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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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讲道 领會  领祈祷 招待／茶点 幼兒 
主日学

兒童 
主日学 少年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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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晚会

9月14日 陈小燕姊妹 葛道宁 宋荷芳 何小芳/曹炳棋 何小芳 王新卓 黄月娥

9月21日 刘胜昆長老 林娜 黄月娥 麦宝桢/黃劍輝 傅新紅 项祯怡 陈小燕

9月28日 葛道宁牧师 陈小燕 刘胜昆 倪珊苗/盧天禮 赵金坏 夏維佳 刘旭东

10月5日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朱霞云 胡林芳/王根妹 朱霞云 朱霞丽
主日崇拜

洗礼

2014年主題：感恩十年，建造神家

周一 15:30-17:00 
周四 09:30-11:00 
周五 19:00-22:00 
周五 19:00-22:00
周日 11:45-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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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話小家 曹炳棋/盧天禮

076 493 3753 / 078 744 5659 
076 421 9973 / 078 750 9799 
076 525 8498 / 022 796 0207 
076 624 3109 / 076 797 3980 
078 949 5852 / 022 940 2953

小
家
聚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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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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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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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弟兄早餐会 9⽉月20⽇日(星期六)早上8:30-10:00，在葛牧师家。 地址 : rue Carqueron 8, Les                       

Avanchets, (位于Balexert后⾯面) 乘14及18路电车, “Balexert”站。欢迎所有男性朋
友参加。联絡⼈人：王来⽣生，电话: 079 8273768。 !

主⽇日学⽼老师家长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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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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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性之夜/姐妹⼩小家  九⽉月将会暂停，⼗十⽉月再次聚會。        !
重陽登⾼高 10⽉月4⽇日 (星期六) 將有登⼭山活动,早上10:00 在聯合國正⾨門三腳椅⼦子下集合出發，                          

往La Dole。请邀請親朋参加, 须先⽤用电邮报名(jinguo23@gmail.com) ,报名截⽌止
时间：2014年9⽉月28⽇日。报名必须说明报名⼈人数，姓名，是否可以提供车位，如
果可以提供，除司机外能带⼏几⼈人。如果天⽓气不好，則要取消。 !

洗禮 洗禮將於10⽉月5⽇日進⾏行,請⼤大家禱告記念。                                  

主日崇拜工作表

親愛的宣教夥伴們,	 !
	 	 	 	 	 時不時我喜歡唱唱一些傳統的讚美詩,這些詩歌通常旋律優美,歌詞雋永。
其中我最喜歡	 的一首就是由	 William	 Bradbury	 創作的禱告良辰。開始的一句
唱到:“禱告良辰,何等歡欣,使	 我離開,俗物紛紜,施恩座前,與主親近,將我心事
向主述陳......”每個星期三的下午,COCM	 在宣教中心都會有禱告會,所有的同
工和義工都會在那個下午	 放下手邊的工作,聚集在一起,為事工禱告,也為宣教
士禱告。通常,我們以讚美和禱告開始,	 之後由我們其中的一位同工分享一小段
信息。我尤其享受過去兩個星期的禱告會,全部由一些	 傳統詩歌和七八十年代
的經典詩歌所串聯,這些熟悉的旋律和歌詞深深觸動我的心。我們一起	 禱告神
能幫助我們活出祂的話語,也為我們敞開福音的大門。同時,我們也將家人、朋
友、同	 工和我們個人的需要都帶到神的面前。當我們一同尋求祂面的時候,神
的靈就在我們心裡動工,	 讓我們可以成為被祂使用的僕人。禱告是我們事工中
最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沒有禱告,我們	 就沒有能力。	 !
	 	 	 	 	 	 八月一開始,我們就迎來了一年一度的“齊來頌讚祂”(PHAT)營會,營會之
前有領袖訓練	 營。這次,一共有	 88	 位年輕的領袖參與到服事當中,一同來服事	 
135	 位前來參加營會的青少	 年人。就跟其他任何事工一樣,當我們傳講神的話
語,分享神的愛的時候,其實就是一場屬靈	 的爭戰,我們的仇敵運用各樣的詭計
企圖來阻擋我們,從營會一開始,我們就遇到了一些意想	 不到的挑戰。但是藉著
切切的禱告和祈求,神最終救我們脫離了惡者,就像祂兩千年前為彼得	 打開監獄
大門那樣,今天祂也為我們打開服事的大門。感謝主,因為惟有祂是大有能力的!	 

	 	 	 	 	 	 同樣的,禱告也是	 COCM	 佈道隊事工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八月,佈道隊
前往三個城市舉	 辦佈道會,主要針對那些前來讀語言課程的學生們。這次,我們
特別成立了一個專門為佈道隊	 禱告的小組,在後方藉著禱告支援前線的事工。
在佈道會舉行當天,禱告小組的成員在	 COCM	 聚集,一同為當天的活動安排以
及每位隊員逐一提名禱告。在有一次的佈道會中,神奇妙地帶	 來了很多的學生,
後來發現原來是因為學生當天考試的場地正好就在佈道會場地的隔壁,所以	 他
們考完試就全都過來了。我們相信,這就是禱告的力量。	 

	 	 	 	 	 	 當新學期即將開始的時候,我們也將進入一段繁忙的時段,正是在忙碌中,我
們就需要格	 外警醒,並藉著禱告托住我們的服事。曾有人說過:當我們只顧工作
的時候,我們獨自工作;	 當我們禱告的時候,神就工作。請你繼續藉著禱告來支
持我們在前方的服事。	 

	 	 	 	 	 在主裡與你們同工的,	 	 	 	 	 	 	 
呂子峰牧師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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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bcg.ch                          2014年9⽉月



從「教會發展規劃」問卷調查看教會現況(⼀一)

       今年是⽇日內⽡瓦華⼈人聖經教會成⽴立⼗十週年的⼤大⽇日⼦子，⾧長執們希望了解現
時教會的情況及對未來發展需要作出諮詢，以便訂定未來教會規劃及考慮
教會中⼼心的設⽴立，因此進⾏行了⼀一項「教會發展規劃」問卷調查。結果有四
⼗十五⼈人參與並在網上完成了問卷，令我們可以從參與者的回應中看⾒見教會
現時的概況：!!
1.參與者的男⼥女⽐比例約為2:1,年齡主要介乎20⾄至40歲,以初信主弟兄姐妹居多。

3.參與者對⾃自⼰己靈命滿意程度⼀一般，但對教會⽣生活和⼀一般⽣生活多表滿意，亦肯
定教會⽣生活對他們的靈命有⼀一定的影響。

對⾃自⼰己靈命滿意程度 對教會⽣生活滿意程度 對⼀一般⽣生活滿意程度 教會⽣生活對靈命影響程度

4.參與者⼤大多數有固定讀經靈修和安靜禱告的時間，但卻沒有禁⾷食
禱告的習慣。

2.參與者⼤大多數只參加⽇日內⽡瓦華⼈人聖經教會不超過5年，並以⼀一年居多。他們⼤大
多同時出席主⽇日崇拜和⼩小家聚會。

讀經靈修的次數

個⼈人安靜禱告的次數 個⼈人禁⾷食祈禱的習慣

5.參與者⼤大多參與事奉並對情況表⽰示滿意，多數亦有作⼗十⼀一奉獻和
宣教奉獻，但甚少及從不固定作個⼈人佈道。

在教會的主要事奉崗位

在教會有⼗十⼀一奉獻

在教會的主要事奉崗位

在教會有宣教奉獻 有固定作個⼈人佈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