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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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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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日 B. Coster/ 
葛道宁牧师

李棋 黄月娥 宋荷芳/黃劍輝 朱霞丽 何小芳

3月9日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麦宝桢 鄭水燕/陳志祥 周鸿艳 刘凤丽

3月16日 葛道宁牧师 柯文全 曹炳棋 武亞茹/曹炳棋 周鸿艳 池千紅

3月23日 刘勝昆長老 林娜 陈小燕 郭    晋/项祯怡 项祯怡 陳愛珍

3月30日 葛道宁牧师 葛道宁 刘勝昆 楊    歡/陈小燕 项祯怡 朱霞云

4月6日 葛道宁牧师 刘勝昆 朱霞云 時錦航/朱霞丽 黄月娥 朱霞云

2014年主題：感恩十年，建造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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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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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性之夜 	� 3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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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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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ERN讲座	� 3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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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nguo23@gmail.com 手机 078 693 87 65 

周日 11:30-14:30 
周一 15:30-17:00 
周四 12:30-14:00 
周五 09:30-11:00 
周五 19:00-22:00 
周五 19:00-22:00	


悅語小家     曹炳棋/時錦航 
喜乐小家     麦宝桢/郑水燕 
弟兄小家     葛道宁/王來生 
姐妹小家     朱霞云/刘凤丽 
恩慈小家     黄月娥/葛道宁 
提摩太小家 李    棋/武亚茹

078 949 5852 / 076 578 1235 
076 493 3753 / 078 744 5659 
076 580 3213 / 079 827 3768 
076 421 9973 / 078 750 9799 
076 525 8498 / 022 796 0207 
076 624 3109 / 076 797 39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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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天主教国家,⼤大多数⼈人都是挂名的天主教。按⼈人
⼜⼝口例⽐比⽽而⾔言,它是整个欧洲其中⼀一个拥有最少基督徒的国家:只有0.8％！	
!
IBSTE（西班⽛牙圣经神学院）是西班⽛牙最⼤大的基督教神学院之⼀一，坐落
在巴塞罗那的郊区。它始建于1974年，为整个西班⽛牙的基督教群体培训
教牧同⼯工。感谢主，去年IBSTE已经被西班⽛牙教育部承认，可以颁发欧
盟承认的⽂文凭。因此今年的学⽣生也增多了。现时，它有近四⼗十位全时间
学⽣生，其中有⼀一半住在学校⾥里，另⼀一半来⾃自巴塞罗那地区。有西班⽛牙⼈人，
荷兰⼈人，并有多位来⾃自拉丁美洲。由于⼤大多数福⾳音派弟兄姐妹都是来⾃自
中下阶层，⽆无论是学校和学⽣生都有很⼤大的经济需要。	
!
我们过去⽀支持了三个学⽣生:Efraim,⼀一名巴塞罗那的年轻弟兄,已经毕业了,
现带职事奉。Daniel和 Marta 是从阿根廷来的夫妇,他们已经到巴斯克地
区开展植堂⼯工作.我们是以勤⼯工俭学(work-study)的形式作⽀支持他们:协助
神学院设施的维修保养,从中获得学费的⽀支持。这种⽅方式令神学院和学⽣生
同时受惠.今年,我们将再次以同样的⽅方式的⽀支持其它学⽣生,请慷慨⽀支持！

宣
教
奉
献
三
月
焦
点

西班牙圣经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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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重整之旅!! ! ! ! ! ! 李祺弟兄 !

有⼀一個官問耶穌說:「良善的夫⼦子，我該做甚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
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
不可作假⾒見證；當孝敬⽗父⺟母。』」那⼈人說:「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耶穌聽⾒見了，就說:「你還
缺少⼀一件: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他聽⾒見這話,
就甚憂愁,因為他很富⾜足。耶穌看⾒見他，就說:「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駱駝穿過針的
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聽⾒見的⼈人說:「這樣，誰能得救呢？」耶穌說:「在⼈人所不能的事,
在神卻能。」彼得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自⼰己所有的跟從你了。」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人為神的國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兒⼥女,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來世不得永⽣生的。」
(路加福⾳音⼗十⼋八18-30) 

四年前，我从熟识的北美洲来到陌生的欧洲。 

当时我心里想，为什么要我来欧洲？在我的心里，我一点都不想来。“不”的理由有太多。 

但是在祷告的时候（当时的我，很少会自己这样做），心里感觉到是神要我来的。我好像听见祂对
我说，“你去了以后，你会得到更多，会更有力量。你不会后悔的。” 

当时的我，心灵上的确很无力，其实是需要被帮助的。但自己当时不知道。但是天父知道。 

富有的少年人 

从小的我长在一个富足的环境里。大部分的东西，想要，去要，就有。朋友、玩具、好成绩、好学
校、老师的欣赏、家里的零用钱，要：就有。我学东西也很快，学的样也都还可以：学画画、学音
乐、学各种体育运动、学做个好学生、学当班长、学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很好，都挺在行，因此常得
到别人各种的肯定。唯一不够的，就是失败的经验、遇挫折的时候。记得小学时，常被老师称赞成
是‘品学兼优，文武双全’的‘杰出学生’，考试也没有考过班上第三名以下的，除了一次。那一
次，我考了班上第五名。在老师面前哭了，放学后不想回家了，我的世界要末日了！ 

