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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讲道／翻譯 领會  领祈祷 招待／茶点 幼兒 
主日学

兒童 
主日学 少年團契

7月6日 葛道宁牧师 李棋 朱霞云 鄭水燕/陳志祥 赵金坏
黄月娥
夏維佳

主日   
崇拜

7月13日 葛道宁牧师 林娜 黄月娥 項禎怡/郭晋 刘风丽
黄月娥
王新卓

柯文全

7月20日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陈小燕 武亚茹/陈毅 何小芳
朱霞丽
王新卓

陈小燕

7月27日 鮑大衛長老/陈小燕 鄭水燕 麦宝桢 麦宝桢/倪珊苗 朱霞云
朱霞丽
夏維佳

主日   
崇拜

8月3日 葛道宁牧师 陈小燕 刘胜昆 張鴻坤/刘君 苏雅丽 王新卓 黄月娥

2014年主題：感恩十年，建造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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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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請為短宣⾏行程可以有好的規劃,期待激勵家鄉的弟兄姐妹並且          
⿎鼓勵隊員有更⼤大的異象,並希望可以建⽴立更多新的夥伴關係投
⼊入參與在這裏宣教的⼤大軍。	


	
 2.	
 感謝兩邊領袖的了解與⽀支持, 短宣隊結束後我會開始休假2- 3          
個⽉月,提早離開⼯工作⽲禾場, 好好的去修復我這三年來特別是過
去的兩年對我造成的壓⼒力。3⽉月危機之後是最後的 ⼀一根稻草,
將⾧長期的疲累引發出來,請為我的休假時間 的安排有智慧也可
以重新得⼒力。 	


	
 3.	
 開始與⼼心理諮商第⼀一次談話, 這過程對我很有幫助使我知 道          
接下來可能會⾯面對的屬靈 與內在信念與價值的衝擊, 請為我
們每⼀一次的skype時間 有祂的同在與智慧,並讓我 勇敢去⾯面對
我內在的思想與 感受特別是對天⽗父的認識。 	


親愛的夥伴們：!!
       這兩個⽉月都好嗎？現在這裡的天氣忽冷忽熱，上星
期我附近的⼀一個城市居然下雪了，⽽而這星期我要出差的
城市則是被漫天的沙塵蓋到看不⾒見天⾊色，因此⼀一⾛走出⾨門
就是灰頭⼟土臉，感覺臉上的沙⼦子似乎怎麼也拍不不完，
頭髮就更不⽤用說了。加上春天特有的漫天的柳絮總之出
去就是髒與癢。在經歷3⽉月的恐怖攻擊之後也越來越多
的後遺症產⽣生，我也在經歷過去服事⼗十多年所未有的狀
況。詳情請看家書也需要你的紀念。!
! ! ! ! ! ! ! ⼩小如!
請代禱記念：

2014年度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合計

常費奉獻 10'330.65 10'534.30 9'571.33 9'148.14 10'343.39 49'927.81

神學⽣生奉獻 450.00 480.00 560.00 323.93 500.00 2'313.93

營會收費 0.00 0.00 0.00 0.00 5'920.00 5'920.00

特別奉獻 1'565.82 103.05 66.90 228.00 0.00 1'963.77

收⼊入合計 12'346.47 11'117.35 10'198.23 9'700.07 16'763.39 60'125.51

⽀支出合計 9'266.53 12'903.90 10'288.11 6'925.93 10'735.83 50'120.30

每⽉月宣教焦点奉獻 2'218.00 2'130.00 2'008.60 2'512.38 2'495.13 11'3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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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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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员大会	 7月6日崇拜后17:30,	 举行教会会员大会,	 请教会会员务必出席,	 欢迎尚未成为会员的弟兄	 	 	 	 	 	 	 	 	 	 	 

姐妹列席。会后会有百家菜，彼此分享相交。	 !
女性之夜	 	 8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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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电车,	 "Graveson"站	 ,大门密码:	 1291C	 !
暑期安排	 悦语小家、姐妹小家及弟兄早餐会将会暂停至九月。	 	 	 	 	 	 	 	 	 	 	 	 !
财务报告 !!!

主日崇拜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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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贴心事     茉莉／ 林林娜  !
 玫瑰花,	  化妆品,	  烛光晚餐,	  鞋子,	  手提包,	  钻石戒指,	  婚礼,	  
哭,	  巧克力	  ……	  ‘女性的贴心事’	  ……	  女人们喜欢但男人们不一定

能理解的事!	  从2009年秋天开始我们一月一次的女性聚会的名

称来源于欧美女歌手Jesse	  Lee一首单曲。 !
 目的是希望聚集
教会中的女士们有个轻
松的聚会，聊些女人们
感兴趣的话题(一起吃巧

克力)，我们也会分享个
人对些圣经经文的感受，
想法及问题。	  我们先会
从一起吃饭开始；大多
数时间是大家一起分享
‘百家菜’	  ，同时我们会
很自由的聊些轻松的话
题（用普通话，广东话，
法语和英语），女人们
聚在一起聊天的主题通常会很多，经常会很长也比较大声，所
以晚餐后会要花一些不少的时间来邀请各位找个位子坐下，进
入到聚会的下个环节。 !!

 有时我们会一
起看部短片然后再根
据短片进行讨论；还
有时会有听简短的分
享见证之后一起讨论，
我们也会庆祝些特殊
的中国节日，一起烹
饪特色菜肴。 !

 讨论的时间自始至终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有谈自己
感受看法的机会，不一定必须要给出’正确’或‘属灵’的答
案。聚会也经常会包括些不相信或初信者。这是一个让
任何人能抒发自己真实想法，谈感受的平台，不用说任
何‘大道理’。对于个人所表达的看法不会被任意评论，
我们可以很自由的说些心里话，分享自己所面临的难处
及经历等，相信我们所拥有的是愿意聆听和友善的耳朵，
也会一起为彼此祷告。 !
 虽然平时由于工作或照顾丈夫孩子很难有很多空
余时间来参加聚会，但觉得一个月一次和大家聚在一起
聊聊是值得的，享受到团契生活相互支持及鼓励。很欢

迎大家加入我们-仅仅一个小要求就是你是‘女生’。那不

久见咯…..	  !
下次女性贴心事聚会的时间为8月25日周一晚7点， 

地址：	  8,	  Avenue	  Adrien-‐Jeandin,	  1226	  Thôn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