得与人分享，明白到今天的一切都是许多人的关
怀和爱心，她真的学懂了感恩的心。再次谢谢你们的支持。

云彩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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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决志祷告，利用上班休息的时间带我读完了《新生命》，就这
样，凤丽阿姨和Victoria把一个“新生命”的种子埋在了我心里，慢
慢地，我开始祷告，每当我无助的时候，神引领着我，虽然没有眼
睛见过他，但我却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神是存在的，当我软弱的
的时候，他会加给我力量，给我信心，让我坚强起来，渐渐地，我
的生命在改变。

       神不但医治了我，还带着我走在生命前方的每一步，我卸下了
我的负担和挂虑，把一切交给神，感觉到内心，有着好久都没有过
的安息，平安。信主后，心中多了感恩，少了报怨，信主前，总会
抱怨人生为什么会有不幸，把眼光盯在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上，信
主后，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原来神给了我太多的恩典，
为什么我原来都没有看到。其实，信主前后，我的生活环境上一切
都没有变，而唯一让我改变的是，神给我了完全不一样的心态。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也是完完全全的写出我的领悟：
假如我不是基督徒，我想我永远都不懂得什么是宽恕，
假如我不是基督徒，我想我永远都不懂得什么是忍耐，
假如我不是基督徒，我想我永远都不懂得什么是信任，
假如我不是基督徒，我想我永远都不懂得什么是真诚，
假如我不是基督徒，我想我永远都不懂得什么是真爱，
不再充满怨恨，不再问上帝为什么？唯有的只是感恩～

回顾着这近二年的日子，从蒙恩到得救，我的心深深地感恩，神一
直在引导，帮助我，愿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伟大的奇妙神！

受洗见证	� 	� 	� 	� 	� 	� 	� 	� 	� 	� 于燕姊妹

      大家好，我是于燕。今天能够和大家分享我受洗的见证，首先，我
要感谢神，感谢神的拣选和对我的看顾，如果没有认识神，可能现在
的我，生活和精神状态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四年前来到瑞士，在中国的时候，我并不认识神，也没有接触过福
音，从小到大，在家人的关爱下成长，和同龄的人过着差不多一样的
生活，读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工作，虽然不是
丰厚的收入，每天很忙碌，但我是快乐的。

      没有经历过苦难和挫折的我，来到瑞士，开始了新的生活，面对
新的环境和生活上的变化，让我突然间感觉心灵上的空虚，有时会感
觉迷茫，在这里生活上的好多小事情，我都不能独立的去完成，我开
始困惑，开始否定自己，也想过要回国，重新找回我对生活的自信，
但都不太现实，因为这里有爱我的先生，和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随着时间上的推移，我精神上的空虚并没有好转，反而加重，我才意
识到，自己患了产后抑郁症，当一个人呆在家里的时候，我会害怕，
发慌，发抖，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精神上出了问题，在这期间我有去看
过心理医生，但却没有好转，我很想改变这种状态，想从这种抑郁的
情绪走出来，内心深处像是有两个自己在搏斗，坚强的自己说“要勇
敢的挺过去”，我打开电脑，在网上搜一些励志名言，想读一些激励
的话语来改变自己，但最后，软弱的自己还是占了上风，我仍旧没有
得到医治。

   就在我还在拼命找寻的时候，上帝差派了一位天使，来到了我的身
边，来拯救我，她是我的邻居—凤丽阿姨，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也
是这条街上仅有的两家中国人。

  我们是在家门口的街上碰面后认识的，当她知道了我的情况后，
对我非常的关心和痛爱，她拉着我的手说，“你什么都不用说，我能
体会到你的苦闷，也非常的理解你，那我们现在一起做一个祷告
吧，”她第一次给我祷告时候的场面，至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她
把我一切的苦闷，心灵的空虚，全部说给了上帝，祈求上帝能给我力
量，当她结束祷告，我睁开眼睛的瞬间，我心里有种好久都没有过的
轻松、开阔的感觉，就这样，每天晚上，凤丽阿姨下班后，不管有多
晚，有多忙，她都会来到我家来看望我，她说，每当路过我家门口，
她一想到有个孩子还在家里哆嗦着，害怕着的时候，她的心都跟着
疼，我也成了她每天的牵挂，她每天来安慰我，鼓励我，让我坚强起
来，每次她从我家临走之前，都会拉着我的手，给我祷告。我看到了
她对人的真诚，和满满的爱心，虽然我不了解她的信仰—基督教，也
不了解基督徒，但我被她的爱心和真诚深深地吸引着，我也盼着每天
能见到她。之后，我又认识了Victoria，接触 了《圣经》，当Victoria
问我要不要让上帝做我生命的主的时候，我点头接受了，Victoria带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