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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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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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日 葛道宁牧师 柯文全 朱霞云 時錦航/朱霞丽 项祯怡 陈爱珍/周韦伟

11月10日  彭满圆牧师 李棋 黄月娥 宋荷芳/曹炳棋 黄月娥 刘凤丽/于燕

11月17日 葛道宁牧师 林娜 陈小燕 黄劍輝/麦宝桢 黄月娥 何小芳/吴迪

11月24日 刘勝昆長老 黄月娥 曹炳棋 吕琼/吴建朝 周鸿艳 朱霞云/赵金还

12月1日 葛道宁牧师 郑水燕 麦宝桢 王来生/马秋华 周鸿艳 池千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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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 告 会	� 每周日的14:30 -15:15, 为教会及崇拜祷告。
                         	� 因為宣教年會的關係，本月的教會禱告會改在11月9日下午1:15，在葛牧师家，

请弟兄姐妹参加。联系电话：076 580 3213。 

     崇拜改地點	� 11月10日，由於不能使用 EEBG 場地，主日崇拜改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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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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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葛
牧師家）及主日分享信息，请弟兄姐妹祷告记念。 

     成人主日学	� 由10月13日至11月17日一连六个主日，17:40~18:30有成人主日学。

        财务报告 	�  9月份一般奉献9443.4瑞郎；信心奉献2727.3瑞郎；神学生马驣奉献405瑞郎。
	� 9月份一般支出9838.55瑞郎，宣教奉献支出7754.76瑞郎。

        女性之夜 	� 11月18日(星期一)晚上19:00-21:00，在林娜姐妹家聚会。欢迎所有女性朋友参
加。联系电话:022 7315608。地址 : La Voie-Creuse 4, Genève. (A 楼)

     弟兄早餐會	� 11月23日(星期六)早上8:30-10:00，在葛牧师家。 地址 : rue Carqueron 8, Les 
Avanchets, (位于Balexert后面) 乘14及18路电车, "Balexert"站。欢迎所有男性朋友
参加。联絡人：王来生，电话: 079 8273768。

亲爱的同工与弟兄姐妹：

...在过去的一周，满圆就经历到神大能的作为，这只沙鸥飞往中国参加
一个宣教大会，全国各地的教会领袖与一些年青的宣教士都参与，韩国一个
已经差派出一千多位宣教士的超级教会，十分重要这个宣教大会，派出十多
位牧者与长执来主领这次聚会。然而，在第一天开始聚会不久，大会同工宣
布出现一些问题，需要立刻撤离会场，并迅速调动多部车辆，将所有参与者
平安地转往另一个较细小的会场。因这调动的缘故，原本下午的聚会取消，
所有韩国的同工也离去，大会就临时邀请满圆负责主讲晚上、早上与最后一
天讲坛的信息，于是，这只沙鸥就临危受命，竟然成为大会主要的讲员。

感谢主，神的恩典是超越我们所想所求的，我们所信全能的神是一个化
危机为转机的神。这只沙鸥在面对这样重大的事奉，就跪下求神赐下话语与
信息，当站在台上宣讲神的话语，亲身体验到什么是「被圣灵充满，放胆讲
论神的道」（徒四３１），台下的反应也是非常热烈，并且各地不同的牧者
领袖，都发出宣教神学培训的邀请，无形中就打开了不同地区搭配事奉的平
台，求神赐智慧怎样与个别很有诚意与潜力推动宣教的地区连接，推动他们
投身宣教。

除了讲道的信息以外。大会安排不同地区的同工分享他们的宣教事工，
在台上分享的都是以弟兄为主，当他们分享到在不同地区的宣教，以及社区
关怀的宣教，不少同工在台上都流下男儿泪。接着，主领聚会的同工，也忍
不住流下泪来。然后，台下不同的弟兄姐妹也在流泪，当我们一起开始祷告
的时候，这么多刚强壮胆的属灵男子汉，都流着泪大声呼求神，整个会场的
震撼，在当中我们正经历到什么是从圣灵而来的复兴，为着实践宣教而来的
复兴。最后，大会总结出宣教是教会必需的事工，并且要筹办一个宣教学
院，训练更多同工投身国内与海外宣教，请为这样重要的事情恳切祷告，也
为这只沙鸥祷告，因他将从中国飞往法国，其后在日内瓦，接着再前往非洲
推动宣教，月底飞往美国参加神学教育会议，在一个月内飞越四大洲，也为
我们一家祷告，求神保守与加添力量。

愿神的慈爱常与你们同在！
　　　　　　　　　　　　　　　　　　　主末　
　　　　　　　　　　　　　　　　　　　　满圆、贞德、谦、情、意、路
二０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自从汶川大地震以后，促使施福基金会的诞生，他们本着「施比受更为有福」
（徒二十３５）的圣经教训，持守「全人关怀的服侍，用爱使万民得福」的使命，从
一开始就实践「零」行政费，把收到所有捐款都用在全人关怀的事工上以下是我们所
爱的彭满圆牧师来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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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救见证	�	� 	� 	� 	� 	� 	�      李欢瑞姐妺

我大约在2009年开始真正接触圣经。最初接触圣经其实就是为了了解这部不朽
的书卷到底讲什么，第一遍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把它当作一卷历史书和教育书来
看。但是隐隐约约中，我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个世界是有上帝存在的，但是不知
道上帝和我个人有什么关系。

