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过去的⼀一年⾥里，云彩得到了不同的团体和个⼈人的
很多帮助，因为有着这些⽀支持和帮助，云彩的项⽬目
才得以顺利开展，山区的⼉儿童才得以获益。︒在此，
我们中⼼心的感谢贵教会的⽀支持！!

! ⼤大化县云彩关爱中⼼心于2009年12⽉月在⼤大化县民政局注册，为⼤大化县贫困⼉儿          
童及孤⼉儿提供助养服务， 开展专案有家庭模式助养专案、︑贫困山区学校资助专
案、︑山区孤⼉儿寡妇关怀专案。︒截⽌止2013年12⽉月，中⼼心已在⼤大化县驻点服务近4年
的时间。︒中⼼心⽬目前配备⼯工作⼈人员15⼈人，其中9⼈人为家庭模式助养专案⼉儿童照顾
者，3⼈人⾏行政后勤⼈人员，3⼈人为专案推进⼈人员。︒中⼼心⽬目前开展的项⽬目有孤⼉儿家庭助
养项⽬目、︑贫困山区学校资助专案及山区孤⼉儿寡妇关怀专案。︒2013年，孤⼉儿家庭助
养专案共有54名来⾃自山区的孤⼉儿接受了助养︔；贫困山区学校资助专案⽬目前资助的
学校有3所，共有学⽣生1257名受益︔；山区孤⼉儿寡妇关怀专案共资助贫困家庭代表
童20名，寡妇及⽼老⼈人5⼈人，计14个家庭。︒!

! 广西云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于2007年成⽴立于南宁，是⼀一家致⼒力为困境中⼈人          
群提供专业的社⼯工服务的公益机构。︒ ﾊ2013年7⽉月，广西云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
民政厅注册成功。︒云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要提供服务有：为广西贫困家庭的脑
瘫⼉儿童提供康复和教育⽀支持，残障⼈人⼠士就业及培训，残障⼉儿童家长互助⼩小组，残
障⼉儿童社会融合活动等服务。︒2013年8⽉月中⼼心扩建，⽬目前共4个引导式教育班和1
个特教班，共服务43名残障⼉儿童︔；⽬目前中⼼心除专案⼈人员外，还有特教⽼老师6名，
康复师3名，助教3名。︒多年来，云彩⼀一直秉承透过⽣生命影响⽣生命，与困境中的⼈人
同⾏行，使困境中⼈人群如残障⼈人⼠士、︑孤⼉儿可以获得⽣生活⾃自理的能⼒力和机会，重拾尊
严和信⼼心，更好的融入社会。︒在未来的⼀一年⾥里，项⽬目将继续为中⼼心的孩⼦子服务，
并将重点放在加强孩⼦子及⼯工作⼈人员的⾃自身能⼒力建设上，使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教育
孩⼦子上能更得⼼心应⼿手，使中⼼心的孩⼦子能够拥有更多的能⼒力，为他们将来进入社会
打好基础。︒明年计划在现有的学校保持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关注周边学校⾥里孩⼦子
们的学习、︑课余⽣生活，从更多的⽅方⾯面去改善学⽣生的校园环境，以及开展节⽇日庆祝
活动，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以孩⼦子的教育作为⼯工作的重点，提升照顾者的照
顾意识和能⼒力，建⽴立学习互助⼩小组，并组织开展相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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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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團契 兒童主日学 幼兒主日学

6月1日 葛道宁牧师 林娜 陈小燕 武亚茹/曹炳棋 柯文全 黄月娥 陈爱珍

6月8日 李健长老 五旬節营会(主日崇拜亦改於Les	 Mosses舉行)

6月15日 葛道宁牧师 联合崇拜,崇拜時間改於早上09:30開始

6月22日 刘胜昆长老 葛道宁 麦宝桢 王來生/馬秋華 黄月娥  朱霞丽 何小芳

6月29日 葛道宁牧师 柯文全 刘胜昆 何小芳/曹炳棋 刘旭东  朱霞丽 朱霞云

7月6日 葛道宁牧师 李棋 朱霞云 鄭水燕/陳志祥 柯文全 周鸿艳 池千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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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时间中,会有儿童主日学及少年团契聚会。	 	 	 	 	 	 	 	 	 	 	 
	 	 	 	 	 	 

