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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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 领會  领祈祷 招待／茶点 兒童主日学 幼兒主日学

2月2日 葛道宁牧师 葛道宁 麦宝桢 陳松昌/陳小燕 黄月娥 朱霞云

2月9日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刘勝昆 王來生/馬秋華 周鸿艳 池千紅

2月16日 葛道宁牧師 鄭水燕 陳小燕 呂瓊/吳建朝 项祯怡 陳愛珍

2月23日
Sam Fiore/

李棋
林娜 曹炳棋 陳小燕/趙雲川 朱霞丽 刘凤丽

3月2日
B. Coster/  

葛道宁
李棋 黄月娥 宋荷芳/黃劍輝 朱霞丽 何小芳

2014年主題：感恩⼗十年，建造神家

主日崇拜 	� 每周日的15:30-17:00 主日崇拜。讲道的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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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月8日(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早上10:00，在葛牧师家，请弟兄姐妹参加。联系                         

电话：076 580 3213。  !
崇拜改地點	� 2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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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财务报告 	� 12月份一般奉献10983.99瑞郎；信心奉献（施福基金會）2718.35瑞郎；神学生
马驣奉献590瑞郎，年度利息38.40瑞郎。12月份一般支出12771.59瑞郎。 !

會員大會	� 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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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員大会后有簡單晚餐, 请弟兄姊妹参加。 !

洗禮	� 洗禮將於2月9日進行，請大家禱告記念。                  !
女性之夜 	� 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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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Genève. (A 楼) !
弟兄早餐會	� 2月15日(星期六)早上8:30-10:00，在葛牧师家。欢迎所有男性朋友参加。联絡人     

：王来生，电话: 079 8273768。 

周日  11:30-14:30    悅語小家      曹炳棋/時錦航   078 949 5852 / 076 578 1236  
周一  15:30-17:00    喜乐小家      麦宝桢/郑水燕   076 493 3753 / 078 744 5659 
周四  12:30-14:00    弟兄小家      葛道宁/王來生   076 580 3213 / 079 827 3768 
周五  09:30-11:00    姐妹小家      朱霞云/刘凤丽   076 421 9973 / 078 750 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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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棋/武亚茹   076 624 3109 / 076 797 3930 

	� COCM 的异象是「中国⼈人人在那⾥里里,愿基督也

在那里」。 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差会的组织不断扩⼤大大,

已发展⾄至欧洲⼤大大部份国家,服事英国、东欧、西欧和

北欧的华⼈人人教会和团契。 现有同工约五十位,来⾃自自

不同的国家,透过多元化的事工,向在 欧洲的华⼈人人传福

音,对象包括本地华侨、华裔青少年、餐馆业人士、留学
生及来自中国大陆人士等。 

	� 自一九五零年创办以来,『开荒布道、建⽴立立教

会』并协 助教会成长一直是COCM 的首要任务。现今
在欧洲约有三百间华人教会、团契和查经班,当中很多是

由 COCM 开荒布 道后成立的。现时,欧洲97%的华⼈人人

仍未接受福音,当中有不少是长期定居欧洲的,但亦有很

多会回到原居地或移居世界 各地。由于华⼈人人的流动性

很⼤大大,使 COCM的工作显得更急切、更有挑战,且更具

策略意义。 
	� 以下是總幹事呂子峰最近的代禱信中的一段： !
「新年快樂！我們又一次在COCM宣教中心舉辦的兩個
年底的福音營會中慶祝聖誕新年。我們也再一次見證了
神在很多人的生命中動工，也帶給我們這些服事的人極
大的喜悅。年底的這兩個營會只是COCM眾多事工中的
一個很小的部份，但卻生動的反映了神藉著COCM在歐
洲的忠心擺上祝福了這裡的中國學生、青年、家庭、孩
子以及華人教會。在新的意念中，我們盼望您能繼續藉
著禱告與我們同工，幫助我們的服事團隊在神面前重新
立志，用僕人的心來投入服事，並繼續在歐洲為主傳揚
福音。」