2010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做了真正意义上的祷告，就是祷告自己的心门打开，
求上帝做我生命的主等等。祷告后，我突然有种很奇怪的感觉，是一种心灵似
乎被充满的感觉。之后，我每次心中想到上帝，我就会产生这种感觉。现在明
白那就是圣灵充满的感觉。我现在也才明白，上帝，我亲爱的天父，一直在耐
心地等待我、预备我，祂希望我能认识祂。上帝其实爱每一个人，祂向每个人
发出呼召，就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认识祂、接受祂。

但是我得说，那次做祷告，我其实也不是很明白祷告意味着什么。我终于认识
到上帝是真实存在的源于远志明牧师的一些见证。让我很是触动。另外一件触
动我的事情是Apollo牧师放弃了CERN高薪水工作，专职做起了工资并不高的
牧师。这件事让我思考了很久。一定是上帝真的存在，他一定是非常地爱这位
真实的上帝才这样做的。

于是，我去年年底一回到北京就开始找当地的教会。我决定要更多地认识上
帝。我在还不是非常确定上帝的存在和上帝和我个人有什么关系的情况下，开
始第二遍读圣经。这次再读圣经，感觉和第一次完全不一样。我突然认识到那
不是一部普通的书，字字句句都是上帝亲口对我们说的话，写满了上帝的威
严、上帝的宽容、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每句话都是鲜活的教诲。现实中
对于很多行为、做法，都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不是说人
和人的观点不一样，而是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上帝在圣经中告诉我们
的，哪些是上帝喜悦的，哪些是上帝看为恶的。我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油然而
起。圣经就像一面镜子，只有圣经才能让人真正认识到自己什么地方是错的，
才能认识到人都是有罪的。那时，我也才发现我原来也是有罪的，才发现自己
有那么多不对的地方。

刚开始真正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也正遇到很多难题，心中充满了焦虑。所有的
难题我都无力解决，我只能来到上帝的面前，恳求祂的帮助。我发现，我所接
触到的基督徒都充满了平安喜乐，那种发自内心的平安喜乐。于是我每天坚持
祷告、读经。我开始向上帝交托，开始逐步体会祷告的意义。

认识上帝之后，我逐渐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在发生改变。我以前脾气不好；现在
脾气比以前好多了，因为上帝说不可轻易发怒，上帝说要宽恕。

我看问题的角度也在发生变化。我以前遇到不喜欢的事情会抱怨，有时也会推
卸责任；现在越来越少抱怨，越来越少指责，遇到问题越来越想到首先检讨自
己，越来越喜欢赞扬别人、欣赏别人，越来越看到别人的长处。。

我以前做事时做给人看，现在是做给神看，是发自内心的要讨上帝的喜悦。开
始努力在最小事情上忠心，因为别人看不看见不重要，关键是我们的天父，那
个从天上看我们的人，祂会看到。我要做上帝喜悦的人。

我以前做事时做给人看，现在是做给神看，是发自内心的要讨上帝的
喜悦。开始努力在最小事情上忠心，因为别人看不看见不重要，关键
是我们的天父，那个从天上看我们的人，祂会看到。我要做上帝喜悦
的人。

我开始看神不看人，改变自己对很多事情的态度，比如对工作。当我
在工作中想懈怠或抱怨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是在为上帝工作，然后就
精神焕发。

我越来越凡事感恩。以前，我会觉得这也是凑巧，那也是幸运。现在
我知道，是上帝在安排一切，是因为上帝爱我。明白了这一点，我越
加快乐。

我认罪，请求上帝宽恕，上帝也垂听我的祷告。

我凡事交托，凡事交由我生命的主，当然，同时我自己也不敢懈怠，
该怎么做还是要怎么做。

有时上帝会搬走我面前的礁石，有时会给我力量让我有能力自己解决
或面对。

上帝总是显示神迹。

我为我妈妈祷告，她多年的耳疾突然不治而愈。

我为住房祷告，上帝赐给我了这么多年最好的住房。

我为我工作的能力祷告，上帝赐给我能力，给我带领，在身边给我预
备我可以请教的人。

我处在低谷的时候，我无助的时候，上帝也与我同在。祂知道我会遇
到什么困难，祂一步一步带领我，甚至派人安慰我。祂告诉我，“你
不要害怕,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蹚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
你從火中行過,必不被焼,火燄也不著在你身上.因為我是耶和華你的神,
你的救主” (以賽亞書43章1-3節）。

上帝的旨意是非常奥妙的，上帝应许祷告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是照
祂自己的意思。我以前常常对上帝有疑问，有时对上帝应许祷告的方
式质疑，也常常会陷入暂时还没有得到上帝帮助的困惑里。随着祷
告、读经，随着与教会弟兄姐妹的交通，随着自己的祷告得到应许，
随着了解更多别人的见证，我对我自己追求的信仰的了解也逐渐深
入。

我明白上帝既是慈爱的，也是威严的。我要的不单是神给的礼物，更
重要的是给我礼物的神。上帝的旨意深奥奇妙，我现在还不明白，但
我明白上帝赐予的一定是最好的，有的难题虽然还没有为我解决，但
是我相信一定有上帝的美意在里面，因为祂很爱我，因为祂在天上，
祂掌控一切。

我要提高自己看问题的高度，站住云端，向着上帝的标杆奔跑。我能
做的就是顺从上帝的带领，顺服上帝的旨意，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
都要信靠祂，因为上帝说“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所以，“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傳道書3章4節），无
论怎样，我都我永不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