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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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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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星期六早上9点-11点在线上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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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清洁 
⼴东话⼩家，8⽉8⽇

提摩太&路得⼩家， 8⽉29⽇


野外崇拜 
8⽉30⽇我们进⾏野外崇拜。

时间下午15:30, 在Hôtel du Parc des Eaux-Vives朝向湖
⾯的⼤草地上。可乘坐2，6路公⻋在Parc&Plage des  
Eaux-Vives站下⻋。

⼜有落在好⼟⾥的，就发⽣⻓⼤，结实有三⼗倍

的，有六⼗倍的，有⼀百倍的」； ⼜说：「有⽿
可听的，就应当听！」 

⻢可福⾳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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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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9日 8月16日 8月23日 8月30日 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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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

葛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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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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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

领會 林娜 ⻩⽉娥 Teresa Ken David

领祈祷 ⻩⽉娥 苏雅丽 刘胜昆 野外崇拜 朱霞雲

招待
Lydia 
Fanny

Natacha 
Evelyn

郭晋 
项祯怡

傅新红 
郭晋

郭晋 
项祯怡

主⽇学 
⼩班

_ _ 项祯怡 周洁 洪品琇

主⽇学 
中班

傅新红 赵⾦环 傅新红 成帅华 Alice

主⽇学 
⼤班

苏雅丽 岳红 周⻙伟 赵⾦环 傅东波

主⽇学
少年班

Teresa 
Titus

袁之詠 
Simon

⻩越 
Timothy

野外 Daniel 
Nico

主⽇学
⻘年班

Ken 教会崇拜 教会崇拜 教会崇拜 教会崇拜

茶点 
清洁

⻘年 
⼩家

恩慈 
⼩家

兄弟 
⼩家

野外 ⼴东话 
⼩家

⼩家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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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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宣教焦点
等候神—为全能者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却不疲乏。。」赛四⼗31

等候常使我们有份於我们所仰慕等候者的某⼀种品
格。我们的等侯神⼤半是根据我们相信他是怎样的⼀
位神⽽定的。上⾯的经⽂乃是⼀段的结论，神启⽰他
⾃已为那永远全能的神。当这⼀个启⽰进到我们⼼中
时，我们的等侯就必成为我们对他的认识的⼀种⾮常
⾃然的表征，他诚然是⼀位⾮常值得我们等候的神。

试听下⾯的经⽂：「雅各阿，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
耶和华隐藏……你为何⾔，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
呢？」

是的，「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你我都知道鹰的
翅膀代表何意。鹰乃是鸟中之王，他总是在天上⾼空
那⾥翱翔的。照样信徒也要在神的同在爱与喜乐⾥⽽
活出⼀种天上的⽣活来。他们应当活在神⽣活的地
⽅，他们需要神的能⼒⽽上升到那⾥。神必要将能⼒
赐给⼀切等候他的⼈。

你或许想知道如何能得到鹰的翅膀？惟有⼀个⽅法，
那就是由鹰⽽⽣。你乃是由神⽽⽣的。你也有好象鹰
⼀般的翅膀，你可能未曾知道，你也可能未曾⽤过翅
膀，但是神能够⽽且必要教你如何运⽤翅膀。

你明⽩鹰是如何受教去运⽤他们的翅膀。试看⼀下在
那超过海拔⼀千尺的悬岩绝壁那⾥。试看⼀下在那盘
⽯之上⾼⾼的礁脊那⾥，有⼀個鹰的巢，其中有两只
雏鹰好似宝物⼀般。试再看⼀下那母鹰来了，就搅动
她的巢，并⽤她的咀啄去推动那些胆怯的雏鹰到绝墅
之下。试看它们如何拍翼震动⽽向深⾕处下坠。请参
看申命记〺⼆11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
两翅摄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当他
们乘坐在她翼之上时，她就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

她就是⼀再再三的如此⾏，每⼀次都是把他们扔在那
绝壁之上，然后又再把他们接取⽽背起来。「这样耶
和华独⾃引导它。」那母鹰的本能乃是天赋的恩赐，
照样全能者也是⽤他爱的光线来训练他的⼦民如鹰展
翅飞翔上腾。

他会搅动你的巢窝，他有时会令你遭遇失望灰⼼。他
要使你的⾃信⼼崩溃，当你精疲⼒竭，⽽感觉⾮常疲
惫⽆望时，他可能使你恐惧战兢，正在其时他就要展
开他那刚强有⼒的翅膀，⽽使你的软弱有所依靠，并
显出他⾝为造物主那永远的能⼒⽽在你⾝上⼯作。他
所要求你的，就是你要在你的疲惫情形中俯伏下来⽽
等候他，让他以耶和华⾝份的能⼒来把你背在他那全
能的翅膀之上。

