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同工与弟兄姐妹：
!
……回想今年过去的八个月，是沙鸥在事奉二十多年中最忙碌的日子，期间分
别在中国与欧洲教导八个神学密集课程,并投身在不同艰苦与富有挑战地区，进
行在全人关怀宣教服事，又应邀在各地讲道,带领营会,足迹走遍大江南北,经过旷
野和干旱之地。本来应该是疲乏与困苦的,但借着大家的代祷,却得着从上而来的
能力,不但顺利与平安地完成所有的事奉,身体却愈来愈健壮,心情也愈来愈喜乐,
愈事奉愈年青，愈事奉愈得力，因为每天都在享受在假期之中，在假期中教学、
在假期中宣教，在假期中讲道,在假期中事奉,可以每天翱游飞翔,不断拓展事奉的
领域,体验到神的同在,经验到事奉所带来无限的喜乐与恩典,深深地体会到使保罗
在监狱中对我们的劝勉:「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腓四4)
!
在这个月，神的灵火首先点燃到法国，沙鸥应邀主领一个营会，神的灵感动多
人悔改信主,夫妇关系爱火重燃,弟兄姐妹灵性得着更新,大家都享受在彼此相爱
的生活中。由于该营地就在一个风景漂亮的海滩旁边,沙鸥不但爱飞翔,也爱游
泳,禁不住投身怒海，和弟兄姐妹一起在冰冷的海水中畅泳。噢！这是到了英国
七年以来，首次在欧洲的海滩游泳，感觉到这是神在事奉中一个特别的赏赐。


接着，神的灵火蔓延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在这个三十八度高温的火热城市中，
沙鸥在教导宣教神学的课程时，在神话语的亮光、唱诗与祷告下，不少同学们
都感动流泪，神的灵点燃了同学们的生命与宣教的心志，沙鸥也在神的灵感动
下，创作了「为主烧尽」的诗歌。最感恩的是，贞德与诗意和诗路也飞来一起
会合，因着诗意刚刚完成在印尼一个月的短宣之旅，有机会向当地的青年团契
分享她献身做宣教士与短宣的经历，使弟兄姐得着激励。在离开马德里前，当
年牧者与主要的事奉同工，邀请沙鸥特别分享国内的全人关怀事工，带来十分
良分的反应，并且考虑明年参与施福文化交流之旅，尝试逐步投入宣教的事
奉。.......明天将前往法国参与大学生福音事工，于九月飞往印度参加敍利亚
语国际学术研讨会，然后在九月中返回香港主领聚会。你们的代祷，是我们一
家得力与为主燃烧的火种。

 

愿主的慈爱与你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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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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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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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2日 葛道宁牧师 林娜 麦宝桢 郭晋/项祯怡 何小芳 王新卓 柯文全

10月19日 葛道宁牧师 鄭水燕 宋荷芳 武亞茹/曹炳棋 刘风丽 岳虹 陈小燕

10月26日 彭满圆牧师 葛道宁 陈小燕 鄭水燕/陳志祥 赵金环 夏維佳 刘旭东

11月2日 葛道宁牧师 李棋 刘胜昆 王來生/馬秋華 苏雅丽 黄月娥 柯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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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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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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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财务报告  6⽉月份⼀一般奉献11647.15瑞郎;信⼼心奉献3773.86瑞郎。6⽉月份⼀一般⽀支出11289.08瑞郎。                  

7⽉月份⼀一般奉献7671.39瑞郎;信⼼心奉献2206.66瑞郎。7⽉月份⼀一般⽀支出7556.56瑞郎 !
彭满圆牧师到访 彭满圆牧师将于10⽉月24-28⽇日到访，参与⼩小家并分享以下不同信息：        
 24⽇日(五)晚上 恩慈⼩小家聚会  「宣教的⼈人⽣生」                                             
 25⽇日(六)中午 ⼴广东话⼩小家聚会 「如何建⽴立我们的信⼼心⾛走每天的道路」                                         
               晚上 ⼤大学城⼩小家聚会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26⽇日(⽇日)下午 教会崇拜证道  「感恩⼗十年的宣教」                                             
 27⽇日(⼀一)下午 喜乐⼩小家聚会  「如何建⽴立我们的信⼼心⾛走每天的道路」                                             !
姐妹⼩小家  10⽉月2⽇日起，隔星期四13:30开始聚会。                   !
弟兄早餐会 10⽉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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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人：王来⽣生，电话: 079 8273768。 !

⼥女性之夜 10⽉月27⽇日(星期⼀一)晚上19:00-21:00,在林娜姐妹家聚会。欢迎所有⼥女⼥女性朋友参                   
加。 联系电话: 022 7315608。地址 : La Voie-Creuse 6, Genève. (A 楼) !

