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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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0日 葛道宁牧师 黃月娥 朱霞云 郭晋 
项祯怡 郭坤 朱霞丽 成人主

日崇拜

提摩太 

小家

5月17日 葛道宁牧师 刘旭东 麥宝禎
曹炳棋

池千紅
朱霞云 岳虹 黃月娥 恩慈小家

5月24日 李健長老 五旬節营会（5月23至25日）於Les Mosses舉行

5月31日 馬騰弟兄 柯文全 刘胜昆
張鴻坤

劉君
何小芳 池千紅 林志芯

广东話 

小家

6月7日 葛道宁牧师 刘胜昆 刘新
鄭水燕

林志祥
傅新紅 于燕 刘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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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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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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儿童及少年主日学
       

崇拜改地方	 6月14日崇拜改於Meyrin商場旁的教堂Paroissial Oecumenique (Conseil intercommunalité),     
進行，地址是 20 rue de Livron, 1217 Meyrin。可乘14路電車"Forumeyrin"站下車。


祷 告 会	 每周日的14:30 -15:15, 为教会及崇拜祷告。5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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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学生实习	 现于美国Gordon Cornwell神学院修读教牧学硕士的会友马腾弟兄，将于5月19日至6月     
底于教会实习，求主祝福他的服事。


弟兄早餐会	 5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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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暂停一次，下次聚会将于6月29日举行。
        

兒童事工課程4月18， 5月2，16，30日，共 4次，15：30——17：30，需要报名才能参加，全出席有
鼓励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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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带被罩/枕套/床单(或睡袋)请付款25瑞郎/人清洗费。

主⽇日崇拜⼯工作表

 http://www.cbcg.ch                          2015年5⽉月

亲爱的兄弟姐妹:主内平安!


⋯⋯说到跟随大牧人,心里有许多体会和感恩。自从神呼召我们放下手
中的工,来跟从他的那一天 开始,他就一直在前面引领我们。每次不是
我们自己想要去做什么,而是他把要我们做的事显明在 面前。回想起
来,就如以色列人在旷野,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一样。从海外学生福
音工作开 始,到海归的工作;从一个教会的学生福音工作,到配合其他
教会;从法国巴黎,到参与其他地区 和国家的事工�„�„所有这些,无一不
是他在前面引导。听到牧人呼叫,我们如羊跟从。


前年,一家法国人教会邀请我们去介绍中国大陆基督教发展历史及目前
状况。尽管有些难度, 但是看到他们对中国福音工作的关心以及他们
神国度的负担,我们还是应邀前往。去年底,他们再 次邀请我们,我们
说上次已经分享了,这次就不去了。可是他们说,这次要我们去另一家
法国人教 会,他们对中国福音工作也很关心。我们很受感动,答应下个
月去他们那里,一起思想神在中国的 奇妙作为,学习他们的国度胸怀,
同时也分享海外中国学生福音工作的重要意义。 


来到 2015 年,感到前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说明神要我们继续与他同
工。我们满怀感恩,欣然 跟从。愿神领我们渡过约旦河,走过大旷野,
攻占耶利哥,进入迦南应许美地。⋯⋯


请与我们一起祷告: 


1.为我们下段时间的外出祷告,求神赐下路途平安,和讨神喜悦的事奉;


2.感谢主,秀荣的弟弟经过五次化疗,肺癌肿 瘤明显减小。盼望神赐给
他信心,因他对神 的信靠医治他;愿神的大能让我们所有的家 人都
归在主的名下。 
谢谢你!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


学园传道会 刘在胜、张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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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救見證	 	 	 	 	 	 王新卓姐妹
   

回望两年前冬去春来，我从国内刚来到⽇日内⽡瓦⼤大学州⽴立医院，继续医学专业的
学习。

之前做过了肿瘤科医⽣生近⼗十年，
专业知识的加增，让我知道更多的是 医学的局限。
收治了越来越多的病⼈人，这其中还有⾃自⼰己的同事，家属。
亲眼看到更多的是⼈人性淋漓在疾病死亡⾯面前的表达。⽣生命不确定性的焦虑，及
职场家庭的责任，我⾝身⼼心憔悴之时，有时竟会希望 在病床上躺卧的病⼈人就是我
⾃自⼰己。若干年前，医学院⼊入学第⼀一周，我们便被告知，我们将会是健康所系，
性命相托的⼀一群⼈人。亲⾝身的经历告诉我⾃自⼰己，健康并不是仅仅掌握在医⽣生⼿手中，
⽣生命意义绝不限定在医院之内。

去外边找找吧，我喜欢翻阅史书，浅浅读过易经，庄⼦子，他们说 天地间有⽆无⾔言
的⼤大美，在⼈人世间有⽆无疆的⼤大爱。试着在它们所描述的乾坤之间，⽔水⽕火之中 寻
找可以⽀支撑我前进的理由，寻找舒解内⼼心，逍遥⾃自由的⼒力量。

