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崇拜 
教会恢复六⽉ 始每周⽇下午15:30-17:15， 6⽉教会崇拜同时
在线⽹上youtube直播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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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星期六早上9点-11点⽹上聚会 

洗礼 
已经报名洗礼的弟兄姐妹6⽉4,8⽇晚上洗礼上课，4位弟兄姐妹
分别在6⽉14，21⽇主⽇崇拜时间洗礼作⻅证，崇拜有现场直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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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分别通知各个上课时间，⽹课会在早上或中午，
结束后全家可以參加崇拜。 

会员⼤会 
6⽉28⽇17：30-19：00崇拜后实体会议，请教会会员务必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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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暑期⾳乐缤纷 band! 
教会举办少年乐团10-15岁对⾳乐有兴趣，在暑期7⽉3⽇到8⽉
20⽇星期五15：30-17：30教会练习，8⽉23⽇公 表演。请家
⻓为孩⼦填寫报名表，向负责⽼师Teresa报名。报名費CHF100 
元请转⼊PostFinance的帐户

Account number: 17-62686-0

IBAN: CH20 0900 0000 1706 2686 0

BIC: POFICHBEXXX

Name: L'EGLISE BIBLIQUE CHINOISE GE。                                

⽤银⾏收费凭证和填好的报名表报名。出席率达8 成以上的学員
在⼋⽉⼆⼗三⽇演出后可获全额退款。


教会清洁 
恩慈⼩家，6⽉20⽇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的，有牧

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基督
的身体， 直等到我们众⼈在真道上同归于⼀，认
识 神的⼉⼦，得以⻓⼤成⼈，满有基督⻓成的身
量。 

                                               - 以弗所书 4:11-13

⽇内瓦华⼈圣经教会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ENEVA

2019 – 2020年主题：
从⼼合⼀，传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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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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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全/赵云川

078 629 7081 
078 810 2636

主⽇崇拜服事表 报告事项

⽇ 期 6月7日 6月14日 6月21日 6月28日 7月5日

讲道
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领會 刘胜昆 林娜 ⻩⽉娥 Teresa Ken

领祈祷 ⻩⽉娥 苏雅丽 刘胜昆 朱霞雲 刘新

招待
Evelyn 
傅新红

⻩⽉娥 
Connie

郭晋 
傅新红

Fanny 
Evelyn

郭晋 
项祯怡

主⽇学 
⼩班

_ _ _ _ _

主⽇学 
中班

赵⾦环 傅新红 赵⽟曼 成帅华 吴迪

主⽇学 
⼤班

傅东波 周⻙伟 岳红 于燕 苏雅丽

主⽇学
少年班

袁之詠 
Daniel

⻩⽉娥 
Simon

David 
Nicolas

Teresa 
Titus

周⻙伟 
⻩越

主⽇学
⻘年班

教会崇拜 教会崇拜 教会崇拜 教会崇拜 教会崇拜

茶点 
清洁

_ _ 恩慈 
⼩家

⼴东话 
⼩家

⻘年 
⼩家

⼩家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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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宣教焦点 等候神—审判的施⾏者
「耶和华阿，我们在祢⾏审判的路上等候祢……因为祢在世上⾏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就学习公义。」赛廿六89。

「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祂的，都是有福的。」赛卅18

神是⼀位怜悯的神，也是⼀位审判(公平)的神。在他
对待世⼈的⾏动上，乃是怜悯与审判并⾏不悖的。即
如在洪⽔中，在以⾊列⼈蒙拯救出埃及的事上，在迦
南七族被克服毁灭的事上，我们都能看⻅怜悯总是寓
于审判之中的。在神⾃⼰⼦⺠的中间，我们也能看⻅
同样的原则，⼀⽅⾯是审判刑罚罪，⽽另⼀⽅⾯却是
怜悯拯救罪⼈。怜悯拯救罪⼈，但并⾮不理他的罪，
⽽是藉怜悯仍要使审判临到罪。我们在等候的事上，
千万不要忘记这⼀点，我们既然等候他，就必须接受
他为施⾏审判的神才对。

「耶和华阿，我们在祢⾏审判的路上等候祢。」这个
在我们内⼼的经历中是能以证为确实的。倘若我们是
真诚渴慕成圣的话，在我们的祷告中要完全成为主的
⼈，他圣洁的同在就要唤起并揭穿那潜伏中的罪，⽽
使我们因着我们罪恶的天性极其哀痛⾃卑，并为着我
们对神律法的背逆，和对遵⾏律法的⽆能⽽极其哀痛
⾃卑。那时就要应验下⾯的话说：「他来的⽇⼦，谁
能当得起呢？因为他如炼⾦之⼈的⽕。」「愿祢裂天
⽽降，好象⽕烧⼲柴，⼜像⽕将⽔烧 ！」神乃是在
极⼤的怜悯中⽤他的审判对付罪，⽽使⼈⾥⾯觉得其
邪恶与罪愆。许多⼈常企图逃避这些审判，但是⼀个
寻求神⽽要蒙神拯救脱离罪的⼈，乃是存着谦卑盼望
的⼼⽽俯伏在神审判之下。他的⼼要在安静中喊说：
「哦！耶和华！兴起，使祢的仇敌四散，我们在祢⾏
审判的路上等候祢。」

