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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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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学

兒童 
主日学

少年 
主日学 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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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小家

3月8日 葛道宁牧师 刘旭东 麥寶楨
項禎怡

郭晋
刘风丽 王新卓 林志芯

提摩太 

小家

3月15日 鮑大衛長老 柯文全 朱霞雲
苏雅丽

盧天禮
赵金环 夏維佳 刘旭东 恩慈小家

3月22日 葛道宁牧师 林娜 葛道宁
曹炳棋

池千紅

所有 
老帥

所有 
老帥 洗礼

广东話 

小家

3月29日 王左元傳道 葛道宁 黃月娥
何小芳

麥寶楨
苏雅丽 项祯怡 柯文全

姐妹小家

星期三組

4月5日 葛道宁牧师 黃月娥 劉勝昆
胡林方

曹炳棋
朱霞云 朱霞麗

復活主
日崇拜 喜樂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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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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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禮	 3月22日主日崇拜会有洗禮，请祷告念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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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早餐会	 3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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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14及18路电车, “Balexert"站。欢迎所有男性
朋友参加。联絡人：王来生，电话: 079 8273768。。


女性之夜	 3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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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難日崇拜	 4月3日 (星期五)，我们将有受難日崇拜，一同念记主恩。
  

復活主日	 4月5日 (星期日)，我们将有復活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工作表

 http://www.cbcg.ch                          2015年3⽉月

亲爱的宣教伙伴们: 
        当 2015 新年钟声敲响之际,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满怀兴奋,⽤用绚丽的烟花来
庆祝和迎接崭新的⼀一年。新年伊始,当⼈人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总是期盼新年新
⽓气象,期盼⼀一切尽在掌握。但是当我们回顾过去⼀一年的时候,就发现时间的推
移就完全超出了我们所能掌握的范围。⽆无论我们做什麽,都不能让时间前进
或后退;⽆无论发⽣生了什麽样的事情,时间仍然不断往前推移。因此,在我们这⼀一
段⽣生命的路程中,沿途充满了时间所留下的印记。             

        “在路上”是2014年COCM举办的辞旧迎新营会的主题,⽽而信息的主题都取⾃自
约翰福⾳音⾳音, 都是关于那些普通⼈人是如何在路上遇⻅见耶稣,⽣生命得着完全的改
变。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我 们都渴望拥有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友情和爱情,
我们也都在不断寻找那些能够超越个体价值的⼈人⽣生意义。每个信主的⼈人都曾
经与耶稣在路上相遇,之后都经历了⼈人⽣生的改变。⼗十⼆二⽉月⽉月末的这两个营会,
如同往届⼀一样,全都座⽆无虚席,名额供不应求。有很多的家庭和学⽣生已经把参
加 们营会作为庆祝圣诞新年的传统,甚⾄至每年都带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
们很欣喜的⻅见证了 ,其中的⼀一些⼈人在营会中重⽣生并庆祝在主⾥里的第⼀一个⽣生
⽇日。感谢主在我们当中成就的奇妙⼯工作。 

         当我们进⼊入⼊入2015年,我也⿎鼓励弟兄姊妹要将在基督⾥里成熟作为新年⺫⽬目
标。COCM的服事团队也将继续在英国和欧陆各地牧养栽培神所託付的群
⽺羊。我们在各地⼯工场的宣教⼠士们将继续忠⼼心⼼心牧养,在宣教中⼼心的同⼯工们也
将计划和预备不同的营会和活动来⽀支持各地的教会和事⼯工。 

          除了复活节和年底的营会,我们全年将举办三场短期读经营,既有⼲⼴广东话
也有普通话,旨在帮助信徒在神的话语中扎根。短期读经营有的在週末举办,
以⽅方⽅方便职业⼈人⼠士参与,有的在周⼀一和周⼆二举⾏行,以⽅方便餐饮业⼈人⼠士参与。除
此以外,我们还将继续举办两场为期⼀一周的读经营 ,主要针对讲普通话的学⽣生
们。我们的第⼆二代事⼯工团队也将⼀一年举办三场⻘青少年领袖培训营,同时在暑
假和复活节期间举办“⻬齐来颂赞祂”(PHAT)营会和ReGen营会。看到欧洲⼯工场上
牧者同⼯工的需要,COCM也将特别为他们举办两场营会,⽢甘泉退修会主要针对讲
中⽂文⽂文的牧者同⼯工, ⽽而Solace退修会则针对讲英⽂文的牧者同⼯工。……..请为 COCM 
在各地的牧者宣教同⼯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中,能继续忠⼼心⼼心于主,
结更多的果⼦子⼦子。  