神亲爱的孩⼦阿，我劝告你要举⽬⽽观看你的神！试
听这⼀位说「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并应许你也
不困倦，不疲乏，他除了这⼀件事之外，并⽆其它要
求，这⼀件事就是你应当等候。哦！你难道不肯答应
神的要求，⽽单单安静的让他⼯作吗？唯愿你能回应
说：「我所得到的神，乃是⼀位何等⼤能，何其忠
信，何其柔情的神！」

「我的⼼专等候神！」 

                                                                —慕安德烈                                                                 

从严热的中东送上我们亲切的问安，在疫情期间，愿耶和华
赐福保护你们。转眼间我们在P 国服事已是第六个年头，谢
谢你们⼀如既往的关爱，借着你们的祷告和奉献，激励我
们，在任何的景况中想到有你们同⾏，是我们的安慰。 

P 国位于中东，99.8% 公⺠是穆斯林，⽽他们⼤都是和平友
善的，他们很传统，对⾃⼰信仰很坚持，也有不少本地⼈，
特别是年⻘的⼀代，⼼灵的深处对伊斯兰信仰已有很⼤的空
洞、不满⾜，但伊斯兰不单是他们的信仰，更是他们的传
统、是⽂化、是社会、是家庭、是他们个⼈的身份，离开伊
斯兰就是叛教叛徒，是对个⼈的内⼼世界和外在环境的完全
癫覆，除⾮『他发现了⼀颗极贵重的珍珠，就离去，变卖了
他的⼀切，来买那颗珍珠。 』(太⼗三46) 我们也曾亲眼⻅过
有⼈为这「珍珠」变卖⼀切，并摆上⾃⼰的⽣命⽽得着⽣命
的。我们也遇到不少善良的朋友，被这个信仰所蒙蔽蒙骗，
他们落在⿊暗⾥，纵然他们谨守他们的「五功六信」，但他
们仍然得不着「永⽣的把握」，他们需要真光，他们需要知
道唯有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命」，若不是借着主耶
稣，没有⼈能到天⽗（天堂）那⾥去。我们是为此被差到这
⾥作「地⾯部队」，谢谢你们作「空军」，⽤祷告为我们挪
去敌挡「福⾳」的障碍。 
去年底我们经历了⼀次在事奉上的「伤痛」。我们服事了四
年半的⼤学书店被迫结业，虽然消息蕴壤了⼏个⽉，却在三
天内成真。最后三天仍有学⽣使⽤书店的服务，我们⼀边赶
忙执拾，⼀边仍要正常⼯作，仓促得没好好的跟⼤学⾥认识
的朋友认真道别。 

虽然我们看不⻅、听不⻅神的⼯作，但祂没有停⽌⼯作，
『⼈⼼筹算⾃⼰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箴⼗六
9) 。在⼀百多年前，第⼀位踏⾜此地的宣教⼠在市中⼼的市
集开设了⼀间书店，多年的变迁，这铺位现在空置着，就在
此时，神让我们奇妙地联系上业主，并能以市价的⼀半租⽤
这物业。这个商店旁的⼩路，是直达⼀间有⼆百多年历史的
印度庙堂，新店的周围就是售卖敬拜那偶像的东⻄，我们将
要⾯对的不单是伊斯兰，也加上这偶像，『我们并不是与属
⾎⽓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
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争战。 』。我们⼀⽅⾯感谢神的
供应，另⼀⽅⾯⾮常战兢的接受这挑战，弟兄姐妹，你愿意
作我们的「同袍」吗？ 

感恩代祷 
1) P国的疫情严峻，没有受控的迹象，为我们团队各⼈平安⽆
恙感恩。2) 我们被安排到商场书档当值，另外我们仍继续学
习语⾔，⽹上课程和本地⼈的事⼯，本来已颇忙碌，现在还
加上新店的筹备⼯作，请为我们在时间上的分配，作息有序
祷告。3) 市集书店的筹备：我们计划是⼋⽉中签租约、九⽉
开始装修，⼗⼀⽉开始营业。请为我们团队同⼼合意的筹
划、装修费⽤的需要、疫情下许多不明朗的因素祷告。我们
愿意祂的国降临，祂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亚居拉 百基拉 中东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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