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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学

少年 
主日学 茶点

7月5日 葛道宁牧师 柯文全 刘胜昆
武雅茹

周韦伟
郭坤 朱霞丽 黃月娥 喜樂小家

7月12日 Rev. Derek 葛道宁 黃月娥
郭晋

Amanda
何小芳 项祯怡

成人主
日崇拜

提摩太 

小家

7月19日 葛道宁牧师 黃月娥 麥寶楨
曹炳棋
項禎怡

傅新紅 于燕 柯文全 恩慈小家

7月26日 葛道宁牧师 刘胜昆 刘新
盧天禮
郭坤 朱霞云 黃月娥

成人主
日崇拜

广东話 

小家

8月2日 刘旭东長老 林娜 朱霞云
張鴻坤

刘君
何小芳 朱霞丽 成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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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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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安排	 女性之夜、姐妹小家及弟兄早餐会将会暂停至九月。        

主⽇日崇拜⼯工作表

 http://www.cbcg.ch                          2015年7⽉月

⼀一⽉月⾄至五⽉月份财务报告

野地的花
從上⼀一封信到現在,春天的花幾乎都快開完了,但 卻也是過敏
的季節,加上漫天的柳絮多到幾乎都可以拿 來做棉被了,常常
是⾛走在路上不斷的打噴嚏與⿐鼻⼦子癢, 再嚴重只能帶⼜⼝口罩出⾨門。
⽽而這裡的氣溫也讓⼈人捉摸不定, 有時突然熱到30度以上,⼀一天
內又會突然降到15-16度, 總之多帶件⾐衣服不會是多餘的,因為
現在對我⽽而⾔言感冒 是最⼤大的挑戰。 

從上次提到我三⽉月初重感冒後,咳嗽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將近
兩個⽉月了。雖然⽤用各種⽅方法都還無法解決,後來⾛走在路上胸⼜⼝口
也會有莫名的疼痛,需要⽤用拳頭敲胸⼜⼝口才能舒緩過來,這現象
讓我有些擔⼼心,因此雖然常聽對當地醫院種種負⾯面的評語,但
不得已也只好上當地醫院做個檢查。這裡看病的流程真的很
獨特,我到現在也還沒弄懂。照了幾張了X光⽚片,但卻沒有⼈人跟
我解讀⽚片⼦子的情況,然後只是醫⽣生彼此在聊天時說我⽀支氣管發
炎的挺嚴重,肺也有發炎的現象。⽽而且另⼀一個醫⽣生要開藥時,
⼀一隻⼿手還拿著⽔水果吃著,⼀一邊跟我說要怎麼吃藥。問:「這些
藥吃完就會好嗎?」他說無法回答。果然,藥都吃完了但依然
在咳嗽。這次看病的⼼心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生病,還有⾃自
⼰己要從家鄉帶⾜足夠的藥來。感謝神,後來⾃自⼰己熬了些⾷食補,咳
嗽才漸漸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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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野花 
        上封信提到四⽉月初的全地區的學⽣生⼩小組⾧長⼤大會後,謝謝您的紀念,神⼤大⼤大
的在我們中間⼯工作,幾乎每個學校的同⼯工說他們的學⽣生組⾧長回來像是換了個
⼈人,⾮非常⽕火熱與積極的委⾝身傳福⾳音與帶領他們的⾨門徒持續到現在。真的,每次
到各地看⾒見學⽣生的認真的願意被神⽤用是我最感動與被⿎鼓勵的。各地區傳出
令⼈人激勵的好消息,同⼯工們透過信件或各種⽅方式彼此分享學校的改變,相互激
勵與頌讚神的作為,這也使⼤大家更期待神的作為。例如有⼀一個學校執⾏行原本
需要六週才能完成的信⼼心⽬目標,但卻奇妙的在四週內他們已經全部完成了,⽽而
且很多學⽣生經歷⽣生命的改變,這讓他們敬畏神的超然⼯工作,激勵著同⼯工和學⽣生
更期待看⾒見神復興他們的學校。

