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崇拜 - 疫情时期在线崇拜 
由于疫情关系，每周⽇的主⽇崇拜改为线上崇拜。 
时间为周⽇的15:30-17:00 ，⽤Youtube直播的⽅式进
⾏。链接地址会在教会群⾥公布。 
线上崇拜与教堂主⽇崇拜仅⽌于地点的不同，请各位兄弟
姐妹不受空间的⼲扰，专⼼崇拜，安静在主的同在⾥。 

祷告会  
主⽇崇拜前的祷告会也改为线上进⾏，请与牧师报名参
加。时间为每周⽇的14:30 -15:15。⿎励兄弟姐妹参与，
借着祷告托住教会。 

⼉童主⽇学 
中班，⼤班和少年班主⽇学将会由⽼师在线上教学，请家
⻓们和班主任及⽼师联系教课时间。 

受难节特别聚会 
时间为4⽉10⽇，周五下午2点，⽤Youtube直播的⽅式进
⾏。链接地址会在教会群⾥公布。 

关怀互助团队 
疫情隔离时间，我们更需彼此关怀，发挥爱⼼，⽣活上若
有需要帮助，请先跟⼩家⻓联系，也可以和教会特别成⽴
的互助关怀团队联系。成员是林娜，Teresa ，Wallace，
雅丽和师⺟。 

疫情服务团队 
疫情对于经济也有极⼤的影响；教会成⽴了疫情服务团
队，可以提供政府补助，银⾏免息贷款的资讯，有需要的
可以和刘胜昆，Ken，Connie和万祖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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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祭司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中天良的亏⽋
已经洒去，身体⽤清⽔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和

充⾜的信⼼来到神⾯前；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
指望，不⾄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勉励⾏善。 你们不可
停⽌聚会，好像那些停⽌惯了的⼈，倒要彼此劝

勉，既知道那⽇⼦临近，就更当如此。 

                                               - 希伯来书 1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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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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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8 692 5675

周五 
19:00-22:00

恩慈⼩家    
⻩⽉娥/葛道宁

076 525 8498 
022 796 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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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5-14:30

⼴东话⼩家    
李少娴

079 895 9325 

周六 
16:00-18:00

⻘年⼩家    
柯⽂全/赵云川

078 629 7081 
078 810 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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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焦点 等候神—在幽暗⽆光之际
「我要等候那掩⾯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祂。」赛⼋17

我们在此地看⻅了神的⼀位仆⼈在等候神，并⾮为着
他⾃⼰，⽽是为着他的同胞，神对他们正在掩⾯不顾
中。这⾥对我们提示了，我们的等候神在最初的阶段
中，虽然是重在我们个⼈的需要，我们渴望神启示他
⾃⼰，或者为着个⼈的事祈求应允，但是并不⼀定就
停在那⾥。我们⾃⼰可能是⾏在神⾯光之中的。然⽽
神对于那些在我们四周的⼦⺠却正在掩⾯不顾中，我
们在此不可若⽆其事的以为说，这乃是他们罪⾏当受
的刑罚，或者他们对神冷淡疏忽的⾃然结果，反要带
着柔细的⼼情⽽想到他们悲惨的情况，并且为着他们
⽽等候神。等候神的权利就是要带进重⼤的责任来。
这正如基督，当他⼀进到神⾯前时，他就⽴刻使⽤他
那⼀种特殊权利尊贵的地位，负起代祷者的责任来，
所以我们若真实的知道了进到神前等候的实际，我们
也必须照样为我们那些少蒙恩待的弟兄们到神⾯前代
求说：「我要等侯那掩⾯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 

或许你乃是和⼀群弟兄姐妹共同聚会敬拜的。可能你
所渴慕的灵命和喜乐，或在讲台中，或在分享中，你
都未能得着。可能有许多部份基督教的⼯作，你也是
有份其中的，即如主⽇学、福⾳堂、⻘年聚会、国外
布道会，在其中圣灵的运⾏是⾮常微弱的，似乎显示
出神对这些⼯作乃是掩⾯不顾的。你也能想到你是知
道其中的原因的。他们是太多的倚靠⼈才和⾦钱，太
过的注重仪⽂和享乐，简直没有信⼼和祷告，没有爱
和谦卑，太缺乏耶稣被钉⼗字架的灵。所以你时常感
觉⼀切，似乎是绝望，⽽毫⽆办法救助的。 

