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崇拜服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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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崇拜
每周⽇的15:30-17:15 主⽇崇拜。讲道时间中，有
⼉童及⻘年、少年主⽇学。
祷告会
每周⽇的14:30 -15:15, 在教会地下⼀层，为教会及
崇拜祷告。
本⽉教会祷告会，3⽉5⽇，星期四19:30 -21:30, 在
牧师家，欢迎兄姐妹参加。

⽇内瓦 华⼈圣经教 会
C HI NE SE BI BLE C HURC H O F G EN EVA

2019 – 2020年主题：
从⼼合⼀，传承⽣命

⼉童主⽇学
⼤班和中班在3⽉15⽇合并
洗礼
3⽉29⽇崇拜有洗礼，向葛牧师报名参加洗礼班。
预苦期
2⽉26-4⽉11⽇预苦期
弟兄姐妹预备⼼迎接主的受難和复活节。我们会在
教会群发祷告內容，⼤家同⼼祷告。
3⽉15⽇会崇拜地點改变
3⽉15⽇改教会崇拜地點，崇拜时间16:00-18:00
地址: 以⻢内利教会 Emmanuel Episcopal Church
Rue Docteur-Alfred-Vincent 4, 1201 Genève.
可乘坐1路，25路公⻋，Montoux站下⻋。
教会打扫
3⽉7⽇教会⼤扫除，由恩慈⼩家负责。

⽇内瓦华⼈圣经教会
⽹址: http://www.cbcg.ch
教会地址: Rue Cherbuliez 7 , 1207 Genève
(2﹑6路公⻋＂Rue du Lac＂站)
葛道宁牧师: 076 580 32 13
⻩⽉娥师⺟: 076 525 84 98

神说: 因为他专⼼爱我，我就要搭救他； 因为他
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处。 他若求告
我，我就应允他； 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
在； 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 我要使他⾜享⻓
寿， 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 诗篇 91:14-16

宣教焦点
施福基⾦会
⻄⾮利⽐⾥亚是⼀个充满苦难的国家，过去经多年内战，⼜
遇上埃波拉（Ebola）病毒，⼈⺠⽣活贫穷艰苦。本会在数
年前开始与当地宣教机构Christian Revival Church
Association （CRCA) 成为宣教伙伴，建⽴美好的合作关
系。今年，我们将有进⾏以下三个重点事⼯发展：
⼀．建⽴神学院
感谢主！当地同⼯有意向要建⽴⼀所神学院，培训传
道同⼯，配合⻓远的本地植堂与到邻近国家的宣教计划。去
年去探访时，已建⽴主体的⼯程，⿎励弟兄姊妹奉献⾦钱或
劳动⼒，⼀起参与建筑⼯程。楼⾼三层的神学⼤楼的建筑已
经平顶，现在需要筹募外墙、⻔窗、电线等⼯程的资⾦，购
买所需的建筑材料。本会去年已奉献参与该事⼯，今年将继
续奉献⽀持，因为通过神学教育栽培本地传道同⼯正是本会
⻓远的异象，是⼀项⾮常重要和有意义的事⼯。
⼆．建⽴教堂
在⼀条偏远的穆斯林的村落，CRCA在那⾥差派传道同
⼯建⽴了⼀个简陋的⼩教会，由于地⽅不⾜使⽤。很奇妙
地，当地的村⺠，竟然将⼀⽚在路旁的⼟地送给他们，但他
们都是农⺠，没有多余的⾦钱奉献建教堂，于是，他们发动
每⼈⽤泥⼟造砖奉献，现在已⼤概奉献了⼆千五百块泥砖，
他们也动员信徒⼀起清理⼟地，现在需要⾦钱买其他建筑材
料，盼望能够建⽴⼀个可以容纳⼀百⼈的教堂。本会将会参
与这个建堂事⼯，那是本会第⼀个参与的建筑事⼯。
三．扶贫教育
教育在落后偏远的农村⾮常重要，因⽗⺟缺乏资⾦，就
让⼉⼥在家帮忙⼲活或耕种。因此，本会在数年前已开始⽀
持CRCA在另⼀条穆斯林村落所开办的教会学校，⽀持部分
⽼师的⼯资。但去年探访该学校时，发现有些学⽣因家⻓付
不起或不想再付学费给孩⼦，因⽽学⽣数⽬减少。因此，我
们决定发奖⾦给⼀些孤⼉或家境清寒的学⽣，并尽量⿎励那
些已经停课的学⽣继续上学，本会将⽀持这批学⽣，以免他
们失去学习的机会。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本着「施⽐受更有福」的圣经教
导，实践「全⼈关怀的使命，⽤爱使万⺠得福」的宣教⽅
向，经历到神的恩典是够⽤的，也多谢⽇内瓦的弟兄姊妹不
断⽀持代祷，让我们在神的国度⾥彼此同⼯，⼀起学习「⼩
⼈物为神做⼤事」，愿主⼤⼤赐福你们！

