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 告 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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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学

1月4日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朱霞云 王根妹/胡林方 苏雅丽 夏維佳 柯文全

1月11日 洪祥平牧师 林娜 麦宝桢 劉君/張鴻坤 赵金环 项祯怡 圣歺主日

1月18日 葛道宁牧师 葛道宁 刘勝昆 苏雅丽/盧天禮 傅新红 朱霞丽 刘旭東

1月25日 葛道宁牧师 刘勝昆 黄月娥 武亞茹/曹炳棋 何小芳 岳虹 柯文全

2月1日 葛道宁牧师 黄月娥 刘勝昆 何小芳/黃劍輝 刘凤丽 王新卓 林志芯

2015年主題：作主的門徒，委身於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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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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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儿童及少年主日学
     

祷 告 会	 每周日的14:30 -15:15, 为教会及崇拜祷告。1月1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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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福到访	 欧洲餐福总干事洪祥平牧师将于1月10－15日到访，并在我们中间证      
道。


弟兄早餐会	 1⽉月24⽇日日(六)早上8:30-10:00,在葛牧师家。 地址 : rue Carqueron 8, Les   

Avanchets, (位于Balexert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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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之夜	 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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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電車, "Graveson"站 ,大门密码: 1602C


 

会員大会	 2月1日崇拜後17:30举行教會會員大會，請教会會員務必出席，歡迎      

尚未成為会員的弟兄姊妹列席。会員大会后將有教会大家庭的感恩
愛筳， 请弟兄姊妹参加。


洗禮	 下一次洗禮是3月22日，有心受洗的弟兄姊妹請向葛牧師報名。
              

主日崇拜工作表

 http://www.cbcg.ch                          2015年1⽉月

	 在神國裡吃飯的有福了（路加福⾳音 14:15）

「吃」 是中國⼈人的⽂文化,也是⼀一種藝術,更是⼈人⼀一⽣生中極為重 要
的部份,不論您在那裡,您每天都需要些⻝⾷食物吃,且不管您會不會
吃,您總是有機會或者是經常地⾛走進餐廳，享受⼀一餐美味的⻝⾷食
物。中國⼈人很早就到海外謀⽣生去, 不論到那裡好,就⼀一直依戀著
⾃自⼰己⼝口味的⻝⾷食物,因此都會⾃自⼰己下廚弄幾味來吃。加上到海外謀
⽣生,語⾔言不通,⼜又沒有⼀一技之⻑⾧長,因此就以⾃自⼰己的家鄉⼩小⻝⾷食作為在
海外謀⽣生之道,久⽽而久之,餐飲業就跟隨著成⻑⾧長起來。隨著經濟的
起飛,出外⽤用膳的機會多了,也形成在這⼀一⾏行業的⼈人數就越來越多
了。然⽽而從事這⼀一⾏行的是很⾟辛苦, ⼯工作時間⻑⾧長,且也苦悶,加上作
息時間與⼀一般⼈人不⼀一樣,⽣生活與社會脫節,形成了⼀一群為社會服務
⽽而被社會所忽略的⼈人。但是這⼀一群⼈人也是我們的⽣生活當中不可
或缺的,他們的服務是我們所需要的,反之,他們的需要卻是我們
沒法給他們的...同時也是被社會和教會所遺失的⼀一群...。當您稍
為去留意這⼀一群⼈人的時候,您會發覺到他們的⽣生活當中存在了許
多的問題,也會了解到他們所需要的是什麼?您是否有思想過?當
您進⼊入⼀一間餐廳⽤用膳時, 您就可以開始去關⼼心他們和向他們傳福
了!⽅方法很簡單, 只要您記得是為主耶穌基督的原故⽽而去吃這⼀一
餐飯時，您就有能⼒力去傳福⾳音了。

	 

	 歐洲餐福的異象是向從事餐飲業的⼈人仕傳講主耶穌基督
的福⾳音,並把他們帶進教會,並⿎鼓勵以同⾏行向同⾏行傳道。“願有中
國餐館的地⽅方,就要有主耶穌基督的福⾳音。” 很⾼高興歐洲餐福的
總幹事洪祥平牧師本⽉月再次來到我們當中分享和⿎鼓勵你我⼀一起
投⼊入這個使⼈人得飽⾜足的福⾳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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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證分享    盧天禮弟兄 