⼗十周年感恩庆典 11⽉月15⽇日(六)15:30于EEBG法⽂文教会举⾏行感恩聚会，16(⽇日)15:30于Oratoire⽼老城       
英⽂文教会举⾏行感恩崇拜，由罗锦参牧师证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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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见证     夏维佳姐妹

在中国，我从小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思想等 ‘红色’理论。

神鬼之说对我来说都是封建迷信。只有没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会相信。	 !
第一次接触基督教是通过我的姥姥。她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受了洗。

姥姥家里贴着耶稣的画像，她也经常说“人都是有罪的，我们都要信靠耶

稣，祷告”等等。父母对我说姥姥只是在为空虚的晚年生活找个精神慰藉。

所以对上初中的我来说，基督信仰只是生活苦难人的精神慰藉，也许就如同

精神鸦片一样。不过我到不觉得这个信仰是坏的。不认识几个字的姥姥开始

在教会的扫盲班学习认字，为了能够读圣经。经常的去教会和姊妹聚会，也

让她看起来很高兴。用她的话来说，“我是很喜乐的，感谢上帝”。	 !
一直在父母身边读到大学毕业，最后因为有了一个机会，我决定离开

父母去日本留学。日本的生活很艰苦。繁重的学业和打工生活让我活得不轻

松。研究生入学后，我和研究室隔壁的同学开始熟识起来。因为我们总是在

晚上写报告郁闷的时候互相倾诉。后来她和我说她是一个基督徒。当时的

我，没什么反应，因为和我⽆无关。后来关系越来越好，有一次她说，札幌国

际教会组织学生烤肉，免费的让我去。我碍于面子就去了。在那里认识了很

多教会的人，大家都很亲切，我也被邀请参加周日下午的崇拜。后来也为了

一些自己的生活和学习试着向神祷告过，有一些也都实现了。这样我就开始

去教会参加崇拜。可是从小的教育是：爱拼才会赢，什么都要靠自己。这些

祷告的实现也就归功与我自己的努力和幸运而已。一转眼，快要毕业了。由

于日本的核事故，让我最终决定离开日本，和老公回到他的国家瑞士。我的

同学也随老公去了东京。离开日本前在她家住了四天。她给我放了四天的远

志明布道会视频。听起来才发现他的讲道，不⽆无道理。	 !
初来到日内瓦，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没有学业，也没

有工作。最初的一切让我决定找到华人教会去认识更多的朋友。来到教会

后，通过牧师和师母的介绍，也开始参加查经小组。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有

太多的疑问，为什么人向上帝祷告自己要的东西吗？如果祷告就能得到，世

界不都乱套了，我们也不用努力了吗？上帝我看不见，摸不到真的真实存在

吗？祷告了不实现的话，还能说明上帝存在吗？凭着这些疑问，我也很难从

心里接受这份信仰。后来经常参加查经，周日崇拜我才开始一点儿一点儿了

解这个信仰。在2012年冬天的远志明布道会上我决志信主。	 

随着对这个信仰的深入认识，我认识到我是一个靠自己，把自己

当神的人。我也是有太多的罪，比如嫉妒，论断别人等等。通过基督信

仰，我也明白了人是靠不住的。只有神才是人的依靠。带着嫉妒论断和

不原谅来看事情，心中只有苦毒。可是我们明知道这样还是⽆无法改变。	 !
	 之前我一直就在等待这个信仰改变我，改变我的DNA。在不断的

学习之后，我发现人也要有自己被改变的欲望。这样圣灵才能在你心里

动工。在之前，当我被别人伤害的时候，我抱怨的全都是别人的错。可

是现在我也会考虑原因和别人的立场等其他因素。生活和工作给我带来

的焦虑和不安，我也比以前更有控制力了。可是对于受洗的时间我一直

很犹豫。因为我觉得只有彻头彻尾的改变，才有资格受洗。所以我一直

在等待一个我完全更新的时刻来受洗。	 !
	 那么，我今天站在这里，受洗是不是就是说我已经完全改变了？

其实不是，我还是有很多罪。可是我为什么要在今天受洗呢。因为我明

白人就是罪人，上帝是爱我们的，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悔

改。而我现在有一颗迫切悔改的心。基督徒不是一个圣人，也不是完美

的人。和非基督徒来比，基督徒是认识到自己的罪并且想悔改的人。就

是因为我意识到这些，所以我决定现在受洗。	 !
	 感谢主，我知道我在异国他乡不是孤单的。因为我有爱我的家

人，教会的兄弟姐妹和慈爱的天父。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