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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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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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8日 蘇耀宇弟兄 林娜 朱霞雲 項禎怡/郭晋 苏雅丽 夏維佳 圣歺主日

2月15日 葛道宁牧师 刘胜昆 麥寶楨 馬秋華/王來生 朱霞云 项祯怡 柯文全

2月22日 葛道宁牧师 刘旭东 黃月娥 曹炳棋/池千紅 何小芳 黄月娥 新春崇拜

3月1日 葛道宁牧师 黃月娥 劉勝昆 張鴻坤/劉君 傅新红 岳虹 刘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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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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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8 629 70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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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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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崇拜 	 2月22日(年初三)下午3:30，将有新春崇拜。崇拜之后我们一起庆祝春节,一同     
包餃子。请邀请您的中国朋友们加入我们的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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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早餐会	 2⽉月21日(六)早上10:00-13:30,在葛牧师家春節聚餐。欢迎弟兄攜眷参加，請準  

備一個菜來分享。联络⼈人:王来⽣生,电话: 079 8273768。


女性之夜	 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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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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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布道会	 3月7日(星期六)14:30-16:30，我們邀得音乐家舒展，舒方，在教会举辦主题為  
「有一份愛為你在等待」的音乐布道会。请邀请您的中国朋友们一同参加。


主日崇拜工作表

 http://www.cbcg.ch                          201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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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

       圣经中有一双夫妇─亚居拉和百基拉（徒十
八：1-3），同为主作美好的见证，就连使徒保
罗也于他的书信多次题及他们的名字。虽然圣经
中没有很多篇幅详细描述他们的事迹，但在这样
的“不起眼”当中，还是显出了他们的不平凡，
让我们从中学习。 我们也能从亚居拉和百基拉夫
妇看到這對被差遣到中國宣教的模范夫妇。他們
同心同工，远远的跑到中国服侍。他们将所领受
到的教導毫无保留的与人分享，並 爱心款待，开
放家庭，使之成为聚会的地方，造就眾人。从他
们写给我们的代祷信中，我们看见神如何使用他
们，更令我们惊喜的是他们结婚十一年后﹣﹣去
年神迹地喜获愛女，这全是神的祝福。上月亦经
歴主的帮助，奇妙地失而复得可以继续留在中国
服侍，帮助神学生们学习圣经原文，培训新一代
熟悉圣经原典的传道人。 

       愿他們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帮助我们能见
证神和叫人得造就。



	 受洗见证	 	 	 	 	 宋琳姐妹


我叫宋琳Vicky, 2012年从大连来到日内瓦。两年前的我绝对不会想到今天可以

为神做见证，因为我一直只相信自己，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咬牙挺过去。

来瑞士读Ph.D.的第一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陌生的环境，全新的领域、 

知识和技能， 来自老板的巨大压力，几乎压垮了我。我尽全力坚持下来，但是

心力憔悴，每天上班极度紧张，生怕出现一点失误。


这时遇到了同在医学院的李凡姐妹，她说只有神可以帮助我。


疑惑中走进了教会，祷告的事情一一实现，工作上的压力缓解很多，我却认为

这也许只是巧合。后来搬家遇上很吵的室友使我无法正常休息，走投无路时，

恰好新卓姐妹也搬到cite，就让我去她家暂住。晚上我们常在一起读圣经，看讲

道视频，渐渐的对信仰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感觉到了神的真实存在，但还不愿

接受，因为担心让耶稣做了生命的主就会失去自我。


13年11月20日，我经历了人生最灰暗的时刻，导火索是男友突然提出分手，才

发现自己的所有努力在变幻的命运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那一刻对人生，对世

界感到彻底的绝望 。那天晚上一个人哭了很久，压抑两年的情绪全部爆发。新

卓回来得知情况后也难过不已，却无法安慰我。那时才终于意识到只有神能救

我，泪光中我跟随新卓，呼求耶稣基督来做生命的主，一瞬间感到一股暖意从

上至下，悲伤与绝望一扫而空。


从此，我开始学习如何信靠神。才明白顺服信靠不但不会失去自我，还能成就

更完善的人生。现在的我，工作上游刃有余，进展顺利（ 感谢神让我能一窥他

所创造的奥妙），也不为无谓的事而担忧，这样的平静，是以前靠自己的努力

做不到的。尽心工作，却不再将老板的赞赏当做快乐，追随神，为神做工才真

正得到了心灵的自由与满足。Ph.D.即将结束，我没有如往日焦虑不安的寻找出

路，而是继续做好每天的事，因为我知道我的未来在神的手中。

	 受洗见证	 	 	 	 	 刘君姐妹


从我懂事起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相信做好事会得到奖励做

坏事会有审判。在国内，因为寺庙比较多 有时旅途中见到了也会进去拜一拜，

不过一直没有很正式的宗教信仰。来到瑞士几年后开始接触基督教， 最初是被

我从上海过来出差的同事的虔诚而感动，由她我第一次看到了信仰在人生迷茫

时真得可以给我们带来力量。接下来我随她去参加了营会，当时的感觉有两个

词汇可以表达 - 感动和舒服。 感动我想是因为神在那时叩动我的心房， 而舒服

则是因为兄弟姐妹们的真诚和友爱! 


可惜从营会回来后不久我的同事就回国了， 我也因为工作和学习的忙碌而停掉

了在信仰上的进一步追求。直到去年我的先生来到瑞士并且几乎每周都参加小

家聚会和周日崇拜，我也开始逐渐来到主的面前，读经，祷告，并且逐渐开始

认定这就是我一生想跟随的神，我愿将我的 生命交给他来掌管!  去年七月份我

在师母的带领下做了决志祷告， 从那时起 主的话语步步引导我、光照我，给了

我数不尽的感动和祝福，可以说远远超出我的所想所求。 


 


信靠主之前的我对自己对别人都要求很高，对事没有容忍的肚量，内心极其骄

傲，受不了一点委屈。信主以后，在遇到难题时我开始告诉自己，上帝那么爱

我，为什么我不能用一颗感恩的心去体谅,去爱别人呢，为什么不能让事情虽着

平和的心态而化解呢， 这样一来，我的内心有了更多的幸福和平安， 外在上也

多了一份轻松。因为很清楚地明白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不再自己过力地

去控制，而是凡事都思想他的美意听从他的安排。


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有自己的挣扎，但是主让我一次一次经历得胜的喜悦。最近

回国有机会跟我93岁的外婆住了几天，她从70 岁开始信主，虽然深度耳背牙齿

也早已掉光，她仍然每天都会祷告，从不间断她和上帝的沟通。我跟她说我信

主了，她开心的回应道 ‘你有福了，哈利路亚! ’


感恩主对我一路的带领，让我不再畏惧生命的无常。每到一地我一定去那里的

教堂看看在那里默默的祈祷。上帝爱我们，他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身边。感谢

主，是你的爱让我懂得感恩和宽容，让我每天在你里面都找到平安和喜乐。阿

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