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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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会祷告为5⽉7
⽇19：30-21：30 。⿎励兄弟姐妹参与，借着祷告托住教
会。 

⼉童主⽇学 
每周⽇早上崇拜前，按约定时间有中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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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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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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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赐给你们⼀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
此相爱的⼼，众⼈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徒

了。 
                                               - 约翰福⾳ 13:34-35

⽇内⽡华⼈圣经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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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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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宣教焦点 等候神—启示他⾃⼰
「到那⽇⼈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祂，祂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祂，我们必因祂的救恩，欢喜快乐。」赛廿五9

我们从这段经⽂中可以获得两个宝贵的意思，其
⼀， 這是⼀班曾经联合等候神的⼦民所发表的⾔
语，其⼆，他们等侯神的结果乃是启⽰了他⾃⼰，以
致他们能欢喜快乐的喊着说：「看哪！这是我们的
神，这是耶和华。」这⼀种同⼼合意等侯的能⼒和祝
福乃是我们急需学习的。

请注意这⾥曾两次重复说：「我们素来等候主。」在
患难之秋，⼦民的⼼已经联合在⼀起，他们既然从⼈
⽅⾯的帮助完全绝望了，就⼤家同⼼合意的来等侯他
们的神。这岂不正是我们在教会中、培灵⼤会中和祷
告会中所最急需的吗？这岂不是教会和世界重⼤的需
要所应当要求的急务吗？在基督的教会中，岂不是有
些罪恶乃⼈的智能所不能解决的吗？在我们当中岂不
是那些礼仪、理智、形式、和世俗使教会软弱⽆能
吗？我们的灵命岂不是正受着⽂化、⾦钱及娱乐的威
胁吗？教会的⼒量岂不是绝对⽆能去对抗⽆神主义、
不法势⼒吗？在神的应许和圣灵能⼒中岂不是⾜够应
付这需要，⽽使教会放胆笃信祂正在答应神对教会的
要求吗？联合⼀致为着圣灵的供应⽽等候神，岂不正
是那急需的祝福吗？我们对此乃是毫⽆疑义的。

要知道在聚会中那特别专⼀等候神的⽬的，乃是与我
们个⼈的敬拜完全相同的。这个会意味着⼀种深切的
感觉说，神必要⾏作⼀切，更谦卑继续的进到我们绝
对的⽆能中，更完全永恒的需要倚靠他，并且有⼀种
更切实的感觉说，那最基要的事就是予神⼀种尊荣权
能的地位，⽽且笃信的期望说，神对于那些等侯他的
⼈，必要藉着他的灵使他们知道何为神悦纳同在的秘
诀，况且他必在合宜的时候，启⽰出他拯救的能⼒
来。那最⼤的⽬的就是要带领每⼀个在祷告敬拜集会

中的⼈，在意识中深深地感觉神的同在，及⾄他们彼
此分别时，就会有⼀种感觉说，他们曾经遇见了神⾃
⼰，并且曾经将⼀切需要都交在他⼿中了，⽽现今只
有安静的等侯着他救恩⼯作的成全。

在本節经⽂中所指明的，就是这⼀个经历。这些话的
应验常常可能是神能⼒特殊的彰显，以致⼤家都能联
合⼀致的呼喊道：「看哪！这是我们的神，这是耶和
华！」也可能是当神的于民在等候的时⾠中，深深地
感觉神的同在⽽满了圣洁的敬畏说：「看哪！这是我
们的神，这是耶和华！」在这⼀种属灵的经历中，这
些话语也同样成为真实。何等可惜，这⼀个正是我们
敬拜聚会中所最缺少的。⼀个虔诚的教牧最困难、最
重⼤、最蒙福的⼯作，莫过于带领神的⼦民出去迎见
神，⽽同时在他讲道之前，能带领每⼀个听道者與神
有接触。「现今我们都在神⾯前……」这就是哥尼流
对彼得所讲的话，由此可见彼得的听眾，是如何准备
接受圣灵的浇灌。在神⾯前等侯、等候神、侍候神乃
是神彰显他同在唯⼀⽆⼆的条件。

⼀班信徒为着⼀个共同的⽬的⽽聚集，为要藉着间歇
安静的⽚刻彼此帮助，⽽单纯的等候神，以致敞开⼼
来接受神所赐任何对于罪恶崭新的发见，神旨意，以
及神⼯作⽅法的新纪元，⽽⽴刻就应当喊说：「看
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
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
恩欢喜快乐。」

「我的⼼专等候神！」

— 摘⾃“等候神”（慕安得烈）

基督教华侨布道会（简称COCM）是⼀个不分
宗派的差会，⽬的是透过多元化的事⼯，把基督
的福⾳传给在欧洲的华侨，进⽽影响当地居民。
经过70年的发展，我们的组织不断扩⼤，⼯作范
围遍及英国和欧洲⼤陆各国，吕⼦峰牧师是
COCM总⼲事。异象是「神恩泽侨胞，福⾳遍
全欧」。

向欧洲华⼈传福⾳，优先向现存教会或福⾳机构
接触最少的群体传福⾳，并⿎励以新的跨⽂化布
道模式，向讲当地语⾔的⼈传福⾳。

近年来有⼤量的中国⼤陆留学⽣涌⼊英国和欧洲
⼤陆，他们可以成为将来教会在英国、欧洲、中
国和世界的中坚⼒量。因此，我们需要差派学⽣
⼯作者到主要的⼤学或中国学⽣聚集的地⽅，与
华⼈、当地⼈教会，以及其他差会合作，展开向
中国⼤陆学⽣传福⾳的⼯作。

COCM宣教中⼼是主要的培训基地，提供有系
统并适合华⼈教会的培训体系。加强门徒培训和
圣经教导，让教会领袖可以有更好的装备来事
奉。

学⽣门徒营是 COCM 在每年复活节和年终期间
举办的⼤型基督徒栽培造就性营会。其主要⽬的
是藉着营会挑战基督徒在主⾥的⽣命，学习顺
服、委⾝、跟随、彼此扶持，彼此服事。

基督教华侨布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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