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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6:00

喜乐⼩家
⻨宝桢/刘凤丽

076 493 3753
078 750 9799

周四
8:30-10:30

路得⼩家
刘新/梁伟

076 769 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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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19:00-22:00

恩慈⼩家
⻩⽉娥/葛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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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19:00-22:00

提摩太⼩家
袁之詠/苏雅丽

076 620 1042
076 286 9312

周六
14:30-16:30

⼴东话⼩家
李少娴
⻘年⼩家
柯⽂全/赵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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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 810 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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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会
每星期天崇拜前14：30-15：10祷告会在教会也同时在线
同⼼祷告。
每⽉⼀次教会祷告会7⽉4⽇星期六早上9点-11点在线上
举⾏

2019 – 2020年主题：
从心合一，传承生命

⼉童主⽇学
少年班，⼤班，中班继续在⽹上上课，⽼师会⽤zoom
Meeting，直到8⽉23⽇恢复实体主⽇学，回到教会主⽇
学开学礼。
教会营会
延期在10⽉9-11⽇Les Mosses 营地，讲員是巴黎新焦点
教会孙柯楠牧师。
奉献
请转⼊PostFinance的帐户
Account number: 17-62686-0
IBAN: CH20 0900 0000 1706 2686 0
BIC: POFICHBEXXX
Name: L'EGLISE BIBLIQUE CHINOISE GE
奉献请注明是
给教会的经常奉献(⼗⼀奉献) 或者是宣教信⼼奉獻
少年暑期乐团
7⽉3⽇-8⽉23⽇星期五15：30-17：30，10-15岁少年在
教会⼀起⽤乐器，舞蹈，歌唱，团契⽣活。先向Teresa报
名。8⽉23⽇⻘少年⼉童敬拜。

⼩家聚会

周六
16:00-18:00

主⽇崇拜
教会恢复六⽉开始每周⽇下午15:30-17:15， 7⽉教会崇
拜同时在线⽹上youtube直播崇拜。

2020年7⽉份⽉报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作我的⻔
徒，奉⽗、⼦、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 凡我所

教会清洁
⼴东话⼩家，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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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福⾳ 28:18-20

7⽉宣教焦点
城市睦福团契 - 寄居者事⼯
城市睦福团契成⽴于1983年，前身为「⾹港⽊屋区福⾳团
契」，是⼀间⽆宗派背景的本地宣教机构，亦是⼀间注册⾮
牟利的基督教社会服务机构，现时为⾹港基督教机构协会、
⾹港社会服务联会及惠施⽹慈善机构成员。我们主要服侍社
区内的贫穷家庭，关怀其身⼼灵需要。他们不但是社会上缺
乏⽀援的弱势社群，更是在福⾳上的未得之⺠。我们不仅提
供实质援助，同时亦提供属灵上的⽀持，增加他们的抗逆⼒
以⾯对⽣活上的挑战，使其身⼼灵健康得以改善，⻓远亦有
助于整体社会的发展。
疫情期间我们有很多⾏动，例如如实南亚裔街坊，为他们派
发物资， 我们也与其他教会和团体合作抗疫， 组织街坊义
⼯制作⼝罩，物资转赠以及⻝物援助，组织社区活动等等。

另外我们有代祷事项希望兄弟姐妹们为我们⼀起祷告：
1.疫情下多有南亚裔家⻓开⼯不⾜，加上南亚家庭⼦⼥众
多，求主赐福家⻓早⽇找到⼯作，养活家庭。愿他们认识主
耶稣，早⽇⼀家得救。
2.求主帮助我们所认识的寻求庇护者，让他们早⽇认识主耶
稣，使他们重拾盼望。求圣灵带领，赐我们合适的机会，在
他们离港前能认识福⾳。
3.我们正建⽴弟兄姊妹，成为寄居者义⼯团队，协助事⼯开
展，求主帮助我们。
4.请记念屯⻔巴借妇⼥ S, 刚照完胃镜，医⽣发现有⼏粒 块，
化验报告出了，感恩医⽣表示⽆⼤碍。另外她有严重哮喘，
晚上经常要坐着 睡 ，求主医治她，亦让我们有机会同渠分
享福⾳。
5.求主医治⽯篱巴借⼥孩 B, 患了胆管炎，经常肚痛，医⽣给
了最强⽌痛药亦未能减轻
6.求主赐智慧予 SJM 同⼯，团队现正计划明年事⼯，求主带
领。

