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同⼯工與弟兄姊妹：!
……感謝主的恩典，我們這個沙鷗家庭正在學習的就是這個「回轉」與「變
成」⼩小孩⼦子的屬靈功課，沙鷗爸爸學習放下⼀一切名與利，⽢甘⼼心做⼀一個無名的傳
道⼈人，⽢甘願做⼀一隻被主使⽤用的⼩小驢駒，順服主的差遣，在世界各地點燃宣教的
⽕火種；沙鷗媽媽也在背後默默⽀支持，⼩小沙鷗們在逐漸⻑⾧長⼤大，但也學習過⼀一些簡
樸與節儉的⽣生活，最近其中⼀一隻⼩小沙鷗更在盤算是否要在⼤大學的飯堂做洗碗的
⼯工作，以賺取微薄的⼯工資。在這⽣生命與⽣生活的學習中，我們在困難裏卻經歷到
主的同在。!
    上週沙鷗在主⽇日崇拜講道後，竟在⼗十分鐘之內分別帶領兩個⼤大學⽣生決志信
主，這是出⾃自神的⼯工作，我們只是無⽤用的僕⼈人收割⽽而已。這幾天也收到⾮非洲利
⽐比⾥里亞⼗十多位宣教同⼯工的資料，我們將正式開展⽀支持他們的宣教與植堂事⼯工；
此外，在春節接觸到⼀一批獻⾝身在雲南向⼀一個福⾳音未得群體事奉的年⻘青宣教⼠士，
他們有可能成為「施福⼀一00」的⽀支持對象。在整個三⽉月期間，沙鷗將分別飛往
⻄西班⽛牙與法國教導宣教神學，求主使⽤用他在這兩個歐洲重鎮點燃宣教之⽕火。!
   祖謙⼤大學畢業後正在尋找⼯工作，求主帶領他前⾯面的道路，詩情與詩意都在忙碌
的學習與考試中；詩路則準備在三⽉月中考⼋八級彈琴試，求主保守；貞德的⽗父⺟母
信主後，積極返教會並參與浸禮班，預備復活節受浸，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
你們的代禱是我們能夠得勝的屬靈⼒力量。!
願主的慈愛與你們同在！
　　　　　　　　　　　　　　　　　　  　　主末　
　　　　　　　　　　　　　　　　  　　　　　滿圓、貞德、
謙、情、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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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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6日 葛道宁牧师 刘勝昆 朱霞云 朱霞丽/時錦航 黄月娥 何小芳

4月13日 葛道宁牧师 鄭水燕 麦宝桢 王來生/馬秋華 黄月娥 池千紅

4月20日 葛道宁牧师 李棋 曹炳棋 錦時航/陳愛珍 朱霞丽 何小芳

4月27日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陈小燕 何小芳/曹炳棋 朱霞丽 陳愛珍

5月4日 刘在勝傳道 林娜 黄月娥 吳建朝/吕    瓊 周鸿艳 刘凤丽

2014年主題：感恩十年，建造神家

主⽇日崇拜  每周⽇日的15:30-17:00 主⽇日崇拜。讲道时间中, 有⼉儿童主⽇日学及少年团契聚会。          !
受难⽇日崇拜 4⽉月18⽇日 (星期五) 下午3:00, 在教会；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钉⼗十架。        !
复活主⽇日崇拜 4⽉月20⽇日 (星期⽇日) 下午3:30, 在教会；庆祝主耶稣的复活。     !
祷 告 会 每周⽇日的14:30 -15:15, 为教会及崇拜祷告。             
 4⽉月12⽇日(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早上10:00，在葛牧师家，请弟兄姐妹参加。                        
 联系电话：076 580 3213。                         !
葬礼/追思礼拜 我们所亲爱的许谋亮(Bio)弟兄于2014年三⽉月⼆二⼗十六⽇日晚间⼋八时被主接回天家，永远与    

祂同在。将于四⽉月⼋八⽇日下午四时在Centre funéraire de Saint-Georges举⾏行葬礼和追
思礼拜，诚邀您来参加。地址：Chemin de la Bâtie 13, 1213 Petit-Lancy.!

⼥女性之夜  4⽉月28⽇日(星期⼀一)晚上19:00-21:00，在林娜姐妹家聚会。欢迎所有⼥女性朋友参加。          
联系电话: 022 7315608。地址 : La Voie-Creuse 6, Genève. (A 楼)!

弟兄早餐会 4⽉月26⽇日(星期六)早上8:30-10:00，在葛牧师家。 地址 : rue Carqueron 8, Les         
Avanchets。欢迎所有男性朋友参加。联络⼈人：⺩王来⽣生，电话: 079 8273768。!