⼈人⽣生中要經歷的不外乎⼀一些..起起..跌跌..經歷過後...回頭看到的⼜又是什麼
呢？	  

我是在⾼高中時候決志信主的。⼀一九九七年在加拿⼤大多倫多⼀一間教會受洗⼆二
千年離開加拿⼤大去了⾹香港⼯工作。為了滿⾜足⾃自⼰己在事業上的發展，我把家⼈人
和教會⽣生活都擺放到第⼆二及第三位，當時我的兩個孩⼦子就只有七歲和三歳。
在頭四年間，我每天都過著⾃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教會就只去過兩⾄至三次，
連家⼈人也只回去看過⼗十天。事業⽅方⾯面就如我所願的步步⾼高升，後來公司還
差派了我去瑞⼠士⽇日內⽡瓦的總公司繼續發展，但家庭和教會⽣生活就⼀一落千丈，
聖靈也在那時候開始慢慢地離我⽽而去。	  

感謝神，祂不但沒有放棄我，還把我的家⼈人帶到⽇日內⽡瓦和我團聚。他們到
了之後，就⽴立刻找到教會繼續他們的教會⽣生活，	  每個星期他們都會去參加
崇拜，⽽而我就和以前⼀一樣，沒有事做和找不到借⼝口就跟他們去⼀一兩次，有
時候還會阻⽌止他們去教會。	  

直到有⼀一晩，我做了⼀一個夢，在夢裏⾯面我再看⾒見了我的家⼈人和以前⼀一班在
教會⼀一起⽣生活的弟兄姐妹，他們⼿手拉著⼿手⼀一起唱詩，⼗十分喜樂和平安，無
論什麼事都會⽤用禱告的⽅方式和照著聖經所說的去做。當我正在思考他們為
什麼會變成這樣的時候，就有⼀一個⼈人給了我⼀一本書，書是鎖上的和書⾯面上
有聖經兩個字。他跟我說這本書裏⾯面會有我想要的東⻄西，只要我照著他所
說的⽅方法去做就能將它打開，我就照著他所說的打開了它但卻發現裏⾯面全
都是⽩白紙。我就去追問他為什麼，他就跟我說是有能⼒力的⼈人才能看⾒見的，
如果我願意的話他也可以給我這能⼒力，但我要答應他不能跟別⼈人說出這事
因為他們都沒有我這褔份。我就歡歡喜喜地跟他說了⼀一句"我願意"，說完
之後就真的能看⾒見書的內容。	  

之後，我就開始利⽤用這書去找我想要的東⻄西，⼀一步⼀一步照著書所說的去找
⼗十分順利，直⾄至看到書的最後⼀一⾴頁說	  "卻你能遇⾒見⼀一個坐在⼀一棵樹下的⼈人	  
就跟他說出你想要的	  他什麼東⻄西都能給予你"，果然我真的遇⾒見了這個⼈人，	  
就興奮地⾛走到他背後拍了他⼀一下，他不但沒有回答我還坐背著我不停地笑，
我就問他笑什麼，他就笑著⽤用⼀一個⼗十分恐怖和滿⾜足的樣⼦子回望我，這樣我
就從夢醒過來因為他的樣⼦子真的很可怕，因為他就是魔⻤⿁鬼。	  

當時我太太就睡在我旁邊，我就叫醒她因為我真的很害怕，她醒了之後我
就將夢中所⾒見到的⼀一切說給她聽，希望她能給我⼀一些安慰，想不到她聽完
了之後連⼀一句安慰的說話都沒有說，就只說了⼀一句"感謝神"然後就低頭禱
告。原來她向神禱告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她希望有⼀一天我能夠反醒過來，
重拾對神冷淡消逝的愛	  ，重申帶領我們的家在屬靈⽣生活上的每⼀一天。之後
我就⾃自我反醒，發覺⾃自⼰己與神的關係真的越⾛走越遠	  ，聖經上的知識就如同"
⼀一本空⽩白的聖經"⼀一樣，做事永遠都只是靠⾃自⼰己不靠神	  ，雖然⼯工作上開始有
點成就，但在⼼心靈上總是找不到平安和喜樂。