五旬節营会	 6月7至9日五旬節营会，(主日崇拜亦改於Les	 Mosses舉行)，主题為「感恩十年，建造神	 	 	 	 	 	 	 	 

家」，讲员為李健长老。须带用品:圣经、笔记本和笔;被罩,枕套及床单(或睡袋),	 洗漱

用	 品;乒乓球,足球,篮球等。营地海拔	 1445	 米,备有毛毯,但请加带衣物。没有带被罩,枕

套及床单(或睡袋)者須付款	 25 瑞郎/人清洗费。教会安排车辆从日内瓦准时	 8 点於聯

合國大門口集合出发,迟到不等候,请自费坐火车。	 
     


聯合崇拜	 6月15日與法文教會联合崇拜,崇拜時間改於早上09:30開始。	
	 	 	 	 	 	 	 	 	 	 	 
    	 

祷	 告	 会	 每周日的14:30	 -15:15,	 为教会及崇拜祷告。	 6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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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執退修日	 6月21日(星期六)，長執退修日，請祷告記念。	 	 	 	 	 	 	 	 	 
	 	 	 	 	 	 

女性之夜	 	 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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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電車,	 "Graveson"站	 ,大门密码:	 1291C	 

	 	 	 	 	 

弟兄早餐會	 6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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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感恩會	 6月22日崇拜後（17:30）將有學年終感恩會，請家長、老師與有心參與兒童事工的弟兄	 	 	 	 	 
姐妹參加。	 

	 	 	 	 	 

BBQ福音行動	 6月28日	 (星期六)將會有全教會燒烤活動,	 请弟兄姊妹邀請親朋参加。	 	 	 	 	 	 
	 	 	 	 	 

會員大會	 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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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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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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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见证            赵云川弟兄                                      

	 在提笔写这篇见证之前，我向主做了祷告，寻求他的同在并和我一起来	 	 	 	 	 	 	 	 

写这见证。这在我信主以前是难以想像的，那时我还没有认识神，祷告(prayer)