等候神—他在等候我们
「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祂的，都是有福的。」赛〺18

我们不但要想到我们应等候神，那更奇妙的事乃是神也正
在等候我们。他正在等侯我们的这⼀个异象，会使我们的
等候得着⼀种新的⿎励。他也让我们充满信⼼，我们的等
候是必不归于徒然的。倘若他是等侯我们的，那么我们就
确知我们是特别受他欢迎的，他⾮常喜悦要遇到那些他所
要寻找的⼈。唯愿我们现今⽴刻以⼀种谦卑等候神的灵，
来竭⼒追求知道「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这两
句话的含义。我们要接受并⽤下⾯的信息来回应：「凡等
侯他的，都是有福的。」
愿你仰起头来看见那⼀位坐在宝座上伟⼤的神。他是爱，
他存有⼀种永不⽌息且不可⾔喻的渴望，他要将他⾃⼰的
慈良与祝福传递给他所有的被造之物。他是何其渴望欢欣
赐下祝福。他对于他每⼀个⼉⼥都怀着那不可思议荣耀⽆
⽐的⽬的，要藉着他圣灵的能⼒，⽽将他的爱与权能启⽰
在他们⾥⾯，他乃是带着⼀种为⽗⼼肠的渴望⽽等候。他
的等候乃是为着要施恩。当你每⼀次等候他时，或在平常
⽣活中竭⼒维持这⼀个圣洁的等候的习惯，你都可以仰起
头来⽽看见他正在等侯要遇见你，等侯着要施恩与你，诚
然是如此，所以要⽤这⼀个信⼼的异象——你的神正在等
侯你——来配合你每时每刻等侯的⽣活。
你若问说，倘若他是等候要施恩，甚⾄在我来等候他之
后，他还是等侯，那么他并未⽴刻賜予我所必需的帮助，
反⽽⼀直在等候中，这是何故呢？这⼀个问题可有⼀个双
重的答案。其⼀，神乃是好象⼀个聪明的农夫，「忍耐等
候地⾥宝贵的出产。」他绝不能在未成熟之前，就把那些
果⼦采摘下来。他知道我们何时在灵性上是准备好能以接
受祝福，⽽使我们得到利益，使他得到荣耀。在他爱的阳
光中等候才能使⼼灵成熟⽽获得他的祝福，在试炼⿊云下
的等候，⽽继以祝福的⽢霖也是同样必须的。要确信的知
道倘若神久候过于你所想望的，这乃是要使那祝福更加倍
的显为宝贵。在神未差遣他⼉⼦来世以前，曾等候了數千

年之久，直到时候满⾜，我们的时候是操在他⼿中的，他
必要快快的为他的选民伸寃，⽽绝不会多躭延⼀⼩时的。
另⼀个答案在前⽂已经说过了。赐恩者此恩赐更重，神此
祝福更⼤，神让我们久候乃是我们学习追求以他⾃⼰为我
们的⽣命喜乐唯⼀的⽅法。哦，神的⼉⼥只要知道了他们
的神是何其荣耀，并和他能有联系交通是何等的权利，那
么神纵然使他们久候些，他们就会因着他⽽欢欣。他们就
会此以前更多的明⽩下⾯⼀句话的意义说：「耶和华必然
等侯，要施恩给你们。」他的等侯要成为施恩最⾼的明
证。
「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知道王后都是拥有⼀
班的宫⼥(侍候王后的⼥官），这个地位虽然是⼀种⽐较次
要卑下些⽽必须顺服侍候王和王后的，但他却是被认为⼀
种最⾼贵的地位和权利，因为⼀个明智尊贵的元⾸君主王
后使他们成为他或她的伴侣和朋友。我们若被称为永⽣之
神的侍从，这是何等的⾼贵有福，我们能常常警醒的等候
着他旨意或恩宠的指⽰，常常感觉他的亲近同在，他的善
良和恩典！
「耶和华要恩待⼀切等候他的⼈。凡等候他的⼈都是有辐
的。」是的，当⼀个等候的⼈和⼀位等侯中的神彼此会⾯
时，这实在是⼀个⼤祝福。神若没有他⾃⼰的等侯和我们
等侯他的时间，他就不能成就任何⼯作，等候既然是他的
⼯作，我们愿意他也能成为我们的⼯作。⽽且，如果他的
等待只是善良和仁慈，那就让我们单单以那种良善的喜
悦，对那恩典的充满信⼼的期待。唯愿每⼀次想到等侯，
对于我们不过就是神那不可⾔喻之祝福的表征⽽已，因为
这个能引我们到那⼀位等候要施恩与我们的神⾯前——他
向我们启⽰说，他是那唯⼀的施恩者。
「我的⼼专等候神！」
—慕安德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