感謝神在這件事上令我體會到禱告的⼒力量，也令我再經歷到神對我的愛，衪
不但沒有放棄我，還賜給我⼀一個屬靈上的好伴侶和選擇了⼀一個溫柔的⽅方式去
提醒我，⽽而不是⽤用⼀一個令我受不了的⽅方式去懲罰我。我真的很內疚，所以⽤用
禱告求神原諒。	  

之後，我就重申收拾與神的關係	  我們⼀一家每個星期都會⼀一起去崇拜和參與
教會⼀一些簡單的事奉。後來神⼜又加給我們⼀一個新的事奉機會，就是開放我們
的家給說廣東話的弟兄姐妹們有⼀一個聚會的地⽅方。每個星期都會有聚會，⼤大
家⼀一起唱詩歌，查經和禱告，感覺很溫馨就像⼀一家⼈人⼀一樣。再過了⼀一段時間，
神⼜又再賜給我們⼒力量和信⼼心將祂的福⾳音傳開，讓我的爸爸媽媽也能蒙受到神
的救恩，也讓我們在事奉過程中有得著，有喜樂和平安。雖然每個星期我們
可能都要花⼀一些時間在事奉⼯工作上，但這都是值得的，因為在事奉過程中我
們所得到的真的很多，⽽而時間⽅方⾯面神每次都會為我們安排得妥妥當當，令我
們平⽇日所需要的時間⼀一點都沒有缺少，真是⼗十分奇妙。	  

我們⼀一家在⽇日內⽡瓦⽣生活了五年多就去了新加坡，雖然那邊的教會⽣生活⽐比較平
淡，但我們⼀一直都沒有離開神和忘記祂在⽇日內⽡瓦給我們的教導。今年年初	  
因為⼥女兒要開始準備⼊入⼤大學⽽而⼤大兒⼦子也差不多要畢業了，所以我的太太和⼥女
兒也返回加拿⼤大⽣生活，⽽而我就留在新加坡繼續⼯工作。	  

當她們離開了新加坡⼀一個⽉月左右，我突然收到了公司的通知，可能會再有機
會去瑞⼠士⼯工作兩年。我想這可能是神的意思，就禱告求神⽤用Apollo牧師和
Victoria師⺟母的⼝口告知我。過了三個多⽉月公司⼀一點消息都沒有，然⽽而我收到了
⼀一封師⺟母發給我的電郵	  內容是敎會需要有⼈人幫忙帶領廣東話⼩小家，希望我
真的可以在七⼋八⽉月左右回去，他們也會在那邊為這件事情禱告。	  

到了七⽉月份我收到了公司的通知是要我先去⽇日內⽡瓦上⼀一個三個星期的課程和
找地⽅方住	  ，⼋八⽉月就可以正式開⼯工，公司還安排了⼀一間home	  search公司幫我
去找地⽅方住，我只需要將我的要求發給他們和定下⼀一個⽇日⼦子去看房⼦子就可以
了。到了看房⼦子的前兩天，我突然⼜又收到了師⺟母的微信,	  內容是希望我我能
找⼀一間⼤大⼀一點的屋⼦子，地點要近⽕火⾞車站	  ，和可以開放給弟兄姐妹們聚會⽤用
的，她的要求真是很直接也和我之前發給home	  search	  公司的要求有很⼤大的
差別。但我知道這可能也是神的意思，就⽴立刻將師⺟母所要求的發給了home	  
search	  公司，然後就和師⺟母⽤用微信⼀一起禱告，求神⾃自⼰己去找⼀一個合適的地⽅方
吧。果然神真的找了⼀一間合符我的需要也符合師⺟母要求的房⼦子給我們。感謝
神在這事情上，令我體會到祂完美無瑕的安排和預備	  ，我的信⼼心也因此更
加踏實。	  

⼋八⽉月初我已經開始在⽇日內⽡瓦繼續我的教會⽣生活和⼯工作，神也給予我很多的事
奉機會，⼯工作上也很順利。現在當我回頭再看，	  我已經不再看⾒見有⾃自我榮
耀，悲傷和遺憾。⽽而因為有神，我所看⾒見的全都是祂的恩典，有喜樂有平安。

感謝神，願所有的榮耀都歸給於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