在主⾥里⾥里与你们同⼯工⼯工的,        
吕⼦子⼦子峰牧师  (COCM 总⼲⼴广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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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國的空降部隊：瑞⼠士是全歐洲移民政策最嚴的國家，華⼈人流動性特
別⼤大。早年是酒店管理學⽣生及實習⽣生，如今是國際機構的實習⽣生。要⾧長
期培養成熟的同⼯工實在不易，但是神差遣許多靈命已經成熟的弟兄姐妹
過來，短期（2-3年）在聯合國，使團或跨國公司⼯工作。因為教會⼩小，他
們很快便能投⼊入在服事裡，成為教會和個⼈人的祝福。 

⽇日內⽡瓦的福⾳音事⼯工從零開始到現在，滿滿是神的恩典。回顧這⼆二⼗十五年
的時間，神讓我們學習了幾個寶貴的功課： 

1. 必需建⽴立教會：夏威夷的李永成牧師曾七次帶領短宣隊過來幫助我
們，早在2002年便⿎鼓勵我們不能停留在團契，需要建⽴立教會。只有主⽇日
崇拜能將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同時根據每個族群的需
要，建⽴立不同的⼩小組。如今我們的⼩小組聚會便是以需要來分的，有喜樂
⼩小家（餐福），廣東話⼩小家，提摩太⼩小家（⻘青年），恩慈⼩小家（家
庭），⼤大學城⼩小家（學⽣生）和姐妹⼩小家等等。 

2. 健全的教會架構：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有機體，但是也需要有清楚
的架構，才不會在⻘青⿈黃不接或有問題時說垮就垮。並且健全的架構也能
讓教會事⼯工平順的運⾏行。我們教會參照了⽇日內⽡瓦國際浸信會的架構，以
⾧長⽼老團隊治會（牧師為⾧長⽼老之⼀一，帶領⾧長執團隊），⾧長⽼老及執事負責不
同的事⼯工，並且有清楚的會員制度。 

3. 教會是個家：⽇日內⽡瓦華⼈人不多，沒有其它固定聚集的團體，所以主⽇日
的崇拜對華⼈人有吸引⼒力。我們強調教會是神的家，也是華⼈人的家；主⽇日
崇拜是⼤大家庭聚會（同聚⼀一堂敬拜神，聽神的話），週間的⼩小組是⼩小家
聚會（團契⽣生活，查考聖經）。藉此來達到“溫、飽、傳”的⺫⽬目的： 

溫（溫暖）：彼此關懷，彼此相愛，藉著實際⾏行動把愛活出來。 

飽（飽⾜足）：屬靈的餵養；藉著解經式講道，⼩小組查考聖經，讓真理扎 
   根在信徒裏⾯面。 

傳（傳揚）：傳福⾳音；無論是教會的活動，聚餐，還是⼩小家的個⼈人邀 
   請，都是把福⾳音傳出去，使更多⼈人接受、認識主。 

以弗所書3：20-21「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
⾜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祂在教會中，並
在基督耶穌⾥里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門。」 

我們親眼⾒見證神充充⾜足⾜足地成就建⽴立教會的奇妙計劃，看⾒見祂榮耀的光
輝照亮⽇日內⽡瓦，就俯伏敬拜祂，讚美祂！ 

（原稿登於2015年歐華神學年刊）

不要怕、只管講－－瑞⼠士⽇日內⽡瓦的福⾳音⼯工作      Apollo牧师 

夜間，主在異象中對 保羅 說：「不要怕，只管講，不要閉⼝口， 有我與
你同在，必沒有⼈人下⼿手害你，因為在這城裏我有許多的百姓。」  

(使徒⾏行傳 18:9, 10) 

