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朋友和家人, 

你们最近好吗?六月份过得怎么样? 

对我来说,六月份既比前几个月轻松,又充满临时的变化。 
因为我六月份课程比较少,所以终于有时间复习一点我以 
前学过的方言,这很好。前几个星期我也有时间多看一些 
书并做一部分我全职上班的时候不停推迟到后期的事
情。 这个月我终于找到了可以跟我交换语言的学生,这让
我非 常高兴。虽然我们一周才见一次面,也只能一起练一
点口 语,但是每周能听到这种方言也可以试着说几句话,
我已经非常满意。 

虽然我六月份讲的课时不是很多,但是总会有一些临时要 
做的事情出现。今天一些外国朋友需要我帮他们翻译或
者 改一些文件,第二天中国朋友需要我帮他们讲英语课或
者 想见面分享他们最近的经历,第三天需要去看朋友的孩
子 等等。再加上,上个星期我突然听到了我需要搬家,所
以 花了几天的时间去找房子,打了好多电话,也看了几个
在周围的空房子。那会儿我都已经开 始了收集箱子,家里
的画和照片都已经从墙上拆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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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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9日 葛道宁牧师 鄭水燕 刘胜昆 曹炳棋
池千红 苏雅丽 黃月娥 成人主

日崇拜

提摩太小

家

8月16日 葛道宁牧师 刘胜昆 黃月娥
郑水燕
林志祥 刘风丽 夏維佳 黃月娥 恩慈小家

8月23日 葛道宁牧师 赵金环 葛道宁
郭晋 

项祯怡 周韦伟 池千紅 成人主
日崇拜

广东話 

小家

8月30日 葛道宁牧师 柯文全 麥寶楨 武亚茹
麥寶楨 赵金环 岳虹 刘旭东

周三小家

姐妹小家

9月6日 鲍大卫长老 林娜 刘新 盧天礼
Amanda 傅新紅 于燕 黃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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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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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每周日的15:30-17:00	 主日崇拜。講道時間中，會有兒童及少年主日	 	 	 	 	 	 
學。	 

禱	 告	 會	 每周日的14:30	 -15:15,	 為教會及崇拜禱告。8月8日(星期六)早上	 	 	 	 	 	 	 
09:30，在葛牧師家，請弟兄姐妹參加。聯繫電話：076	 580	 3213。	 

财务报告	 	 6月份一般奉献6186.91瑞郎;信心奉献4418.3瑞郎；特別奉献560瑞郎	 	 	 	 	 	 
；6月份支出10967.4瑞郎。	 

暑期安排	 女性之夜、姐妹小家及弟兄早餐會將會暫停至九月。	 	 	 	 	 	 	 	 

音樂佈道會	 盛曉玫音樂佈道會將於9月19日下午三時於Eglise	 Evangélique	 de	 	 	 	 	 	 
Réveil舉行，地址是Rue	 du	 Jura	 4，1201	 Genève。	 

郊遊	 9月5日將有郊遊活動，歡迎邀請新朋友一同參加。	 	 	 	 	 	 	 	 	 	 	 	 

中秋節晚會	 9月27日崇拜後慶祝中秋節，共享⽉月餅，亦會有愛筵(百家菜)，彼此	 	 	 	 	 
分享相交。歡迎邀請新朋友一同參加。

主⽇日崇拜⼯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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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个星期最难的测验是一位女士在电话里问我的一系列专业
问题。那天当我帮我的朋友给搬家公司打 电话时,我没想到他
们会很仔细地问我我的朋友的洗衣机具体是什么样的洗衣机,他
们的冰 箱又是哪一种冰箱。我更没预测到需要去理解关于小货
车的描述。我尽量回了关于家具的所 有问题,但是到了汽车专
业的描述时,我就放弃了。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
想 用专业词跟我聊天的话,你们最好跟我讨论语法方面的问题,
千万别谈到汽车问题,哈哈!  

因为我还不确定新的班会不会开,开的话又是什么时候开,所以
我不知道我接下来两个月要 做什么。9 月份之前我要去一趟首
都,因为我需要办新的护照。如果时间应许的话,我也想 去我的
地区呆几天。  

我祝你们夏天愉快!如果你们有机会出去旅行,我就祝你们跟朋
友们和家里人玩得开心! 

瑞恩 Lorraine

结果昨天房东又打电话 说不用搬了。我现在在房间里坐着,看到周
围空空的墙时,我既感到很高兴我不用天天找新 的房子了,也不用赶
快收拾我所有的东西,又不敢马上把修饰品重新贴上去,因为我还是
有点担心过几天会不会来新的消息让我搬出去。当你以为你可以
继续住在某一个房间的时候,突然听到必须离开,心里的感觉不太舒
服,但是今年的这个经历远远没有去年这个时候的经历那么紧张,我
心里一直都很平静,而且现在看来这原来可能只是一个假警报而已。

我们学校新的学期原来昨天开课,不过法语和德语课目前没人报名,
所以那两个班的开课时间被推到后期。我原来以为现在会忙得不
行,相反我现在只有一个一对一,还有另外两个一对一在等待中,不过
我不知道学校会安排她们什么时候上课。如果在接下来两三个星
期内有学生报新的那两个班,我就要开始讲课,要不然,学校估计会把
我安排到英语课。我目前还是有一个室友。虽然看到她有多少事
情需要帮忙,我有时候差点儿失去耐心,但是我很喜欢跟她一起的分
享,跟她一起住我也学到了很多事情。另外一个朋友也打算夏天在
这里住一段时间,她估计过几天就要搬进来。 

搬家与语言测试 

如果你哪天想知道你某一种语言的水平有多高,我建议你开始找房
子租,在这个过程中测自 己的语言能力的机会特别多。先要在网上
找可以租的房子。除非你跟住在这里的很多外国人 一样不识字以
外(他们只会说,不会看或写),这一部分是最简单的,到了第二部分真
正的 考试才开始了。当你每天都要给十几个你从没见过,他们也从
未见过你的陌生人打电话,还 要一次又一次地给他们解释你为什么
在打他们的电话,你很快就会知道你的听说水平到底怎 么样。有时
候,当我到了跟房东约好的地方的时候,看到了房东吃惊地瞪着我的
样子就觉得 特别好玩儿,但是有时候另一些房东在电话里就烦我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