等候神—仰望指教
「我等候耶和华，我的⼼等侯，我也仰望祂的话。我的⼼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侯天亮，胜于守夜的等侯天亮。」诗⼀三 5～6
⼈们对于晨曦常是何等热切的渴望阿！正如那遭受了破坏
之船的⽔⼿，那在危险地带⽽⽇暮迷路的旅客，那发觉被
敌⼈四⾯包围的军队。当晨光⼀临到，就可能显明究竟有
何出路。早晨可能带进⽣命和⾃由来。所以这些在⿊暗中
的圣徒渴望他⾯上的光，远胜于那守夜者等侯天亮。他们
说：「我的⼼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我们也能
这样说吗？我们等候神最⾼的⽬的，就是让他的光终⽇照
耀在我们身上，照耀在我们⾥⾯，⽽⼜藉着我们照耀出
去。

倘若你问说，我能够终⽇欢欣的享受神的光，正如我在
⼀个明朗阳光的早晨那样的欢欣悦意吗？当然能够。我从
吃早餐的台⼦这⾥往外⾯看到⼀个美丽的⼭⾕，那⾥有树
⽊、葡萄园和⼭。在春秋季，那早晨的光是⾮常精致的，
我们于是不由⾃主的赞叹说，这⼀个景是何其美丽阿！这
⾥⼜来⼀个问题说：难道单是太阳的光才能带进这样永恒
的光亮与喜乐吗？难道神的光不能同样的成为喜乐欢欣川
流不息的泉源吗？假如我们安静的等候他，让神照耀的
话，也诚然可以如此的。

神就是光。神就是那太阳。保罗说：「神已经照在我们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上。」
太阳怎样发出那⽣命的光，照耀在⼤地上，照样神也如何
在他⼉⼦基督⾥将他荣耀仁爱之光照进我们的⼼中。这是
我們可以得着的，因为神就是我们的太阳，正如经上说：
「祢的⽇头不再下落。」神的爱要永不⽌息的，照耀在我
们身上。

亲爱的 阿，要学习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吧。在
你⾥⾯可能是⿊漆⼀团的，这岂不是你等候神的光唯⼀最
好的理由吗？可能那最起初的光只能够帮助你发⻅⼀些⿊
暗，并且使你因着罪恶⽽感觉痛悔⾃卑。你岂不相信那⼀
个光必能驱逐⿊暗吗？总要相信它必能。现今只要安静俯
伏在神⾯前，并且仰望他来照亮到你⾥⾯就⾏。要⽤谦卑
的信⼼说，神是光，其光明与美丽乃是远胜过太阳的光。
神就是光。这位⽗神乃是那永永远远，⼈所不能靠近并且
是⼈所不可思议的光，神⼦乃是那被集中，⽽成为具体并
彰显出来的光。神的灵乃是那进⼊，居住并且照耀在我们
⼼中的光。神乃是光，现今正照耀在我⼼中。我现在⼼中
所占有的不过是我⾃⼰思想努⼒的灯⼼烛，我从未开启我
那些百叶窗⽽接受他的光进来。不信的恶⼼曾拒光在外，
我若相信⽽俯伏，神的光就要照进我⼼。保罗论到神曾写
着说：「那吩咐光从⿊暗⾥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
⾥。」这⼀位神也是我的神。我岂能想到⼀个不能发光的
⽇头吗？我岂可想到⼀位不发光照耀的神吗？断乎不能，
神是发光的神！神就是光！我必要花⼯夫，单单安静，安
息在他的光中。我的眼⽬虽是模糊不清的，那些⼼中的窗
户也是不明亮的，然⽽我要等侯主。那光是照耀的，也要
照进我⼼⾥，⽽使我⾥⾯充满了光。我要学习终⽇⾏⾛在
神的光中和他的喜乐中，我的⼼等候耶和华，胜于守夜的
等候天亮。
—慕安德烈

我们果真能终⽇如此的享受吗？我们能。我们如何才能
享受呢？⾃然界能给我们⼀些解答。试看那些美丽的树⽊
和碧绿的花草，它们如何能使那阳光继续不断的照耀在其
上呢？它们根本不必作甚么，当⽇光照耀时，它们只要曝
露其中就可以了。太阳可能是远在百万英哩之外，但不论
多远的⾂离，它总是始终如⼀的发射出光芒喜乐来，甚⾄
⼀朵最渺⼩的花也能仰起头来享受那丰盈阳光的祝福，正
如洪⽔灌溉极⼴泛的地⾯⼀样。我们根本毋须挂虑我们⼀
⽇⼯作中所需要的光，太阳⾃然会负责终⽇⽤光来照耀着
我们的四周。我们只要依赖，接受并享⽤它就可以了。
⾃然与恩典⼆者唯⼀的分别乃是这样，树⽊花草之陶醉
在阳光的祝福中，乃是毫⽆⾃觉的，⽽我们⽅⾯却是出于
⼀种⾃动喜爱的领受。简单的相信神的话语和爱，能使⼼
眼开启⽽接受享⽤他恩典不可⾔喻的荣光。正如树⽊逐⽇
逐⽉继续的⻓出鲜艳美丽的果实来，乃是在于它们不断的
吸收太阳所发出的光芒⽽已。照样，我们信徒⽣命最⾼的
操练，也不过在于住在神的光中，⽽让神的光所带进的⽣
命亮光充满我们⽽已。

— 摘⾃“等候神”（慕安得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