远眺四围群⼭山，⼼心怀迷茫， 我读不出群⼭山表达的⼤大美。
漫步Lemen湖边，春愁流淌，我听不懂湖⽔水传扬的⾄至善。

⽇日⼦子总还是要过啊，望⼀一眼⽇日落余辉，⼀一⽣生叹息后，回家吃晚饭吧。
⼀一餐晚饭，在Sunny家，他们第⼆二个宝宝刚出⽣生，师⺟母和Apollo来探访，随后邀
请我周五恩慈⼩小家聚会，好吧，闲着也是闲着。

那是第⼀一次翻开圣经：跟⼤大家⼀一起学习⻢马太福⾳音，耶稣在旷野受试探。
在这本书上我读到了＂⼀一种不怕死的勇⽓气和 ⼀一个不找死的智慧。＂是我哪天晚
上的第⼀一个看⻅见，⼀一扇远远的⻔门，⼀一线穿透雾霾的光。

随后的查经，渐渐对上帝，基督有了些知道，同时也和⼤大家⼀一样，涌出许许多
多的疑问：
我最先想知道，这本圣经历经⼏几千年是否被⼈人灌过⽔水？
我想知道 既然靠医学院的知识不能知道上帝，我们的临床实验⽅方法不能显明基
督，我能靠着什么知道这位真神？

我想知道，历史中成了⾁肉⾝身的耶稣之天道，它如何⾼高过了：东⽅方庄⼦子的问道和
⻄西⽅方古希腊逻辑之道？
⾛走进Bastion公园，我想明⽩白，改教墙纪念的加尔⽂文对这同⼀一本圣经的解释，与
梵蒂冈教皇有什么不同？

吟诵圣经⼤大卫诗篇，我想知道被追杀颠沛流离的⼤大卫，他是如何在⼀一夜哭泣，
早晨仍有喜乐，平安和清醒，是如何胜过了在春愁与酒醉中缠绵不休的唐宋李，
杜。

我想明⽩白，为什么耶稣被本民族同胞抛弃，被掌权的官兵鞭打，跟
随了三年的⻔门徒全逃⾛走时，他象罪⼈人⼀一样羞耻的钉上⼗十字架时，他
却说＂成功了。＂我想知道如何⽤用道路，真理，⽣生命的视野，去重
新审美巴黎卢浮宫的藏宝，回顾故宫博物院的珍奇，观赏百达菲⼒力
⼿手表博物馆⾥里的惊世收藏。

宋琳我们⼀一起读经听讲道，我们想知道，如何去清楚分辨 圣灵，良
⼼心，和魔⿁鬼的声⾳音？我来聚会查经，礼拜天教会听牧师布道时，也
会很有担⼼心，怕⾃自⼰己就会是保罗说的那样⼀一种⼈人，终久学道却⼀一⽣生
都不明⽩白。

这短短⼏几分钟，有限的⼝口才，数算不出清上帝拉着我如何在真理中
⼀一步⼜又⼀一步。上帝恩戴我了的⽆无知，借着圣经给了我答案，主耶稣
忍耐我的怀疑，⽤用他可以说话的⼤大爱告诉，他爱我，爱我到永远， 
⽤用他可以发声的智慧，告诉我，来接受这份恩典，我的好处，不再
基督之外。这份信实，坚定的真道带我⼀一步步⾛走出了了⿊黑暗，进⼊入
到了⼀一⽚片光明的国度，照亮我的⼼心路，驱散了我过去⼀一切的愁苦，
及当下的焦虑，显明我在上帝⾯面前⼀一切的虚⽆无，有限，有死，有罪。

这两年中上帝也⾏行了很多神迹，⼀一点点加增了信⼼心。⼗十周年庆祝我
曾分享过，我在⼩小信有疑时，向真神祈求拯救的，癌症病友，同事
家⼈人仍然健康⽆无虞。顺利的找到房⼦子，可以⻦鸟瞰全城360度美景 ......
曾⾮非常反对我来教会的妈妈，欢喜快乐的⽀支持我受洗，送我⼗十字架
做礼物。
回望过去 以前看来零碎的，愁繁的，束缚⼈人的 ⼯工作，家庭，因为我
有了信主的平安，我在被这个须臾不离，⽚片刻不分的福⽓气中被更新，
我不再抱怨，我也不再担忧明天，我能把每⼀一刻当下过的轻轻松松
喜喜乐乐。

今天我得以站在这⾥里，在这⼀一份奇异恩典⾯面前，在这联于⽣生命的⼒力
量⾯面前，在这掌管万物，亘古于今，直到永远的救主⾯面前。

我唯⼀一想问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 不来信靠耶稣的名？
我有什么理由丢弃这真实的恩典？

年近不惑，也早早经历过了我们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人⽣生四喜。
久旱逢⽢甘⾬雨，是⼀一个盼望的结束，也是耕耘的开始。
洞房花烛，是恋爱的结束，也是担当家庭责任的开始。

今天我受洗，接受了这份救主耶稣的恩典，我亦知道，那⾥里有恩典，
也有我当背的⼗十架。哪⾥里有福⽓气，就有我该担当的挂虑。

这是个结束，也是个开始。这是个噢⽶米茄，也是个阿拉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