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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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會  领祈祷 招待 幼兒 
主日学

兒童 
主日学

少年 
主日学 茶点

4月5日 葛道宁牧师 黃月娥 葛道宁
胡林方

曹炳棋
朱霞云 朱霞丽

復活主
日崇拜 喜樂小家

4月12日 刘旭东長老 鄭水燕 麥宝禎
黃劍輝

盧天禮
何小芳 岳虹 黃月娥

提摩太 

小家

4月19日 葛道宁牧师 刘旭东 朱霞云
鄭水燕

林志祥
傅新紅 王新卓

成人主
日崇拜 恩慈小家

4月26日 葛道宁牧师 林娜 刘胜昆
武亞茹

苏雅丽
刘风丽 夏維佳 刘旭东

广东話 

小家

5月3日 刘在胜傳道 刘胜昆 黃月娥
郭坤 

曹炳棋
赵金环 项祯怡 柯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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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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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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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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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星期六)早上9:30，在葛牧师家，          
请弟兄姐妹参加。联系电话：076 580 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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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早餐会	 4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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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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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事工課程	 4月18日， 5月2、16、30日 15:30-17:30，共 4次，需要报名，全部出席者有奖品鼓励
 

五旬節营会	 5月23至25日，於Les Mosses舉行，营会费请于报名时缴交：12岁及以上的90瑞郎/人,       
12岁以下占床位的60瑞郎/人,不占床位的小孩免费，請将报名表与营会费交至武亚茹: 

0789035890 wu.yaru@gmail.com 或 Victoria:0765258498 govictoria.go523@gmail.com。
报名截止时间:5月10日。

主⽇日崇拜⼯工作表

 http://www.cbcg.ch                          2015年4⽉月

親愛的同⼯工與弟兄姊妹：

 

…⋯…⋯在禱告與等候中，沙鷗領受了兩節寶貴的經文，作為今年事奉的重要方

向；「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
堅居你的橛子。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
的城邑有人居住」（賽五十四２～３）。在事奉中我們需要有一個擴張的視
野，一個不要限止的思維，不要單單滿於現狀而將自己隱藏在一個安樂窩之
中；而擴張與不要限止都是為了神的國度，要為神而得着更多未得之地，將
更多未得之民領進神的國度中。在持守「開荒、吃苦、火熱」的宣教精神下，
今年要擴張之地就是動盪不安和情況複雜的中東。

 

在十多年前，我們一家六口從香港飛往西安，沙鷗也從牧者轉型為學者，開
始從事唐代基督教的研究，沒有想到竟然因而預備了今天在中東的服事機會，
在本月初在貝魯特一個有關敍利亞語和阿拉伯語基督徒國際學術研討會，沙
鷗是唯一的中國學者，在會中發表「《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的詩歌創作與
神學意義」的專文。因着過去參與敍利亞東方教會的禮儀，沙鷗以敍利亞的
風格重新創作該詩歌，並得着一些來自伊拉克學者的幫助，重新將該詩歌從
中文翻譯為敍利亞語，當在發表專文時公開唱出該詩歌時，引來非常熱烈的
反應，其中一個黎巴嫩的資深教授指出，這就是敍利亞的聖詩，還有一位過
去在巴格達大學的教授，表示她在看着敍利亞語的翻譯，在心中一起用敍利
亞語唱出該詩歌，無形中將該會議轉化成為一個詩歌敬拜，願榮耀歸與主！

 

會議結束後，盼望探訪那些從伊拉克逃難出來的基督徒，但因當地主要說法
語和阿拉伯語，且街上有不少荷槍實彈的士兵，除了需要有豐富的跨文化經
驗，以及剛強的膽色外，更需要神的同在和聖靈的引領。感謝主奇妙的帶領，
經過幾番轉折後，得以參加一個會眾約有五百多人的伊拉克教會崇拜，並代
表施福基金會將愛心奉獻交給當地伊拉克牧者，作為一杯涼水給那困苦中的
弟兄。平安返回牛津後，近日正準備於三月中到南非教授神學事宜，竟收到
一個在中東牧者的邀請，在多個教會帶領一連串的培訓與講道的服事。此外，
在埃波拉危機下，我們推動生命之糧到西非的行動有良好回應，可直接將捐
款滙給利比里亞的宣教伙伴。因此，中國、非洲和中東將成為今年主要事奉
的鐵三角，神果然擴張帳幕之地。雖然施福基金會是一個微小的機構，卻有
份參與這些重要的國際救援事工，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願我們繼續彼此代
禱。

　　　　　　　　　　　　　　　　　主末　

　　　　　　　　　　　　　　　　       滿圓、貞德、謙、情、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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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見證 Amanda姊妹      
⼀一想到⾺馬上就要受洗，⼼心情很複雜，這⼀一⽣生中我做過好多的決定，相信這是我絕不會         

