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崇拜 
主⽇崇拜有实体崇拜（上限⼈数25⼈）和线上崇拜（YouTube直
播＋zoom）每周⽇15:30-17:30。Zoom ID 7924099706 密码
123456. YouTube直播频道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
UCcXcop-AbIJrzj8gQRngc-w

祷告会  
每周⽇崇拜前14:30-15:10祷告会实体在教会和连线祷告。请留
意教会祷告群连线信息。 
每⽉第⼀个星期六早上9:30-11:30教会祷告会。2⽉6⽇，3⽉6
⽇有祷告会。 

⼉童主⽇学 
主⽇学少年班，⼤班和中班在每周⽇早上10:00 和11:00 分班
zoom上主⽇学。每⽉最后的周⽇有合并班主⽇学也是zoom上
课。 

牧师师⺟安息⽉ 
牧师师⺟在2⽉16⽇⾄3⽉16⽇在瑞⼠德区有安息⽉。教会各种
事务可以向教会各个⻓⽼查询。 

庆祝春节 
2⽉14⽇主⽇崇拜是年初三，教会有春节福⾳信息，实体崇拜有
春节庆祝活动和紅包加⼩礼物。请弟兄姐妹邀请新朋友参加实体
崇拜和也可在线上听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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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2你在

许多⻅证⼈⾯前听⻅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能

教导别⼈的⼈。 

提摩太后书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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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更新，传承⽣命

周⼀ 
14:00-16:00

喜乐⼩家    
⻨宝桢

076 493 3753  

周三 
20:30-22:00 

弟兄⼩家 
刘胜昆/郭晋 

076 393 08 28  
078 693 87 65 

隔周四  
09:00-11:00

路得⼩家    
刘新/梁伟

076 769 2667 
078 692 5675

周五 
19:00-22:00

恩慈⼩家    
⻩越/洪品琇

076 250 4363 
+33 6 95 04 99 91

周五  
13:45-15:45

新天地⼩家 
Natacha/Evelyn

078 790 88 66 
079 282 50 74

隔周五 
19:00-22:00

提摩太⼩家    
袁之詠/苏雅丽

076 620 1042  
076 286 9312

隔周六 
14:30-16:30

⼴东话⼩家    
李少娴

079 895 9325 

周六 
16:00-18:00

⻘年⼩家    
Ken/David 

078 629 7081 
078 730 6389

主⽇崇拜服事表 报告事项

⽇ 期 2月7日 2月14日 2月21日 2月28日 3月7日

讲道
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Nick 
Cole

楼健 
弟兄

林晓恬 
传道

领會 ⻩⽉娥 Teresa Ken 舒俊 David

领祈祷 刘胜昆 苏雅丽 刘新 朱霞雲 苏雅丽

招待
傅新红 
刘桂芳

⻩越 
⻩⽉娥

陈冠鸣 
朱霞丽

郭晋 
项祯怡

Natacha 
Evelyn

主⽇学 
⼩班

/ / / / /

主⽇学 
中班

赵⾦环 成帅华 傅新红 Natacha 
Evelyn

Alice

主⽇学 
⼤班

岳红 赵⾦环 傅东波 Natacha 
Evelyn

于燕

主⽇学
少年班

⻩越 
Simon

⻩⽉娥 
Daniel

袁之詠 
David

Natacha 
Evelyn

Teresa 
Titus

茶点 
清洁

恩慈 
⼩家

弟兄 
⼩家

⼴东话 
⼩家

⻘年 
⼩家

提摩太 
⼩家

⼩家聚会 2021年2⽉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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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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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宣教焦点
神向我们彰显的⼤能

“神说了⼀次、两次，我都听⻅，就是能⼒都属乎神。”（六⼗⼆ 11）

我⽣在机械时代的⼈，常会忘记这个事实:在神以外，就
没有能⼒。⼀切能⼒(⽆论是有形的，或出于理智的，或
发乎道义的，或属乎灵界的)都藏在神⾥，从祂涌流出
来，⾄终仍归回祂那⾥。祂创造天地时所运⾏的，以及在
⼀颗原⼦或⼀⽚星河丧运⾏的⼤能，⾄今仍属祂所有。

有⼈认为能⼒是可以脱离神，独⽴地发挥的。这种观念⼤
错特错。⾃然界的⼒量其实就是神充满宇宙的明证，这个
真理穿插在约伯记、箴⾔、传道书、诗篇，甚⾄各先知书
中。 新约圣经⾥，使徒约翰和保罗所写的书信，亦与这
些旧约书卷所讲的互相呼应。希伯来书便记载了基督如何
⽤祂满有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不要以为神的能⼒只是⼀股不受控制、没有理性的能源，
像闪电旋⻛般，⽆⽬的地在天地间肆虐。这观念之由来源
⾃⼀些教导圣经的⼈，他们不断提起英⽂ “dynamite”(炸
药)⼀ 字——源出于希腊⽂“能⼒”(dunamis)⼀字。⽆怪乎
好些敏感的基督徒在接受了这解释 以后，对这⼀股具破
坏性⽽⼜⽆从预知的⼒量望⽽⽣畏。