	� 	�          〈感恩十年〉	� 	�   Victoria師母 	� 	� 	� 	� 	� 	�      志信主的更多了，我得以見證的有周偉韋， 夏維佳，Mike，Rachel，
Janie，Connie（楊歡）和在洛桑和其它地方決志信主的人。願榮耀
都歸給我們的救主耶穌，祂開始的善工必會成全，他帶領每一個屬
主的人直到見他的面（腓1：6）。 !
3。生命成長，彼此相愛，用愛心建立 
侍奉主的馮雪薇姊妹成為了我們教會的執事，現在回北京工作也帶
領查經了。我們有很多愛主的信徒，來到我們教會，生命成長了。
我們彼此相愛，用愛心彼此建立。我在教會中服侍，我的屬靈生命
也成長了，感謝主，我被神修理乾淨，好讓我結果子更多。我學會
了謙卑忍耐，接納不同，體諒寬恕。這是很艱苦的學習，神的恩典
帶領我一步一步跟隨他。今天神的教導，神的恩典夠用，他讓我成
為師母，我知道這是更艱苦的學習，但與神同行是很喜樂的事。我
感謝主不放棄我，揀選我，造就我，我更愛主，以致愛他所愛的人。!
4。 數算恩典，體驗神蹟在信主的人身上 
我見證了信主的人身上的大神蹟。我們的姐妹馮雪薇，池千紅，傅
新紅，張瑞芳，劉鳳麗，于燕等的信主過程，他們那美好經歷神的
神蹟，我親眼看見了，證明我們的神真有大能，他能改變人性，他
能使人在絕望時能有孩子，他能使面臨破裂的家庭改變成幸福的家。
教會裡面我們體驗慈愛的主如何拯救人，如何醫治身體和心靈的病
痛，我們也見證了神能維持生命直等到見了所愛的人，受洗了才回
天家的弟兄。我們的神是奇妙的主，帶領我們作工並讓我們經歷眼
睛未曾看過，耳朵未曾聽過，心裡也沒想過的。祂的神蹟在我們信
的人很明顯。讚美主，祂是主。 !
5。一同事奉主，建立教會 
這十年來，神帶領我一步步地成長，祂裝備我侍奉祂。我能與
Apollo一同牧養教會，是因為愛我的丈夫支持我讀神學受裝備。在
2007－2010年我在網上修讀了八門神學課程，當時我要上班，要照
顧家庭，教育孩子，家裡有每星期五的查經班，在教會教兒童主日
學和侍奉主，感謝主給我力量，還能讓我可以上課，交作業，寫論
文及考試。我得到丈夫的鼓勵支持和幫助，讓我獲得了這個神學文
憑。2012年神呼召Apollo成為牧師時，我也能同心同行一齊擔起這
任道重遠的侍奉責任了。這十年的侍奉期間，我學會了歸納法查經，
現在可以培訓其他的弟兄姐妹一同侍奉了。還有兒童主日學的教導，
我們的兩個忠心的學生是我們的孩子，讓我跟著他們的年紀，學習
教導不同年齡的兒童，現在也進入青少年團契時期，我還在學習如
何教導他們以生命影響生命。教會的弟兄姐妹是基督的身體，我們
彼此建立，彼此欣賞，彼此鼓勵，一同建造基督的教會。 !
感謝神讓我在這教會里，與神同工，神使用我作了這十年的工，願
神堅立他手的工。

今天是農歷新年的年夜， 在中國家家歡聚團年。 我們在海外雖然沒
有過年的氣氛，但是我們教會的各小家慶團年，而且在神的大家庭也
會在主日崇拜後一同慶祝新年。感謝上帝的恩典，教會今年是成立十
週年，我同時也在我的工作單位服務進入第十年，我在這特別的日子
數算恩典，為我的家，為神的家，感恩十年。 
主是信實的，他是耶和華以勒，他必有預備： !
1．神蹟，供應，事奉 
我是1994年來到日內瓦工作的，結婚生子後我被遲退了，因為香港在
97回歸了，我的工作B證在五年後沒能換成長期居留C證，我要等十年
才有。2000年我生了磊磊就失業了，要改為失業的B證身份。感謝主
的供應，在失業的三年的日子我們沒有缺少，我並且學了些法文，最
後一年還被派到大醫院的辦公室做半工。當我完成了一年的指定工作
後，我還需要找工作時，神奇妙的在公車裡讓我見到一份報紙廣告，
英文的，我就申請了。兩個月後，就得到了這份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
工作。這是神的供應：我得到的工作與報紙上所廣告的位置不同，是
特意開出來的新位置，沒有其他人競爭。那時只是個短期三個月合約，
而2004年我在瑞士滿十年，八月中才剛拿到長期居留C證，九月在聯
合國上班就放棄長期居留，換了聯合國的國際身份。這是信心的考驗，
相信神必定有他的美意。只有忠心的跟從主，他差我到那裡就遵從。
也知道上帝用這方法留下我們一家在瑞士，好讓我們服侍他，傳福音，
建立教會。那時，Apollo是在CERN工作，拿台灣的研究基金，是台
灣中央大學常駐CERN的研究員。我們一同在日內瓦華人團契（我們
教會的前身）服事主多年，有異像要建立教會。2004年一月神把宣教
士羅牧師帶領來，教會就在2004年十一月正式登記成教會。我們三個
家庭六個人在代書辦公室簽了教會註冊申請。日內瓦華人聖經教會就
在2004年十一月十二日正式登記成為教會。我們一同感恩，神的家在
日內瓦要成為燈台，照亮日內瓦會說中文的人的生命。當時我們的會
眾大約20到30人，每周主日崇拜，另有4個小孩的主日學；周中一個
查經班。我們禱告求主把得救的人數加給我們。 !
2。數算恩典，結出福音的果子 
我感謝神讓我在週間的午飯時間，在附近的植物園的溫室內，無論任
何天氣下，都可以約一些有心的人讀聖經禱告。我用新生命的材料，
見證並帶領他們決志信主的姐妹，現在仍在教會的有池千紅，傅新紅，
岳虹，張瑞芳，劉鳳麗，于燕，也有已經回國的馮雪薇，在其他國家
或地方的 Jennifer, Kiki, Kate, 孫蓓蓓等姐妹。這份聯合國的工作是神
特別賜下來的，使我有一個國際人的身份作為傳福音的起初接觸之平
台。我被派到這崗位，是神的選召，像保羅說的：我不傳福音便有禍
了（林前9：16—18）。神把得救的人數天天的加給我們。這兩年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