这个词似乎和best	 wishes差不多，都是向人表达美好祝愿时用的，而且这乃是出

于我自己，美好愿望另一边所需的倚靠是缺失的。假如没有实实在在可以倚靠

的，那愿望再美好也是空洞的，作秀多过真诚吧。讲这些是在回顾信主之前的

我：靠自己的力量去生活，有时一些心血来潮的愿景，因为没有实在的倚靠，

常常难以为继，于是找些理由安慰一下自己，路似乎也还是可以向前走的。	 

	 两年前，当时对奥地利经济学派感兴趣，读了不少东西，借着互联网的	 	 	 	 	 	 	 	 

力量有一天点击进入Gary	 North的网站。他的一大特色就是把经济学和圣经统一

起来，告诉人们圣经里教训的正是自由市场经济，然而还有一个绝对价值在整

个市场背后，那便是神的喜好。保罗在讲基督的身体的时候阐述的正是这个道

理。由此，我开始意识到圣经与神的真实性，这真理的光在我眼前变亮，让我

改变以前认为宗教乃是人们为了寻找死亡的慰籍的看法。	 

	 信主之后的我，最大的变化或许是心里的平安吧。因为依靠神，所以目	 	 	 	 	 	 	 	 

光更加长远；因为仰望神的大能，所以更加耐心，不在急于靠自己的力量行

事。那平安来自神的信实和公义。感谢主，荣耀归给天父！	 !
我的⾒見証              陈志祥 弟兄

	 我来自马来西亚，刚到日內瓦的第二天阿V就带我来到教会，第一次教

会时，觉得没什么特别，只是见到许多华人面孔而已。有一次，彭满圆牧师来

讲道时，让我想起了中学时的余廉神父，他把他的生献给华人学校，那时，在

我眼里，神父是那么伟大，只身一人，离乡背景来到我的城市创办学校，为了

更多华人能得到教育。我和神父有过这流，但只去过一次教堂，因为和朋友约

好一起去教堂的，最后都不去，只剩我一个人，令我感到很陌生，之后就没去

了，而且在我住的城市，大多数都信道教，包括我在内，再之后，神父的身体

也不很舒服，所从就没有机会接触到他了。同样，彭满圆的经历令我很感动，

看到他们因为相信上帝的缘故，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为别人祝福。 过了一个

月，我决定信主，Thomas为我做了决志祷告。 信主后，我祷告求主改变我的性

格，感谢主保守我，榮耀歸給天父！

	 我的見証	 	 	 	 	 	 	 	 	 	 杨欢姐妹	 

	 我叫杨欢，来自广西桂林。现在在瑞士学习酒店管理。半年前我来到日内
瓦实习，初初来到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阻碍，好像所有的问题都一齐压向我，

那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真的觉得“无能为力”，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感。就在

我到达日内瓦的第一个星期天，在这个安息的日子里，我无法办事，无法工作，所

以我就本着一种“无处可去”的心情，在李晶慧姐妹的带领下，生平第一次去到教

会。我一直坚信我这辈子都不会与神有任何的交集，可是就在那一天，就在这里我

被感动了。我被大家敬拜的歌声感动了，被圣经中的话语感动了，也被牧师为着我

这一个陌生人而到神面前呼求感动了，更被为我所预备的这一切的神而感动。	 

	 我开始翻读圣经，开始尝试祷告，也开始去	 Victoria家参加小家聚会。那个
时候，我已经能感到神是爱我到，他垂听我的祷告，用圣经中的话语安抚我，用小

家来温暖我，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内心的平和。可是当Victoria问我是否愿意大声
的承认耶稣的时候，我犹豫了。我内心仍然有怀疑，于是我带着怀疑和疑问来到神

的面前祷告，就在接下来的一整个星期中，神继续用他的爱怜悯我，他的大能帮助

我，来化解我心中的怀疑。2013年8月9日，星期五小家聚会时，我主动请师母为我

做了决志祷告。从这之后，我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平安和喜乐。这位大能的神，不仅
将我拉出了低潮，看顾我顺利的完成了实习，更让我的生命有了改变。	 

	 以前的我，认为父亲就是我的天、我的靠山，无论我遇到任何问题他都可

以帮我解决。可是后来慢慢长大，大到无法再躲在父母庇佑的屋檐下，我遇到了另

一位父亲，这位天上的父亲，这位全能的神！我知道这才是我最坚实的靠山，因为
在他无所不能。以前的我，认为自己是个能干、独立的女孩，只要我想就没有不能

的，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靠着自己到努力得来的。直到我认识了这位神，才知道自

己是那样的渺小、无力。然后我学会了交托、知足和感恩。以前的我，认为自己是

个善良、慷慨的女孩，我会跟兄弟姐妹和小伙伴们分享食物和玩具，我会和父亲一

起资助贫困的学生。直到认识了这位神，才知道自己的心是多么的刚硬，多么的自

私，我从不曾为他人的烦恼而忧愁，他人的缺失而担心，他人的悲伤而恸哭；也不

曾为他人而放弃自己所爱的。然后我学会了从给予和牺牲中获得更多。以前的我，

认为自己是个会爱的女孩，我毫无保留的去爱我的父母、兄弟，我的家人，我的朋

友。直到我认识了这位神，才知道我心中的爱是那样的稀薄，仇恨却那样的多。我

习惯用冷漠的态度自我保护，用犀利的语言攻击我的仇敌…然后我学会了原谅和释
怀；学会了用爱包容一切，包括我自己。	 

	 感谢神！依靠着神的力量，我反省自己，我洗刷自己，我愿摒弃原来的

我，建造新的我。感谢神！神恩赐给我的恩典无数，这恩典不是神迹或异象，而是

最不起眼但却最美好的生命的改变。感谢神！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