但愿那些追求学习这⼀种等候神蒙幅的艺术者，若在
起初等候他的时候，只发⻅了他更多的罪恶⿊暗的
话，千万不要感觉诧异。也不要因着⼀些未能胜过的
罪，邪恶的思想或重⼤的⿊暗显然的遮掩了神的⾯，

⽽⼼灰⽓馁。当神的爱⼦——他怜悯恩赐的负荷者在
各各他时，怜悯岂不是好象隐藏丧失在审判中了吗？
哦，但愿你能在⼀切罪的审判下降服⾃卑，审判是
路先锋，然⽽⾄终必要藉奇妙的怜悯⽽彰显出来。经
上说：「钖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总要⽤信⼼等候
神，他那柔细的慈怜要藉着审判，将他的救赎成全在
你⾥⾯。所以要等候他，他必要施恩与你。

此外还有另⼀种的应⽤，乃是⼀个⾮常严肃的。我们
乃是在他⾏审判的路上，期望他临到这⼀个⼤地上，
我们正是为此⽽等候他。这是⼀个何其严肃的思想！
我们是深知这些将要来临的审判，我们知道有不计其
数挂名教友是过着⼀种糊涂的⽣活，他们若是没有悔
改的话，就必要在神的⼿下灭亡。哦，我们岂不肯尽
我们所能的去警告他们，为他们代求，以致神向他们
⼤施怜悯吗？我们若是感觉缺乏勇敢，热忱，和能
⼒，我们岂不要 始更专⼀恒切的等侯他为⼀位审判
的神，并且求他显示出他乃是施⾏审判在我们亲友身
上的主，以致我们对他起了⼀种新的敬畏，⽽较以往
更加迫切的发出祷告吗？诚然，等侯神并⾮是⼀种属
灵上的任性放肆。其主要的⽬的乃是要让神和他的圣
洁，基督和那死在各各他⼭上的爱，圣灵和那在天上
燃烧⽽⼜来到地上的⽕，完全的占据了我们，以致我
们要⽤等侯那⾏在审判路上之神的信息来唤醒警告世
⼈。哦，基督徒阿，证明出你所信的乃是⼀位施⾏审
判的神！

「我的⼼专等候神！」

— 摘⾃“等候神”（慕安得烈）

云彩⾏动愿以真诚的爱与⾏动，扎根贫困的乡村，帮

助及祝福贫困地区的孩⼦，帮助社会上最边缘、最⽆

助的残障孩⼦及其家⼈，不但赋予教育及基本⽣活的

需要，更重要是让每个受益⼈的⽣命得着改变，拥有

喜乐与盼望，通过整合社会各资源，借着⼈与⼈彼此

的关爱和帮助，发挥⼈世间的真善美，如云彩围绕般

的温暖和关爱，滋润每⼀个宝贵的⽣命。 

在中国南宁云彩康复中⼼现时共有107名孩⼦在康复
中⼼上课。在中国⼤化云彩关爱中⼼现时共有8个助
养家庭，为98名孤⼉（53名男孩，43名⼥孩）提供⽇
常起居的⽣活照料。云彩同样关怀⽣活在⼤化⼭区的

散居孤⼉，去年共为83名⼭区孤⼉提供经济援助。 

越南云彩康复中⼼位于越南河内参照南宁云彩康复中

⼼的授课模式为特殊⼉童进⾏康复训练。 2019年，
康复中⼼共有2名导师，为12名孩⼦提供康复训练。
云彩伊甸残障⼉童中⼼有360名有残殊需要的⼉童提
供康复服务。伊甸云彩家园在2019年助养了约111名
孤⼉，同时计划在2020年收容多20名孤⼉，我们会为
每个助养家庭提供不同颜⾊的家庭服。伊甸云彩惠普

⻘年中⼼是⼀个在2020年2⽉ 展的新项⽬，现时有

23名学⽣, 希望共有80名学⽣，成⽴这个项⽬有两个
⽬的。 

最近，云彩亦为⼤约150个受新冠肺炎影响，陷⼊⽣
活困难的缅甸贫困家庭提供了紧急援助。

云彩⾏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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