神是三位⼀体的。这位完整的、不能分割的三⽽⼀的神，
在旧约时期曾向以⾊列⼈启示⾃⼰是唯⼀的真理，直到如
今，这仍是基督教教会所坚信的。这完整的属灵统 ⼀
性，不但 说出神只是有⼀位，还说明这三位⼀体的神是
完全合⼀的，不是可以分割的部分。费伯 (Faber)的诗句
正好歌颂这个真理:

⽆底的深海啊!
⼀切⽣命都出于祢，
祢的⽣命正是那有福的整体。
万物都本乎祢，
祢所做的⼀切⼤⼯，
都是为了荣耀祢的完整独⼀性。
祢是独⼀⽆⼆的，
正因如此，
祢就能作⼀切，也成就了⼀切。

所以，神不单拥有⼤能，祂本身就是能⼒的泉源，就如智
慧和慈爱⼀样。我们可以这样说: “神的⼤能，是祂⾃⼰的
⼀⾯，与祂的本体绝对不能分割。”如果以为神能⼒的运
⾏，是盲⽬⽽偶发的话，就中了唯物论的流毒。这⽆疑是
认为神的⼤能只是神⼀切属性 (包括祂 的智能、慈爱和公
义) 以外的东⻄，就如想象出来的⼀种既不能捉摸，且⽆

定向的能⼒ ⼀般，根本不存在，亦不可能存在。神的⼤
能与祂⾃⼰的意旨是完全合⼀的。这⼤能只遵依祂的意愿
运⾏，与祂的⼤爱和公义合⽽为⼀。从我们有限的眼光来
看，祂的⼤能就是祂完全本质的⽆限动⼒，亦是圣神运⾏
中的动⼒。

神是个灵，所以基本上祂创造的宇宙是属灵的。科学从来
远远赶不上启示，甚⾄现在的科 学也发现了物质不是如
以往所认为的固体实质。科学家不时在根本的观念上 改
变他们的 看法，所以我不想引⽤他们的话来证实基督教
的真理;但科学家发现了物质的原⼦定律， 它跟圣经中所
说⼀切被造之物皆源⾃那永恒的道，竟然如此吻 合，真
是奇妙!难道真如 ⼀些神秘主义者所相信，所有在天上的
和在地上的、能⻅和不能⻅的，都是神⼤能的彰显?

神⼀切属性都是⽆限的。在祂⾥⾯隐蔽着⼀切能⼒;所有
运⾏中的能⼒都属于祂，甚⾄作恶的⼒量也必须先从祂那
⼉来，否则没有可能有其他能源。撒但 (那称为早晨之⼦
的) ⾼举⾃⼰，牠的⼒量也是先从神那⼉得来;可是，牠没
有善⽤这些⼒量，结果令⾃⼰沦为魔⻤。

⼈因为犯罪，结果对神和宇宙的认识就有了混淆，叫⼈丧
失了对许多事物的判断能⼒。保罗曾提及“不法的隐意”，
我们就凭着他因圣灵感动⽽写出来的话，去领会 那关乎
罪的事。 聪明的⼈当然会知道我们不能领会的事虽多，
但不会影响我们的得救;因为使我们得救的 真理是我们所
能明⽩的。

真正的基督徒知道⼀件事:全能的神⽤⽆穷的⼤能环绕
着、包围着、保守着我们，使我们 得着那救恩。让我们
⽤信⼼仰望神，“并知道祂向我们这信的⼈所显的⼤能 ⼤
⼒，是何等 浩⼤，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所运⾏的⼤能⼤
⼒，使祂从死⾥复活，叫祂在天上坐在⾃⼰的 右边”(弗
⼀ 19-20)。

摘⾃ 摘⾃“午夜的复兴”--- 陶恕 

作为⾮营利组织，位于南⾮的《天⽗之家》 iKhaya 
LikaBaba 旨在为孤⼉提供⼀个安全、健康和充满上帝慈爱
的家园，使那⾥的孩⼦们在身⼼灵各个⽅⾯⻓⼤且成熟。

天⽗之家的活动基本是围绕着孩⼦们成⻓的各⽅⾯需要，
除了⾐⻝住⾏，每周孩⼦们都会到天⽗之家所在地的教会
学习和崇拜。 

在去年的圣诞节，⼯作⼈员组织各样的活动和孩⼦们⼀起
庆祝耶稣的降⽣，同时也使孩⼦们享受到没有缺乏的爱。

若是你愿意，可以为那⾥的⼯作⼈员和孩⼦们祷告：

他们感谢上帝信实、充⾜满溢的供应，他们期待将上帝的
爱传递给周围的社区。

恳求上帝保护他们在疫情期间身体健康，⼼灵强壮。

谢谢⼤家。

南⾮天⽗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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