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会地址：Rue Cherbuliez 7 , 1207 Genève 
(乘2﹑6路公⻋⾄＂Rue du Lac＂站下⻋，在第⼀路⼝右转，直⾛约30⽶处的7号) 
联 络 ⼈：葛道宁牧师  ⼿机: 076 580 32 13        ⻩⽉娥师⺟  ⼿机: 076 525 8498  

日 期 讲道 领會  领祈
祷 招待 主日学

小班
主日学
中班

主日学
大班

少年 
主日学 茶点

5月7日
葛道宁
牧师

黄月娥 朱霞云 陈爱珍 
Amanda

容文轩
麦宝桢

周韦伟 黄颖 赵云川 提摩太  
小家

5月14日 葛道宁
牧师 舒骏 刘新 周韦伟 

朱霞丽
朱霞云 
Sunny

赵金环 刘凤丽 柯文全 恩慈 
小家

5月21日
Adams
brum
牧师

柯文全 黄月娥 Sunny 
郭晋

成帅华
陈爱珍

傅新红 Natacha 主日 
崇拜

广东話  
小家

5月28日 葛道宁
牧师 刘胜昆 苏雅丽 郑水燕 

陈志祥
顾灵佳
林思颖

岳虹 郭坤 舒骏 喜樂 
小家

6月3日 李健 
长老 五旬节营会

2016-17年主题：在祷告中经历神，在生活中荣耀神

周一 15:30-17:00 
周五 19:00-22:00 
周五 19:00-22:00
周六 11:45-14:30  
周六 16:00-18:00

喜乐小家     麦宝桢/郑水燕 
恩慈小家     黄月娥/葛道宁 
提摩太小家 武亚茹/赵云川
广东话小家 曹炳棋/卢天礼  
青少年團契  柯文全/舒骏

076 493 3753 / 078 744 5659 
076 525 8498 / 022 796 0207 
078 903 5890 / 078 810 2636  
078 949 5852 / 022 940 2953  
078 629 7081 / 077 445 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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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禱告會於5月13日						
													星期六早上	09:30，在牧师家，请弟兄姐妹参加。	
													
弟兄早餐会			5月27日(星期六)早上8:30-10:00，在葛牧师家。欢迎所有男性朋友参加。	

女性贴心事			5月15日(星期一)晚上19:00-21:30,在Maureen姐妹家聚会。欢迎所有女性	
													朋友参加。联系电话:	022	349	62	39。		

教会郊游日			5月20日将有郊游活动,在Signal	de	Bougy.欢迎邀请新朋友参加。	

五旬節营会			6月3至5日於Les	Mosses舉行,	鼓励弟兄姐妹參加。已经開始報名	

崇拜改地点		 	6月18日主日崇拜改在Meyrin教会(Forumeyrin商场边)		

伯尔尼宣访			6月25日	探访伯尔尼华人圣经教会和服事当地的华人。鼓励弟兄姐妹參加												 	
													报名请联系牧师或Lawrence弟兄		

东欧少年短宣	7月18至24日	服事罗姆人和参加匈牙利罗姆人的营会.	鼓励少年人參加	
													报名请联系柯文全长老或Lawrence弟兄	

                          http://www.cbc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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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姆人是起源于印度北部，散居全世界的流浪民族，也
被称为吉普赛人。大多数罗姆人认为吉普赛人这个名称有歧
视意义，所以并不使用。罗姆人历史上多从事占卜、歌舞等
职业。但罗姆人也因为流浪与贫穷的生活所演化出的特殊生
活方式与求生方法而长期遭受歧视和迫害。罗姆人犯罪率的
确较高，至今有许多人对罗姆人仍保有极其反面的印象，认
为罗姆人是乞丐、扒手、小偷或者人贩子。 
	  
	 全世界约有一千多万罗姆人，其中大多数居住在欧洲。
罗姆人主要聚居地有：巴尔干半岛、东欧、美国及前苏联國
家。另外西欧、中东及北非也有罗姆人居住。匈牙利有约一
百万的罗姆人(全国人口的10%） 
	  