到了中学，还学会了泄气。从前各样会被称赞的，现在都比不上人家了；得不到别人的肯定了，我
还为了什么努力？学会了泄气，也学会容易放弃。但天赋的小聪明，总是让我该过的关都过了。 

上了大学，发了一下奋。这一下，去了美国，选上了自己喜欢的主修科物理。得到了好成绩，也考
上了好研究所，有进修博士班的机会。这一下，我在人面前好像又回复了我的价值。 

不愿离开——安全地带 

辗辗转转中，被派来到了日内瓦的CERN做博士论文的实验。但这一次并不是我自己想要的。 

我不想去欧洲。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北美很好。有朋友，有学校，有教会，有熟悉的环境，有很好的
资源，生活没有困难。而且那时，我跟一位姐妹在交往的关系中。我没有想要离开的想法。 

但我加入的研究组在做跟CERN合作的实验项目，老师就安排了学生要来日内瓦参与这里实验的合
作。我当时想，这个没有问题。做研究实验当然需要在实验设立的地方才有效率，才能学得多、快。
心想，大不了也只是来一、两年，我不会需要在那里待久的。而且，我加入这研究组的时候，因为
各种的原因，已经是博士班第四年了。我那时只想赶紧拿到学位，自己计划第六年毕业（在美国，
听到的一般博士年龄都是五、六年）。我完成了任务就很快回来。我挺有自信的对自己说。 

但老师当时没有说我会来欧洲待多久。我的心里也有点没有底。但当时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面对孤独、失败 

二零一零年二月份来到了瑞士。一刚来，一个朋友都不认识。在CERN的实验室里，有很多
人，但没有遇到太多基督徒和能交心的朋友。几个月来，每天都感到很枯燥，很孤独。在

工作里，也没有很快能跟在这里的人一起合作起来，每天工作也是一个人的。那时，心里

每天都很难过，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回美国。周末自己一个在公寓里的时候，常常会掉泪。

想到以前的各种好，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来，我问神。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博士论文的工作还是进行的很缓慢。在我们的实验里，大部分的题目

都是由多人参与，因为工作量很大。但在我的题目，刚好没有其他人做同样的，所以只能

自己一个在指导老师的引导和鼓励下做。在学校的会议里报告的时候，偶尔会感觉到某位

老师在表达觉得我们	  的进展不够别人快。有一次，组里的一位博士后好心地来跟我谈，说
我这样做下去很难有什么结果，劝我快换个题目，加入别人的工作组吧。我跟老师谈，他

觉得不需要换，我也只好就继续做。但他们的眼光一直让我很在意。眼看别人做的好像总

是比自己快、多，一直让心里有刺。自问自己也一直在努力，为何好像总是比不上别人的？

是自己比别人笨？手脚比别人慢？是选错了题目？是老师的问题还是自己？是那里出了问

题？还是根本选错了专业？我对自己产生了很多的怀疑。 

一转眼，已经来了四年。这早就超过了自己原来计划来的时间。神到底想我学到什么？我

常自问。 

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 

对我来说，来瑞士好像是等于把以前一切拥有的东西全部撇下来。撇下来以后，才发现没

有了过去一切的好，自己的心灵原来是很空虚的。以前的各种好，个个都成了一个空虚心

灵的好面具。当面具被脱去，剩下空虚的心灵光秃秃的时候，很受不了。 

来日内瓦不久，开始参加CBCG的聚会和小家。我当时参加了恩慈小家的查经。有一次，我
们学《标竿人生》一书，讨论到我们生命被朔造的目的是为了服侍神。以前也读过这书，

但是那时身边什么都好，书很快读完，没什么感觉。这次不一样，句句话都好像是说给我

听的。其中里面说，“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

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以弗所书二10），意思说我们的生命在耶稣里被神朔造，有神
的目的，是有神给我们的使命的。我们要找到并接受这使命。作者也说我们每个人有自己

的特色（S-‐H-‐A-‐P-‐E）。我们的性格，心志才能，我们的遭遇，都是独特的，是神设计的，
是有它们的存在意义的。因为神不造一样废物。我曾问神，我为什么会进入这样的困境，

为什么我的学习好像这么失败，而我又还在这路上走。神好象藉这些话回答我，“这些失

败和挫折的经历是对你有用的，是我的意思，是有意义的，因为在你的生命里有我给你的

使命。但我所要的，不是你的完美和成功，而是你在任何时候对我的信心的忠心。”神藉

着这祂的教会和弟兄姐妹，还挑战我，在顺境中要向神感恩，在逆境中也要欢呼赞美祂！

因为祂无时无刻在看顾，不放弃我们。在困难中，我才更能体会祂的真实、同在。 

这四年来，有太多恩典的记号。一下子无法尽数算。在CBCG的大家和小家中，我得到了太
多。我感谢教会的家人们这样的接纳我，就像天父接纳我一般。你们的爱和接纳，帮助了

我走过了孤独和心灵的死荫幽谷，让我更深更真实地明白我的价值不在于我的好与不好，

我有成功与否，我是谁。我的价值今天在天父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和你们无私的爱

里，已经得到恢复、更新、完全了。愿神赐福我们一颗常感恩的心。哈利路亚！ 

“你的⽣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你如何使⽤用你的⽣生命是你先给神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