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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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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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日 葛道宁牧师 李棋 刘胜昆 武亞茹/曹炳棋 苏雅丽 黄月娥 柯文全

11月9日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葛道宁 麦宝桢/黃劍輝 傅新紅 朱霞丽 圣歺主日

11月16日 羅錦參牧师 葛道宁 麦宝桢
武亞茹/曹炳棋 

/少年團契
刘风丽 王新卓

十周年 

感恩崇拜

11月23日 樊少鴻弟兄 李棋 朱霞云 刘君/張鴻坤 何小芳 岳虹 陳小燕

11月30日 葛道宁牧师 林娜 黄月娥 鄭水燕/陳志祥 朱霞云 夏維佳 黄月娥

12月7日 葛道宁牧师 柯文全 刘胜昆 盧天禮/吳建朝 赵金环 项祯怡 刘旭東

2014年主題：感恩十年，建造神家

周一 15:30-17:00 
周四 13:3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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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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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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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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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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學Soirée 少年團契將於11⽉月22⽇日下午16:00-19:00於Thomas家燒烤，地址：chemin des                   

Graviers 7, Versoix, 乘⽕火⾞車於Pont Ceard站下⾞車，⾛走向Plage de Verosix. 欢迎所有
中學⽣生参加。联络⼈人：Thomas，电话: 076 783 1955。 !

弟兄早餐会 11⽉月2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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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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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日崇拜工作表

 http://www.cbcg.ch                          2014年11⽉月

亲爱的兄弟姐妹:主内平安!!!
.......刚刚过去的七、⼋八⽉月份是法国的渡假旺季,不少⼈人外出,也有许多⼈人来法
国旅游,特别是来巴 黎。今年不少学⽣生家⻓长假期期间来法国看望他们的孩⼦子,
也让孩⼦子们陪他们看看法国。我们接待了 ⼏几位家⻓长,并有机会向他们传讲福
⾳音。他们年龄不是太⼤大,思想也⽐比较开放,愿意了解⼀一下孩⼦子们 的信仰。但
是,因为⼀一直受唯物主义的教育,“⽆无神论”思维先⼊入为主,暂时转不过弯来。虽
然他 们⺫⽬目前还不认识神,没有接受基督信仰,但是我们仍然相处得很好,成为
朋友。相信福⾳音的种⼦子已 经撒在了他们的⼼心⾥里,圣灵会继续动⼯工,使他们的⼼心
变成适合种⼦子⽣生⻓长的⼀一⽚片沃⼟土。我们常常为他 们祷告,愿神的恩典早⽇日临到
他们,临到那些⼼心⾥里有需要的⼈人。 !

假期即将结束,团契的部分兄弟姐妹⼜又到我们家聚集,并欢送⼀一位即将回国的
弟兄。⼤大家彼此 勉励,彼此祝福,特别盼望回去后为主做美好⻅见证。⽆无论国内
国外,神的爱会把我们连在⼀一起。 !

开学之前,⼜又有⼀一批新的留学⽣生来到巴黎。尼希⽶米团契在教会的⽀支持下,决定
仲秋节前后在巴 黎和法国北部的⾥里尔分别举办两场⼩小型的仲秋迎新布道
会。我们参加了 9 ⽉月 6 ⽇日晚上在巴黎的聚 会。尼希⽶米团契的同⼯工和兄弟姐
妹们精⼼心组织了这次晚会的节⺫⽬目,并邀请了⼗十来位刚到巴黎的新留 学⽣生,中间
在胜也做了题为“真爱何处有?”的短讲,让新来的朋友们听到耶稣的名字。 !

请与我们⼀一起祷告: !

1.秀荣的视⼒力⼀一直有些问题,近期发展很快, 看什么都很模糊。医院约会时间
是 11 ⽉月 20 ⽇日,求神保守这段等待的时间,也让医⽣生给予正确的医治;!

2.!前段我们外出期间,巴黎下了⼀一场⼤大冰雹, 我们家的房⼦子也遭到⼀一些损坏。
⺫⽬目前⼀一⽅方⾯面 修理,⼀一⽅方⾯面与保险公司联络,求神保守这 些杂事顺利结束。  
谢谢你!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

! ! ! ! 学园传道会 刘在胜、张秀荣 ⼆二零⼀一四年 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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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預備的 好──記一次燒烤活動	 	 鮑大衛／鮑苿莉

兩星期前： 
甲：我們可否下週末到你家舉行一個燒烤聚會呢？ 
乙：你們預計邀請多少人參加？ 
甲：大概十二至十五人吧！你也知道，會有一些來自我們查經

班的──那些星期天在教會替他們一直翻譯的人。我們希

望他們也可以邀請一些自己的朋友。我們將有一個到訪的
講員，這正是一個機會，讓我們告訴人們有關下月舉辦的
五旬節營會 

乙：這樣應該沒有問題。你們可以使用我家的花園，如果下雨，
我們總能在室內吃。該應有足夠的空間！ 

甲：不會下雨的！ !
一個星期後：	   
乙：多少人表示他們會來燒烤？” 
甲：我想大約20人吧！ 
乙：那是相當多的。假若下雨，我不知道有沒有足夠的室內空

間給這麼多人。 
甲：不會有雨的！” !
週一：	   
甲：再多四個人會來。可以嗎？“ 
乙：星期六的天氣預報並不好啊......。” 
甲：不會有雨！ !
週二：	   
甲：另外六人也表示會來。 
乙：現在好了，你將不得不留在外面。那裡真的沒有室內空

間。 
甲：那很好。那天不會下雨的。	 !
週三：	   
甲：再多五人會來。 
乙：我真的覺得你需要做一個雨天方案。 
甲：當然不用。天氣會好起來的。	 !
週四：	   
甲：我再邀請了兩、三人。	  	  

週五	   
甲：我估計，現在大約合共有40人了。 
乙：救命呀！ !
週六上午10：00：	   
乙：食物已準備好了，若下雨，我們怎麼辦？	  	  
甲：沒有問題的。他們不會在中午前來到。 !
週六上午11:45：	   
乙：15分鐘後，他們便會在這裡，現在剛停雨了。快搬椅子出來，

準備燒烤爐！ !
週六中午12:00	   
甲：你看他們都在這裡了，並沒有下雨啊！ 
乙：感謝天父！	  你認為燒烤會持續多久？“ 
甲：大約二個半小時吧！ 
乙：嗯，我希望他們要離開之前，不會再下雨。 !
週六下午13:30	   
乙：哇！必定有 少50人在這裡！” 
甲：每個人都非常喜歡這些食物。看看他們對講者談及的多有興

趣。	  他們中的一些人是首次與教會的人接觸。“ !
週六下午2:30	   
乙：天色看起來很暗，似乎重新開始下雨了。 
甲：沒關係，聚會已結束，每個人都離開了。有很多人報名參加了

營會，亦有幾個想進一步接觸我們的。	 
乙：好，我們還有時間把椅子搬回室內去。 
甲：我告訴過你，不會下雨的！ !
這是在我們教會歷史中的一個真實故事、在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