	 2016年十月份我们教会首次差派短宣队去东欧，其中一
个目的即是探访在匈牙利东部的罗姆人教会。我们去带领聚
会，探访家庭，给他们带来鼓励和支持。拉斐尔牧师一家忠
心的在他们当中服事了十一年。如今有一个固定约30人的教
会，租了一个房间聚会；但是已经太小了。今年七月我们教
会一班少年人会再一次去那边参加特别为罗姆人举办的营会
服事他们。 
	  
	 拉斐尔牧师也带我们去看了一个他们希望可以买来建堂
的地，非常靠近小镇中心；一共有两千多平米，上面有几栋
建筑和草地，如果有了这地，不但可以有崇拜，聚会，主日
学和牧师的住宅，更能够做为社区中心，接触更多的罗姆人。
整个的价格约六万瑞郎；透过我们去年底的宣教奉献，他们
很快就能够买下这块地，本月的奉献是支持他们改变和装修
现有的建筑，适用于教会使用。	  
	  
	 神没有忘记罗姆人，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他们！让我们以
祷告，行动和奉献来支持他们！



 
 三月二十六日主日，阿根廷晚间七点，瑞士午夜；我结束一天教会的服事，
正准备要睡时，手机响了，我一看是阿根廷打来的，心跳马上加快，是我外甥丁丁，
说妈妈很痛苦，大叫要找姊姊，姐夫，也大叫希望我爸爸赶快相信耶稣！后来她睡
着了，但呼吸很弱，身体也冷，可能时间不多了。因此我决定马上飞去阿根廷。感
谢主，深夜两点半在网上买到了机票，五点从家里出发，赶七点15分的飞机！我可
以感到神在支撑着我。祂让我在日内瓦到马德里的飞机上从起飞睡到降落。周一晚，
就是接到电话后24小时，我抵达了布市。见到妈妈，她已经不能多说话，但情况还
算稳定。跟姐姐谈了，她觉得妈妈最放不下的是爸爸，昨晚最后说的也是希望他赶
快信耶稣受洗。当晚我发了微信给关爱我的弟兄姊妹们，请他们继续为我妈妈祷告，
也特别迫切的为我爸爸的信主祷告。也求主给我有智慧劝爸爸从心里愿意接受主。 

	 周二清晨4点就起来了，准备今早直接和爸爸谈，劝他相信。过去几周我们
在电话里一直劝他信，他都拒绝了。我祷告，因这需要圣灵在他心里动工，感动他。
也祷告求主能有圣灵智慧的话语。神让我想起了一首诗歌： 

「聖靈啊，求你來，我軟弱你明白，我無言你歎息，親自為我代求； 
啊，我心不住讚美，啊，我靈不住稱謝， 

一宿雖有哭泣，早晨必歡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 
也记起了一段经文：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
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
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罗马书8:26-27） 

	 是的，圣灵祂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祷告，因为我已经不知道如何祷
告了！当我还在流泪祷告时，爸爸就来房间找我，要我出去看妈妈。我问妈妈她最
放不下心的是不是爸爸还没有接受主，受洗；她点头；之后她也自己亲自（尽管已
经很困难说话了），要爸爸「愿意接受主，受洗」；我很严肃的问爸爸，要他是从
心里面说愿意；他靠近妈妈，在她耳边大声的说他愿意接受主，愿意和她一同在天
堂相见； 

	 我非常的感谢主，我是没有预备好，我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切入，让爸爸
愿意接受主，我是没有智慧抓住对的时刻，但是圣灵就在我祷告的同时在做工：他
在我心里替我祷告，在爸爸心里动工，让他来找我！ 

	 和爸爸作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祷告，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作救主的祷
告。祷告完妈妈很困难的说：「我心里非常高兴！」。而且后来我跟爸爸说话时，
她又再次说一遍「我心里非常高兴！」。我跟爸爸妈妈说，要安排今天晚上为爸爸
施洗，请在这里所有的亲人一起和教会的长老们一同来见证。跟妈妈说时，她很用
力的点头！我们决定洗礼在七点半。 