婚姻/家庭讲座 讲  员为张慧芬姐妹：5/9 (周五)20:00-22:00 在葛牧师家, 主  题为<提升⾃自我经营婚    
姻> （诚邀想结婚的和已结婚的男⼥女来参加)；5/10(周六) 10:00-12:30 在教会，
主  题为<与神同⾏行的亲⼦子关系>（诚邀有⻘青少年的家庭来参加）5/10(周六) 15:00-
17:00在教会,主  题为:<⾃自⼰己做,做⾃自⼰己:让孩⼦子⾃自信的过⼀一⽣生>（教养6⾄至12岁的⼉儿童) !

端午登⼭山 5⽉月24⽇日 (星期六) 将有爬⼭山活动，请邀请亲朋参加 。           !
五旬节教会营会 2014年6⽉月7⾄至9⽇日，于Les Mosses举⾏行，主  题为「感恩⼗十年，建造教会」，讲  员  

为李健⻓长⽼老。营会费:⼤大⼈人和12岁以上90瑞郎/⼈人，  12岁以下占床位的60瑞郎/⼈人， 
不占床位的⼩小孩免费。报名截⽌止时间：2014年5⽉月25⽇日。填 好 报 名 表 和 营 会 费 请
交 ⾄至 武亚茹 （078 903 5390 wu.yaru@gmail.com）或 Victoria 师⺟母 （076 525 
8498 govictoria.go523@gmail.com）

周日 11:30-14:30 
周一 15:30-17:00 
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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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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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 421 9973 / 078 750 9799 
076 525 8498 / 022 796 0207 
076 624 3109 / 076 797 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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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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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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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算恩典      郑⽔水燕姊妹 

 转眼之间数⼗十载已过，回头看看才发现原来在不知不觉中已是我在瑞⼠士过
的第12个年头了。17岁那年孤⾝身⼀一⼈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飞机起⻜飞的那⼀一刹那觉
得燕⼦子终于要⻜飞了，虽不知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但⼼心⾥里⾮非常地兴奋。只是⼀一个星
期之后⋯⋯ 由于⼈人⽣生地不熟，语⾔言的问题，⾝身份上的问题，⽣生活上的压⼒力等等使
我崩溃了。!
怎么办？？？？？!
 那时唯⼀一⾃自⼰己可以做的就是祷告，那种祷告是迫切的，哀求的，⽆无助的。
因为知道这是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出路。就好像落⽔水的⼈人所抓住的唯⼀一的⼀一根救命
草。⽽而我确实抓对了！正如圣经所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端。⽽而从此这条与神
同⾏行的路在我⾯面前清楚的展开了！
 !
 其实上帝不是在我祷告之后才向我显明他的作为，只是我发现得晚罢了。
记得刚到瑞⼠士的时候，接待我到他家住的亲戚（以前不认识）刚好是位基督徒，到
达的第⼆二天是主⽇日，他就带我来到团契（就是现在的教会）。团契⽣生活对于我来说
并不陌⽣生。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带我们去教会了，⽽而我已经受洗了。我知道
我所信的是耶稣，我偶尔看圣经，喜欢唱诗歌。只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生活⽅方
式，它成了⼀一种习惯。我从来没有认真地好好想过信仰对我 来说是什么，我为什
么信耶稣。直到来到了异国他乡，经历了许多事，学习信⼼心的功课，经历他的同在，
我才知道耶稣在我⽣生命中的重要！!
 ⾸首先，在教会中与许多的弟兄姐妹相处。他们给我很多的的帮助。他们所
做的就是耶稣所吩咐的：有⼈人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赤⾝身露体，就给他穿。
他们学习耶稣的榜样，并且将耶稣的爱分享给周围有需要的⼈人。!
 其次，就是上帝纠正了我的⼈人⽣生的价值观。⼀一个⼈人⽣生活在国外，会遇到许
多本⾝身⼒力所不及的事情，还有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所要做的选择。 我觉得除了
原⽣生

家庭的教育，上帝的话语在我的⽣生命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因为他的话语不
会因着我们今天的道德观的改变⽽而改变。他的话语在⼯工作中、与⼈人的交往中
时常提醒我，安慰我，帮助我做正确的，讨他喜悦的选择。正像诗⼈人所感受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的灯，路上的光。!
最后，我⾮非常感谢神给我服事的机会。在教会中⼗十⼏几年，从团契⼀一直到教会，
我与这个家⼀一起成⻓长。在服事当中常常受挫，发现⾃自⼰己常常做不好。但神并
没有嫌弃我。弟兄姐妹常常要包容我。在这过程当中，上帝让我学到了很多
的功课，不管在知识上或是在宝贵的⽣生命的建造上，使我被他使⽤用。!
我希望我的分享能荣耀我的神，因为他爱我，给我爱并教我如何去爱！
他慷慨地对我展⽰示他的怜悯，他的能⼒力，使我可以地，有盼望地、喜乐地依
靠他⽽而活着。!
他给我开了⼀一条正路，并且与他永远同⾏行！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