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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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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日 期 讲道 领會  领祈祷 招待／茶点 兒童主日学 幼兒主日学/助理

10月6日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葛道宁 麦宝桢/王根妹 朱霞丽 刘凤丽/赵金环

10月13日 葛道宁牧师 林娜 陈小燕 郭晉/項禎怡 朱霞丽 朱霞丽/時錦航

10月20日 葛道宁牧师 李棋 麦宝桢 黄劍輝/曹炳棋 项祯怡 何小芳/傅东波

10月27日 葛道宁牧师 葛道宁 黄月娥 武亚茹/何小芳 项祯怡 池千紅/麦宝桢

11月3日 葛道宁牧师 郑水燕 朱霞云 時錦航/朱霞丽 黄月娥 陈爱珍/周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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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时间中,会有儿童主日学及少年团契聚会。

洗礼	� 洗礼将于10月6日举行, 请弟兄姊妹祷告記念 。

祷 告 会	� 每周日的14:30 -15:15, 为教会及崇拜祷告。
	� 9月14日(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早上10:00，祷告会在葛牧师家，请弟兄姐妹参

加。联系电话：076 580 3213。 

成人主日学	� 由10月13日开始一连六个主日17:40~18:30有成人主日学,课本为香港建道神学院
院长梁家麟牧师的《信主之后》,首15名向Apollo牧师报名者,将获好书一本。

财务报告 	� 7月份一般奉献7539.20瑞郎；信心奉献2380.25瑞郎；特别奉献213.3瑞郎；神学
生马驣奉献850瑞郎。7月份一般支出5094.18瑞郎；支持神学生马驣支出1033瑞
郎。 8月份一般奉献9452.09瑞郎；信心奉献3082.20瑞郎；神学生马驣奉献
860.24瑞郎。8月份一般支出4904.78瑞郎。

长执会	� 10月13日09:30举行长执会，在林娜姐妹家，请弟兄姐妹祷告记念 。

女性之夜 	� 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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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电
车, "Graveson"站 ,大门密码: 1602C 

重阳节郊游	� 10月19日重阳节Salève山郊游，请大家邀请朋友和家人一起来登Salève山， 一
同远足、观赏日内瓦景色、餐厅午餐或野餐等等， 上午11点20分在Salève山脚
下的缆车售票处集合。(从火车站坐8路车到Veyrier-Douane总站后，穿过边
境，跟随指示牌或自己开车到山脚下有很大的停车场)

	� 报名: 郭晋弟兄 jinguo23@gmail.com 手机 078 693 87 65

CERN讲座	� 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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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年会	� 11月9～10日宣教年会，将由彭满圆牧师主领，分别于星期六15:30~18:00及主
日分享信息，请弟兄姐妹祷告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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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組一個隊回去吧

        前一封信提到我們因為人力的不足,七月正式關閉一
個我們地區最遠的城市工作。雖然沒有團隊在那裏,但仍
有一群委身的學生在那裏繼續帶領他們的學校的福音工
作,而我負責繼續遠距離的幫助那裏的工作,每一次跟他們
的學生領袖聯繫真的很被他們的心志感動及他們信靠神
而有的創意與智慧感恩,因此他們今年的新生福音工作反
而比以往有更大的果效。但他們現在面對的難題是能帶
領的小組長不足,而需要被跟進的初信者很多,在中秋節假
期的營會,兩位學生領袖也參加了,跟一些其他城市的大四
畢業生有些交流,有些人的家鄉是在那一省,便在休息時間
聽到幾個學生說我們組一隊回去重新開始那裏的工作
吧!當活動最後講員呼召是否有人願意回應神的呼召全時
間服事時,這幾個學生走出來了!包括這兩位學生領袖中的
一位,她是少數民族,她的負擔是往少數民族那裏去!並向所
有參加的學生發出需要,到她的家鄉開拓那裏的福音工作,
只是這一次站出來表明全職服事心志的都是姊妹,求神繼
續興起弟兄領袖啊!

代禱事項
1. 一星期前開始40天每天一餐禁食(較多是午餐)的方式,

為自己的靈命復興與未來方向 禱告。求神使我更貼
近祂的心意並信靠與遵行祂的旨意。 

2. 因這裡的管制越來越嚴格,為了將來取得安全的身分,
求神使我知道是否要報名參加心 理諮商師的考試,及
用哪一種方式參與考試。因為真的沒有甚麼時間可以
拿出來做這些 事啊! 