	 感谢赞美主，爸爸受洗了，这是我祷告了38年的事，是妈妈56年来的心愿；
神在一天之内成就了，是的，主是伟大的；洗礼开始于我的祷告，接着唱两首诗歌，
第一首是妈妈最喜欢的诗歌「耶稣恩友」，唱的时候妈妈张开眼，嘴巴动，虽然她
一整天下来，情绪的波动让她太累了，她无法发出声来，但我们知道她跟我们一同
唱出主的恩爱！第二首是爸爸最喜欢的诗歌「基督精兵」，愿爸爸从今天起，成为
基督的老精兵！洗礼时爸爸很大声坚决的两个问题都说「我愿意」！回应诗歌是「这
一生最美的祝福」，是的，相信主耶稣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更是永生里最美的祝
福！主啊！谢谢你，今天一天经历了太多你的恩典怜悯了！只有神才可以行出这样
的奇事，荣耀都归给祂！

  死亡不是终结                        葛道宁牧师           

 第二天，周三，一早起来，就看见妈妈的呼吸不太对了。下午四点多，她的
呼吸更是不顺，头要动才呼吸的了；这时我真的知道不对了，发whatsapp叫其他人赶
快回来，发微信请大家代祷，我放音乐给妈妈听： 「蝴蝶」，「除你以外」等，并
且握着妈妈的手祷告！和爸爸一同祷告；姊姊最先到家，抱着妈妈哭；姐夫来了，
Victoria也用视频连上，为为，磊磊和奶奶说再见；妹妹在洛杉矶也连上了，妹夫KC
和外甥恩恩也在视频上道别，外甥丁丁也赶回来了；但妈妈似乎还在等，应该是在等
外甥女彤彤。彤彤和老公Tincho回来，大家都跟妈妈道别，我们唱「奇异恩典」，唱
「回家」，「蝴蝶」，「天上的家」；爸爸也对她说，妳放心走吧，我已经受洗了，
我们在天上见。 

	 我趴在她的耳朵旁，唱她最喜欢的诗歌「耶稣恩友」，唱爸爸最喜欢的诗歌
「基督精兵」；唱完后，妈妈眼睛反而张得大大的；这时每个人都再次轮流和她说再
见，但是她却不肯闭上眼睛走！我便过去，在妈妈耳朵旁奉主的名宣告：当妳接受主
时，主已经赦免了妳一切，过去，现在，未来的罪了！妳可以放心的走，因为上帝已
经接受妳了。 

	 这时爸爸对她说：「我要唱一首歌给你听，这是65年前我在美国受训时学的，
56年前我们刚交往时，我半开玩笑对你唱过，说是一个非基督徒对基督徒唱圣歌，现
在我是基督徒了，我要再对妳唱」： 

「Yesterday, today, forever, Jesus is the same, All may change, but Jesus never — 
glory to His name! All may change, but Jesus never—glory to His name!」 

我在旁用中文陪着唱：「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 天地纵变，耶稣依然，耶
稣不改变。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天地纵变，耶稣不变，荣耀归主名。 」 

	 爸爸唱时，只见妈妈眼睛慢慢的闭上，唱完，她呼出最后一口气，安详的回
天家了！ 
	  
	 她是得到了上帝的安慰，在面临死亡的那一刹那，她心中有害怕（这是很正
常的，不管人有多好的准备，面临死亡的一刻，一定会惧怕的！），但是爸爸的歌给
她带来了安慰和确据：「天地纵变，耶稣依然，耶稣不改变」，她可以安然的走，死
亡不是终结，她跨过生命河，到永不改变的主耶稣那里去了！是的，哈利路亚，「荣
耀归主名」！这是圣灵在动工，让爸爸想起半个世纪多前的诗歌，一个才一天大的基
督徒唱诗歌给信主超过60年老基督徒听，给她带来了确据，带来了盼望，有勇气跨越
死亡，进入永生 

	 周五我们送妈妈最后一程，火化之后，我们带了骨灰，依照妈妈的意思，来
到La Plata大河一个长堤上，我带领简单的祷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
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接着我们一个个跟妈妈道别，把骨灰洒在大河上。
我抬头看，见河岸马路对面是一个以圣经为主题的公园「Tierra Santa（圣地）」，隐
隐约约可见三个十架。顿时我心中充满了感恩，因为我们之前并没有想到要去河岸的
哪一个长堤，而上帝就让我们来到「圣地」的对面；祂是在告诉我：你可以安心，妈
妈已经进入了圣地，我已经把她接到那流奶与蜜，丰盛美好的应许之地了！ 

	 主啊！谢谢你，你就是那么的真实！是你自己安慰我，是你自己成为了我们
的安慰，亲自为妈妈的一生划上完美的句点。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你，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