  當然屬靈爭戰也是激烈的,雖
有許多感謝神的事,但也有令⼈人
難過或沮喪的事情,從討論下學
期⼈人事的安 排時常常是我們很
掙扎的,我們的地區這兩年來在
⾯面對 很⼤大的領袖斷層的問題(上
⼀一封已經稍微提了),⽽而這 兩個
⽉月⼀一些有潛⼒力的領袖未來⼀一年都會⾯面對家庭很不容 易的狀況與變動,還有團
隊之間的衝突及越來越多從當 局來的壓迫跟調查,似乎就是不斷在解決問題
與溝通的 狀態,和分析危機的應變之道,但這些對已經在這服事 四年的我似
乎也不⼤大陌⽣生,就是⼀一個⼀一個的去解決困難, 然後看⾒見神如何帶領我們去發
現新的機會與明⽩白祂的⼼心 意。其實這是不也就像我們的⼈人⽣生的寫照,總是有
著讓 我們不想發⽣生的事或考驗臨到,⽽而那些事讓我們重新去 ⾯面對事實與⾃自
我,看⾒見⾃自⼰己的有限與無能為⼒力。我們因 著問題來到神的⾯面前來尋求祂依靠
祂,祂藉著祂的話光 照與引導我們,賜下能⼒力使我們在掙扎中順服,然後我 們
看⾒見神的作為,也透過事情的發展,我們更深的認識 神的屬性。最後我們的
信⼼心與屬靈⽣生命更加剛強與有⼒力 量。常常覺得⾃自⼰己的⽣生命像⼀一朵花,但不是
在溫室裡栽 培的,⽽而是在春天時路邊開出的⼀一朵野花,環境雖然惡 劣但因著
祂的恩典,卻仍然⾒見證與述說祂的榮美。 

等候天亮 

跟隨神不是⼀一個好⾛走的路,更不是⼀一條通直的⽇日光 ⼤大道,它有時寬
闊明亮,有時卻是幽暗不明的⽺羊腸⼩小徑, 它也往往跟你期待的路徑
與沿途的⾵風景不⼀一樣,有時讓 你⼼心寬氣爽,但有時卻讓你驚⼼心動魄,
猶豫著不知該不 該⾛走下去,甚⾄至讓你迷惑這是神的道路嗎?甚⾄至懷
疑⾃自⼰己弄錯神的旨意。是的,這⼀一個⽉月發⽣生了⼀一些事,讓我 懷疑這
半年來神給我的感動,現在好像⾛走在幽⾕谷中看不 ⾒見藍天(但不是低
潮)對於未來有點茫然了,這樣的迷 茫在20年的全時間事奉中是少
有的,只記得有過兩次, 但這⼀一次讓我對神的⼼心意充滿疑惑,當看⾒見
⾃自⼰己似乎快 要被這樣的幽暗遮蔽時,天⽗父透過主禱⽂文提醒我思想
祂 的名與敬拜的重要性。三週前便開始每天早晨就是透過 讀⼀一
篇詩篇來思想神的屬性與敬拜祂,感恩的是祂總是 透過詩篇感動
與⿎鼓勵著我,持續定睛在祂的應許與美善, ⽽而不是看環境或我的感
受,雖然現在仍看不⾒見前⾯面的道 路,對祂的⼼心意也依然困惑,但因常
常經歷到神的同在 與能⼒力。讓我仍有⼒力量在許多的⼯工作與困難
中繼續靠祂 前⾏行,不斷經歷祂的恩典夠我⽤用。另⼀一個感恩的是,這 
段時間讓我更渴慕想認識祂。 

主前代禱 

1.  為這段迷惘不容易的時間裡,⼼心情有時會有起伏與懷 疑,求神使
我可以繼續憑信⼼心與等候祂的旨意與作為, 並有感恩的⼼心去順服
與跟隨,與更認識祂的美善與慈 愛和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2.  為明年的⽅方向紀念,還有接下來的半年可以看⾒見神的 道路與預
備。  
3.  安排合適的時間回⽼老家幾週休息與看醫⽣生,暫定七⽉月, 因為到現
在還有很多的⼯工作還沒結束,加上8⽉月地區 又有個⼤大活動,求神賜
智慧知道如何使⽤用時間。  
4.  房⼦子的租約將到期,6⽉月1⽇日時我家⽔水管淹到整棟樓都 漏⽔水,需要
⼤大整修。過去找房⼦子與搬家的⾟辛苦仍記憶 猶新,所以請為我找房
及搬家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