3. 繼續為我與上司的配搭禱告,求神使我可以有智慧及
接納與愛他的心。如何在個性與做 事極大差異之下,
各盡其職成全老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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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外的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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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见证﹣﹣我的三段旅行	�      周韦伟姐妺

有人说人生是一部旅程。我也想起我的三段旅行来，都发生在2012年。

2012年1月底，我告别父母公婆，告别我最亲最爱的老公和女儿，鼓足勇气
独自一人坐上从烟台去北京的飞机。结过阴差阳错的误了回瑞士的班机。
气喘吁吁的我赶到柜台已经太迟，半夜一点的首都机场柜台已不见多少人
的踪影，当时的焦虑紧张几乎让我崩溃。我如同无头苍蝇到处寻找援助，
最后终于找了个休息的地方等到天明。在打遍所有朋友的电话后，我才稍
稍有了些安慰。第二日，极度疲乏的我终于登上回程的飞机，飞机上我没
有合眼，看了一部又一部的电影，每部电影都让我难过，我哭着回了日内
瓦。

这是信主以前的我。遇事紧张又极度焦虑，需要与朋友家人倾诉。我曾经
做过统计，我一般需要与至少五个朋友交谈之后才能平复心情。其实，那
时我的焦虑是出于对前途的恐惧。我当时一人回来是因为要与法国的移民
局及大使馆打交道，将老公女儿接回来。没有家人在身边，独自一人要打
一场不容易的持久战，我害怕到了极点。

我的第二段旅行是在同年的四月。为了排遣一个人的寂寞，我与好友相约
去了次意大利的五渔村。景色很独特，还保留了些原始的东西，我很是喜
欢。有一日是起风的日子，在其中的一个小渔村有一处可以观海的地方。
我站在观景台上看着海浪奔涌而来，猛烈地拍打着岩石，一次比一次更壮
观，突然感动到泪如泉涌。

现在想来，那日神是与我同在的啊，如同这过去的十多年。从在洛桑作学
生第一次接触福音，到来日内瓦和我已去了天国的姨父一起认识了Apollo
和Victoria，再到今日已为人妻为人母的我又回到教会。他从未离开我也从
未放弃我。在我懵懂无知，尽情挥洒青春时，他看护我。在我孕育新生
命，辛苦摸索怎么做母亲时，他保守我。在我焦虑万分为我们一家人的团
聚寝食难安时，他陪伴我。

虽然在他对我的人生计划里，他也让我也经历了一个巨大的风浪。就在我
回到法国刚开始申请家庭团聚时，我老公的新护照申请就出了很大的问
题。我们开始想办法，也做各种尝试，可是都没有成功。我从来没有那么
无助过。不想父母担心，所以没有告知。不想给老公太大压力，所以尽量
隐藏自己的情绪。不想麻烦朋友们，大家都忙于生活。一时间好像是没有
路了，孤独，焦虑和恐惧时常侵袭我。

我终于开始寻找他，尽管还没明确自己的信仰。我每日读圣经，经常一个
人去教堂。在教堂里，我终于安静下来，有极大的安慰。更幸运的是每一
次我向他靠近，慈爱的天父就应允我的祷告。先是我老公的护照奇迹般的
办了出来。很快，我在某次旅行结束回到家中打开的信箱里看到了那封

移民局的批准信，静静的躺在那里。至今我都深信那是从神而来的。
之后在我苦苦等待大使馆发放签证的过程中，我又开始焦虑不安，直
到最终明白神向我索要的是我应放在他那里的眼光。

2012年11月28日，远志明牧师远道而来。我受我最好朋友和她婆婆的
邀请参加。我永远不能忘怀那日，因为那是离家10多年又回到家的感
觉，看到那些多年未见的姊妹，看到10多年后还在等候我们回家的牧
师和师母，我心里暖暖的。那一天我哭到不能自已，做了决志，我终
于被神得着，我终于寻见他了！

一星期之后的一个清晨我收到老公的微信，他拿到了签证。

我要分享的最后一段旅行是去年九月的一次旅行。我独自去了布鲁塞
尔和布鲁日。在布鲁日的那两日晴空万里，一切都是那么美那么好。
我最爱那里的教堂，还记得自己蓦然回首发现了教堂时的那份惊喜。
那两天，日子过的休闲而又充实，现在想来真的是喜乐平安的日子。

如果我说信主以后我的生活就变得如此如此的美好，如同我在布鲁日
的日子，那我就是作假见证了。生活的烦恼还是有，魔鬼撒旦的攻击
有增无减，我也还是那个会向老公着急发火的"悍妻＂。只是我遇事不
再象以前那么慌张，那么悲观，不再轻易放弃。因为我知道神对我有
最好的计划。再有些挣扎沮丧，也全然相信这一点。所以说，是我的
心平静了，时常让我觉得回到了布鲁日。

我希望自己这依靠主的心可以让我爱的人和身边的人感受的到。我要
感谢你们一直支持我的信仰，希望你们也可以在陪伴我的日子里感受
得到喜乐和平安。

感谢主！将我爱你的心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