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华服事的阿尔卑斯少女	 !
	 过去三年，从瑞士来到中国的阿尔卑斯少女竭力学习书面语	 

和地方方言。她为着我们愿意付出,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为要我们	 

华人得着益处。这位在华服事的姐妹,生于瑞士的一个基督教家	 

庭。在风景优美、生活安逸,只要向崇高雪山举目便可见上帝的荣	 

美之地,上帝郤亲自拣选了这位女孩,赐给她一颗爱华人的心,使她	 

立志要去中国服事,将主爱倾注给我们的同胞。	 看似柔弱的年青	 

姐妹,因主而愿意在困难中学习,在面对不知能够获准留华多久而未	 

有放弃,在远较瑞士差的生活环境中仍常存喜乐。她看到很多缺乏	 

信任和爱的生命,深信主耶稣必可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她愿意跟从	 

主的脚踪,去到我们同胞当中作见证。	 !
	 学习方言面对的困难实是不少，对我们来说已是不容易了，	 

可况中文已是她的第三语言呢。愿我们从这位姐妹身上学习以基	 

督的心为心,愿意付出,不单为她的服事作祷告与支持,更要要立志	 

在我们的同胞中,努力传扬主名!感谢天父让我们有这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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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学 少年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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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0日 葛道宁牧师 李棋 黄月娥 宋荷芳/黃劍輝 何小芳 黄月娥 柯文全

8月17日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陈小燕 吳建朝/呂琼 刘风丽 朱霞丽 陈小燕

8月24日 葛道宁牧师 林娜 朱霞云 王來生/馬秋華 赵金坏 項禎怡 主日   
崇拜

8月31日 葛道宁牧师 柯文全 麦宝桢 項禎怡/郭晋
朱霞云
傅新紅

黄月娥
岳虹 柯文全

9月7日 葛道宁牧师 李棋 曹炳棋 鄭水燕/陳志祥 苏雅丽
朱霞丽
岳虹

主日   
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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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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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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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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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秋節晚会	 9月7日崇拜后慶祝中秋節，共享⽉月餅,	 亦会有愛筵（百家菜），彼此分享相	 	 	 	 	 

交。歡迎邀請新朋友一同參加。	 !
主⽇日学⽼老师 9⽉月27⽇日我们很⾼高兴能邀请到经验丰富的Huguette Crisinel给我们⼀一天的⽼老师训        

家长训练 练，法⽂文讲课，中⽂文翻译。邀请⼤大家来参加⼀一天的⽼老师训练，我们⼀一同学习           

如何教导孩⼦子。 !
主日崇拜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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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人生        柯文全弟兄 !
 当我想到神如何改变了我的生命，我满怀感激和感恩。有
时候，一个想法会让我颤抖	  ——假使我没有在12岁时，当姐姐带
我到一个教会夏令营时认识祂，我的生命不知道会变成怎麽样了。!
当一个学生 
以前我是一个过度活跃的男孩，偷，赌，且经常因为我的叛逆和惹
事使我的父母和亲戚厌烦。福音告诉我我是怎样的一个罪人，我悔
改了，满有喜乐地接受基督作我的救主。之後，一位导师挑战我把
我的生命交给耶稣	  -‐	  他问我我的职业是什麽。我回答	  -‐	  我是个学
生。他说如果那是你的身份，你会为祂尽你的所能来做一个学生并
尊荣他吗？我说会，然後我们一起祷告。	  	  !
在此之前，我不能坐下超过十分钟来做任何事情，也没有动力在学
习中做的很好。跟我的导师谈过之後，我认真面对我的学习，透过
神的恩典我可以坐下来，有时几个小时，来学习和准备考试！我之
後得到的成绩不下於奇迹（我想我的妈妈差点晕倒）	  -‐	  从那一年起
在我的学习生活中，我的成绩让我基本上可以到任何我向往的学校
里选修任何课程。 !
通过这样的祝福，神装备了我到补习事工。我们的教会每周六免费
提供补习给附近社区的弱势青少年。补习之後有青少年团契。这是
一个很有果效的事工，让我感到很荣幸能参与约十年。很多我最亲
密的弟兄都是从那事工中诞生的，我也很怀念我们一起服侍，参加
团契，假日营，足球比赛和特别演出的日子。 !
当一个工作成年 
在我生命中的两个主要的热情是科技和体育。上帝有恩典地让我在
两方面体验到学习和在不同机构，项目和国家里从事工作。这是我
还是那个不认识主的叛逆小子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的。 !
在工程中，我有幸参与与美国军队和德国汽车制造商如宝马
(BMW)和奥迪(Audi)合作的特别项目。在体育中，我有机会与在体

育界的国际组织，如奥委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ee»»)和
国际足协(FIFA)，以及世界各地的政府合作。	  

因为这些多方面的工作经验（青年时，我也组织过教育课程和
组装电脑和网络并卖给小公司）和神丰富的祝福，我经常发现
自己与身边的朋友和弟兄姐妹分享关於职业和未来方向。虽然
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视自己为一个辅导员，但我发现随着时
间神已经使用他给了我的经验去祝福别人，尤其是年轻的基督
徒。 !
当事情不顺利时 
从我十二岁认识主以来，一切都非常地平顺	  -‐	  事情似乎总是可
以顺利地发生，一件接着一件，让我也认为这是从主来的祝
福。	   !
然而，正如你们有些也知道，我从瑞士到新加坡又回返的的过
渡期间中，事情并没有那麽顺利。跟我的家人，我们经历了失
去原来有的东西和安全感	  	  ——	  房子，工作，知道下一步会发
生什麽事的确定性；在这一切情况中，还加上两个年幼的孩子。!
这是我一生中最具挑战性的时刻，而且在某些方面，我感到除
了神以外我没有可靠的。通过那次经验，我发现我的安全感常
常是建立在我有的或是我曾经做过的，而不是单单在神。这犹
如神要帮助我看到这一切，在乱堆中发现祂才是真正重要的和
一切祝福的源头。 !
这的确是一段很挑战的时间，但也是在我生命中经历过与神有
最甜蜜交流的那一刻	  -‐	  虽然事情还是黯淡，神安慰我，让我知
道他是在掌管中，所以我们一家人等待着，安静的期待祂的计
划展开。	  	  !
随着时间，耶和华以勒满有恩典地救我们脱离那情况，很多时
候通过主内弟兄姐妹的爱心和行动，但有时候也奇迹般地通过
祂全能的手。能亲身地认识神更多并信心增长，这的确是一个
祝福。 !
很蒙福神在他的一切的威严和荣耀里，选择恩待和填满一个破
碎的器皿如我	  -‐	  谢谢祢我主耶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