 ⽇日內⽡瓦華⼈人聖經教會去年慶祝⼗十周年，但華⼈人的福⾳音⼯工作開始於⼆二⼗十六年前，
1989年有⼀一位在⽇日內⽡瓦⼤大學的中國訪問學者因聽到當地英⽂文基督教電台的廣告，
打電話詢問有否聖經學習班。這信息傳到⽇日內⽡瓦國際浸信會對中國⼈人有負擔的⼀一對
美國夫婦，他們便開始了⼀一個針對中國學⽣生的查經班，每週⽇日在⼤大學城底樓的餐
廳、使⽤用中英對照的新約聖經（蝴蝶版）⽤用英⽂文查經。我第⼆二年來到⽇日內⽡瓦作研
究，在同⼀一個教會聚會，便和這對夫婦同⼯工。這段時間裡有好幾位學⽣生信主，但是
畢業後都先後離開⽇日內⽡瓦，因此這查經班⼀一直維持在6－8⼈人左右。1994年，這對
夫婦和我都先後離開⽇日內⽡瓦，但是神很奇妙的帶領⼀一位⾹香港姐妹（後來成為我太
太）因為⼯工作的關係來到⽇日內⽡瓦，她接下這個查經班，改為⽤用中⽂文、⽽而且積極和當
地華僑傳福⾳音。1997年底我回⽇日內⽡瓦⼯工作，結婚。查經便在我們家裡舉⾏行。 

 1998年三⽉月⼆二⽇日，我們開始了⽇日內⽡瓦華⼈人團契第⼀一次每⽉月的主⽇日崇拜，由國
際浸信會的牧師講道，他⽤用上⾯面的經⽂文勉勵我們不⽤用怕，努⼒力傳福⾳音，因為⽇日內⽡瓦
有許多華⼈人是他的⼦子民，我們要去找出來。我們接受了他的挑戰，忠⼼心的傳福⾳音，
⽇日內⽡瓦團契就⼀一點點的被建⽴立起來。到了2002年底，聚會已有⼆二⼗十多⼈人，唱詩後
分兩組查經，我們家的客廳已經不夠⽤用了。從2003年三⽉月起，我們借⽤用當地浸信
會的地⽅方，開始了每個星期的崇拜，我的講道便是⽤用同樣的經⽂文，勉勵⼤大家要更努
⼒力，合⼀一把福⾳音傳給⽇日內⽡瓦的華⼈人，我們更是⼀一同迫切的禱告，求神差派牧者來，
幫助我們建⽴立中⽂文教會。感謝主，他聽了我們的呼求，在2004年⼆二⽉月差了羅錦參
牧師從美國來，使我們得以在當年⼗十⼀一⽉月⼗十⼆二⽇日正式成⽴立⽇日內⽡瓦華⼈人聖經教會。
2008年羅牧師退休回美國，我便再次接下教會。神在2009年呼召我出來全時間
服事，經過兩年的神學訓練，2012年正式成為教會的牧師。如今我們主⽇日崇拜有
成⼈人70多⼈人，少年及兒童20多⼈人，週間有⼗十個⼩小組。並⽀支持九個不同宣教⼠士或機
構，也固定幫助瑞⼠士其他的教會（洛桑）和團契（伯爾尼）。 

⽇日內⽡瓦華⼈人聖經教會有下⾯面幾個特點： 

1. 成員的多元化：我們是⽇日內⽡瓦唯⼀一的華⼈人教會，每個華⼈人都是我們服事及傳福
⾳音的對象。教會雖然⼩小，但是有學⽣生，家庭，餐館⼈人⼠士，國際公僕，研究學者。這
對於牧養及教導是⼀一個挑戰：講台必須顧及不同背景，不同教育程度，相當不容
易。我們同時也發展不同特點的⼩小組來牧養不同的族群。 

2. 強調傳福⾳音：瑞⼠士是歐洲內最難拿到居留的國家，華⼈人來去頻繁，留下不易。
但也是傳福⾳音的好地⽅方。有許多傑出⼈人材來到國際機構，跨國公司，⼤大學中⼯工作，
因此是很有策略性的地⽅方。這些⼈人⼀一旦信主，便可對中國帶來極⼤大與⾧長遠的影響
⼒力。我們的會眾裡約半數在⾃自⼰己教會信主的，⽐比較單純，沒有教會傳統的約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