後悔的⼀一個決定。回⾸首⾛走過這段⼈人⽣生的旅途，⼀一段充滿了神的恩典的路。袮是如此的慈悲、
憐憫，並沒有因為像我這樣⼀一個平凡、渺⼩小⽽而⼜又愚鈍的⼈人，⽽而厭棄我、拋棄我，任我糊塗下
去。感謝袮上帝！神恩之豐富，我是絕對沒有辦法在這裡都能⼀一⼀一寫出來。

我來⾃自澳⾨門⼀一個⼩小康的家庭，有⼀一個哥哥和三個姐妹。由於爸爸年幼時家境窮困，只         
能完成⼩小學⼆二年級。但他深深體會到知識會改變命運，憑著他的毅⼒力和克苦耐勞的精神，後
來不但擁很⾼高的⽂文化⽔水平並寫得⼀一⼿手可以⽐比美書法家的好字。從⼩小在無神論的環境下⻑⾧長⼤大的
我，從來沒有去探究宗教信仰的問題，亦覺得沒有這樣的需要，因為驕傲會阻擋⼈人去相信上
帝及去對⾃自⼰己習以為常的⽣生活模式作任何的改變。在⽗父⺟母努⼒力裁培下，家裡各⼈人都有著不同
的成就，所以更令家中各⼈人堅信“⼈人定勝天”的道理，今⽇日他們所得到的成就和地位都是憑⾃自
⼰己努⼒力打拼得來的成果。以前我時常想，信上帝的⼈人，好事就說是上帝的看顧，壞事就說是
上帝的試煉(功課)。但當⼈人漸漸⻑⾧長⼤大就會發覺⼈人的⼀一⽣生中充滿著形形⾊色⾊色的苦難，無⼈人可以
逃避⾁肉體的病痛和⼼心靈的傷痛。在我的半⽣生旅程中，經歴了好幾個好⼤大的難關:

1) 17岁那年得了重病，⼋八個⼩小時⻑⾧長的⼿手術後, 因傷及聲帶的關係，後來我⽤用了    好⻑⾧長的時間
去重新學習講話和發⾳音。當時我第⼀一次問個天 - 為什麼是我?

2) 在第2個兒⼦子出世後不久，被確診成為“⼀一型糖尿病”者，餘⽣生也要每天注射五次的‘夷島素’
來維持⽣生命的需要。當時我⼜又⼀一次問個天-為什麼是我?

3) 糖尿病加上婚姻失敗的雙重打繋下，⼜又得了“抑鬱病”。曾經有數次輕⽣生的念頭，幸好在醫
⽣生、家⼈人和朋友的勸喻下，每當浮現輕⽣生的念頭，⽴立刻找兒⼦子或打電話，只是分秒之差就
會換來不⼀一樣的⼈人⽣生。當時我⼜又再⼀一次問個天-為什麼⼜又是我? 

當⼈人⽣生⾛走到⾕谷底，我曾經放棄過⾃自已，做過好多錯事。但由始⾄至終從來沒有⼀一刻想過         
去尋求別⼈人的幫助，更不⽤用說去依靠神，因為總是認為⾃自⼰己可以捱過去。後來通過對神的認
識，我發現⾃自⼰己在⼈人⽣生中遇到的⼀一切苦难完全出于⾃自⼰己的驕傲、过分的⾃自信和偏⾏行⼰己路。⽽而
我對⼈人⽣生的困惑完全是由于藐視神的存在，在⼀一个封閉、⾃自我、有限的⽣生活⼩小圈⼦子⾥里打轉。

開始去教會，是因為基督徒實在熱情，都是很親切的⼈人。不過起初和他們交談會有些         
讓⼈人不太適應。⾸首先是實在太過熱情，再者，剛沒說兩句便扯到基督、救世主之類的話題。
還有就是，等你真的想了解有關信仰的問題時，他們往往⼜又給不出⼀一個很好的解釋，⼀一般都
引⽤用聖經的話語，聖經哪章哪節怎麼說，讓⼈人根本理解不了。從決志信主到現在已有五年多，
頭幾年我的⽣生活與主幾乎沒有什麼關係。沒有讀經的習慣，對讀經也不感興趣。只是例⾏行式
去参加查經⼩小家和星期⽇日到教會崇拜。中途亦有做逃兵離開教會，後來重返教會後，經過在
查經班裡伶聴弟兄姊妹分享對神的認識，明⽩白到主的⼤大愛是超乎世上⼀一切的愛。我雖不能直
接看到神，但我已能感到祂為我所做的⼯工；就好似我不能直視太阳，但我能感受到阳光的热
⼒力。也許我不能⾺馬上全部理解聖經的奥秘，但我已開始感受到那份聖靈的充满和神所賜的喜
樂平安。

神是奇妙，當我還在尋求的時候，神已經帶領我，為我預備了道路。就在我處於⼈人⽣生         
彷徨無助的時候，神藉著不同⼈人帶領我，讓我有機會接觸聖經、接觸基督的福⾳音和神的愛。
在這裡我要感謝所有曾向我傳福⾳音、幫助我認識主的弟兄姐妹這幾年來不厭其煩、不倦地勸
導、帶領，⽤用他們的愛堅持不懈地滲透、軟化我剛硬和⿇麻⽊木的⼼心。他們那種全⼼心為主、無怨
無悔的精神也常成為激勵我的動⼒力。沒有他們，我也就不可能⾛走到今天這⼀一步。上帝藉著他
們，把我從罪和苦難中拯救出來。今⽇日我成為神的兒⼥女，我要盡我所能去傳揚主的福⾳音，以
回報主的⼤大恩。