总要相信神能，他也必帮助。唯愿你能具有这⼀个先
知的灵，当你接受了他的话，就要开始为他那些⾛迷
路的⼉⼥们等候神。不要带着审判定罪的语⽓，和⼼
灰⽓馁的⾳调，⽽要感觉你乃是蒙神呼召⽽为他们来
等侯神的。倘若别⼈不肯忠⼼应召，那么你就当倍加
努⼒的去作。⿊暗的光景越深重，那么呼求这唯⼀拯
救者的需要就越重⼤。那在你四周的⾃信⾃恃，⽽不

知道⾃⼰贫穷可怜盲⽬的情形越⼤，那么你这⾃认看
⻅了罪 

还有⼀个此较更⼤的范围——郡就是普世的基督教
会。试想⼀下希腊东正教、罗⻢教以及更正教等等，
和属于他们千百万会友的情况，我们单单想⼀下那拥
有所谓公开」经和基本信条的更正教会吧。在其中不
知道有多少挂名⻔头上的教友和外表的仪⽂！在神的
圣殿中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体⾎⽓的操纵！神向着他
们掩⾯不顾的种种诺据，实在是难以枚举了！ 

那些⽬睹了上述情形⽽悲痛的⼈究竟要如何⾏呢？他
们当前的急务应该是： 

「我要等候那掩⾯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
他。」唯愿我们等候神，⽽谦卑的承认神⼦⺠昕有的
恶⾏。我们要花⼯夫在这⼀种操练上等候他。我们要
为着所有的信徒，我们亲爱的弟兄，等候神并存着柔
细的爱⼼代祷，不论他们在⽣活或教训上显出何等的
错谬。让我们⽤信⼼与期望来等侯他，直等到他向我
显明他必要垂听为⽌。唯愿我们将我们⾃⼰单纯的交
与他⽽等侯他，并恳切的祈求他打发我们到弟兄们那
⾥。我们要等侯神，⽽不给他休息，直到他使锡安成
为地上的喜乐。我们要安息在主⾥⾯，并耐性的等侯
他，因他正向着他许多的⼉⼥掩⾯不顾。我们要为着
他所有的⼦⺠⽽渴望他，仰起⾯光来注视说：「我等
侯耶和华，我的⼼等侯，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等
侯主、胜于守夜的等侯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
亮。」 

「我的⼼专等候神！」 

— 摘⾃“等候神”（慕安得烈） 

 

本⽉焦点是⼀对被差遣到中国宣教的模范夫

妇， 他们同⼼同⼯，远远的跑到中国服

侍。 他们将所领受到的教导毫⽆保留的与

⼈分享。 

最近我们教会收到了他们的来信，很感恩在

中国疫情严重爆发的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平

安喜乐的在中国服侍，兢兢业业的传授希伯

来语知识。愿上帝赐福他们⼀家，继续为他

们开路，为主作⻅证。 

Rue de l’Agréable Nuage Rose, le 29 février 2020 
Chère famille et chers amis, 
 

Les uns après 
l’autres ils apparaissent 
sur l’écran : annulé, 
annulé, annulé... c’est le 
suspens. On est à 
l’aéroport de Phuket en 
Thaïlande attendant 
l’info sur notre vol de 
retour à la maison à 
Chengdu. On vient 
d’avoir 12 jours de 
vacances, aussi pour 

rencontrer des chers amis qui ont quitté la Chine il y a une année. On 
est reconnaissants qu’on a pu venir en Thaïlande comme prévu 
malgré l’épidémie, mais maintenant on prie qu’on puisse retourner. Ça a fait du bien d’avoir ces 
jours sans masques et restrictions, mais notre coeur est avec tous nos amis en Chine qui passent par 

cette épreuve, et en ce moment on désire être nulle 
part autre qu’avec eux... annulé, annulé, vol pour 
Chengdu 10 minutes avant le notre : aussi annulé ! 
Notre vol de 00:25 pour Chengdu : Check-In 
Open !!! Merci Sr d’avoir ouvert le chemin.  

 

De retour, comme tout le monde dans le 
pays, notre devoir est de rester à la maison. On 
a un laisser-passez par famille pour pouvoir 
sortir de notre quartier gardé, une seule 
personne à la fois, masque obligatoire, de préférence une seule fois par jour. On ne peut visiter 
personne et personne ne peut nous visiter. La ville est vide, les restaurants et presque tous les 
magasins sont fermés. Tous les amis qu’on connaît dans les différents coins de Chine, en ville ou 

希伯来语⾔教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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