我更感謝神賜給我兩個孝順兒⼦子。在多少傷⼼心痛苦的夜裡，兒⼦子陪我流淚。           
多少苦難艱⾟辛的⽇日⼦子裡，有他⾨門扶持和陪伴我⾛走出⿊黑暗的⽇日⼦子。從⼩小到現在我就不
⽤用粗⼼心他們學業和⽇日常⽣生活上的事，他們⾃自已管理好⾃自⼰己。這⼀一切⼀一切也不斷提醒
和⿎鼓勵我勇敢去⾯面對⾃自⼰己⼈人⽣生種種的不如意。

現在的我可以好坦然地為我所遇到的苦難⽽而感恩，再不會去質問個天為什麼         
是我。因主耶穌藉著苦難，讓我更懂得⼈人⽣生的真諦。以往因為在⽗父親教導下我只相
信⾃自⼰己，背負所有重擔。現在回想當⽇日在婚姻遇到問題時，如果能早認識主，相信
⽇日⼦子會過得平安⼀一些。在我遇到⼈人⽣生困難當中，依靠了主的我和未信主前是判若兩
⼈人。信主後⼼心中沒有任何懼怕，也沒有任何負擔，學習到將⼀一切事情交託主，不再
為明天憂慮，⼈人⾃自然輕鬆多了！我感謝袮天⽗父！聖靈亦感動和啟發我，學懂謙卑和
饒恕，放下了⼼心中怨恨，把過去的種種苦難⼀一切交託給主。就好像詩歌所唱的「捨
棄反得寬闊，放⼿手就更加穩妥」。還有是教會內弟兄姊妹對我的愛和⽀支持，⿎鼓舞我
要笑對⼈人⽣生中的困難。就好似信主後，天⽗父並没有應许天⾊色常藍，沒有因著信⽽而從
始擺脫痛苦，我仍有难處。但每當⾯面對苦難和病痛，透過祈禱我就會有莫⼤大的平安
和喜樂。在去年漫⻑⾧長的植⽛牙过程中間，我經常通過禱告經歷神與我同在，很奇妙，
我對每次的治療的擔憂就不⾒見了，代替的就是喜樂、平安與盼望。所以現在我時時
禱告，無論是遇到開⼼心的事、令⼈人的⽣生氣的事或者覺得不公平的事，因為我相信神
在我禱告中與我同在，「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這句經⽂文對我來說最為
真實。亦體驗到了⽣生命中真正的幸福和滿⾜足，因為有永⽣生的盼望和神無窮無盡的祝
福。無論我的⽣生命或⻑⾧長或短，過程或順或逆，都無損這因著信⽽而得豐盛的⼈人⽣生。

信靠耶穌另⼀一最⼤大的得著，是上帝賜我智慧，讓我漸漸明⽩白到，⼈人⽣生另⼀一個           
意義，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把祂的愛分給世上的⼈人，因為施⽐比受更為有福。愛！

《聖經》中講得最多的就是這個
字，主耶穌為我們這些罪⼈人釘死
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血洗淨我
們的罪，也正是體現了神的⼤大愛。
付出的⼈人⽐比接受的⼈人更有滿⾜足感。
⼀一個⼈人擁有物質的快樂，遠不如
⼼心中有上帝的快樂。5年前我進
⼊入了教會這個新的⼤大家庭，這裡
沒有歧視，沒有詭詐，沒有謊⾔言，
沒有嫉妒。弟兄姊妹們⼀一同敬拜
神，⼀一同禱告，彼此相愛。現在
回過頭去想，⼼心中無上帝的⼈人是
多麼可憐，遇到困難事時，無上
帝可以求靠；遇到開⼼心的事時，

也無上帝可以感恩。⼀一切我現在所擁有的恩典都不是我努⼒力找回來的，⽽而是天⽗父來
尋找我。 

以上是我信主前後的經歷。感謝神！祂揀選了我成為祂的兒⼥女。在這裡我
想對所有正在基督信仰上掙扎徘徊的朋友們說出⼼心裡話，⼀一是不要抱僥倖⼼心理，無
⼈人能知明天事。⼆二是早信早得福。因為⼈人⽣生若沒有神，實在是⼀一場悲劇。我信聖經
中所⾔言，⼈人⽣生如飛逝，今天尚在，明天如何，誰能知道？若沒有永⽣生，⼈人⽣生⼜又有何
意義？特別是要⾯面對⾄至親的親⼈人的⽣生離死別是何等痛苦。鐵的⼀一般事實證明：主耶
穌愛著我們每⼀一個⼈人，你只要來到祂的寶座前認罪悔改，無論你有多麼重的擔⼦子，
也會替你擔。你就能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樂；你就能得著永遠的⽣生命！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