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崇拜 
教会崇拜继续同时在教会和在线直播，每周⽇下午15:30-17:30. 
请留意教会群的连线信息。

祷告会  
每星期天崇拜前14:30-15:10 祷告会连线祷告，请留意教会祷告
群的连线信息。 
每个⽉第⼀个星期六上午9:30-11:30教会祷告会，牧师带领弟兄
姐妹在线上⼀起祷告。12⽉5⽇，1⽉2⽇有祷告会。 

⼉童主⽇学 
因为疫情的关系，主⽇学少年班，⼤班和中班是⽤zoom在星期
天早上上课。 

将临期崇拜 
4个星期的将临期崇拜，点蜡烛预备⼼迎接新⽣王耶稣基督道成
⾁身来到世界。敬拜组实体在教会带领敬拜，同时在线直播。请
⼤家早5分钟上线，可以彼此问安，并预备⼼等候主。线上崇拜
与在教堂的区别仅仅是地点不同，请穿着整⻬，带着敬虔的⼼，
在线敬拜主。 
zoom直播⽇內瓦華⼈聖經教會主⽇崇拜 03:20 PM  
https://us02web.zoom.us/j/7924099706?
pwd=RldGdElCbEdKMDBqT1dLdS8rQ2lUdz09 
Meeting ID: 792 409 9706 
Passcode: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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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节实体崇拜 
12⽉20⽇预计可以实体崇拜。请⼀起邀请朋友到教会参加圣诞节
庆祝会，并每⼈带上⼀份包好的礼物（约值CHF10）彼此献出礼
物，体验神献出他⼉⼦耶稣基督给世⼈，⼤家接受礼物领会神的
⼤爱。


教会清洁 
12⽉26⽇恩慈⼩家负责清洁教会。

6因有⼀婴孩为我们⽽⽣；有⼀⼦赐给我们。政
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全

能的神、永在的⽗、和平的君」。  

以赛亚书9:6

⽇内瓦华⼈圣经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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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1年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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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6:01 

弟兄⼩家 
刘胜昆/郭晋 

076 393 08 28  
078 693 87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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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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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David 

078 629 7081 
078 730 6389

主⽇崇拜服事表 报告事项

⽇ 期 12月6日 12月13日 12月20日 12月27日 1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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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娥 Teresa 林娜 Ken David

领祈祷 刘胜昆 朱霞雲 苏雅丽 Connie 刘胜昆

招待
/ / Natacha 

Evelyn
刘桂芳 
陈冠鸣

郭晋 
项祯怡

主⽇学 
⼩班

/ / / / /

主⽇学 
中班

Alice 吴迪 赵⾦环 Natacha 
Evelyn

成帅华

主⽇学 
⼤班

傅东波 于燕 周⻙伟 Natacha 
Evelyn

岳红

主⽇学
少年班

⻩⽉娥 
David

袁之詠 
Daniel

Teresa 
Titus

Natacha 
Evelyn

⻩越 
Simon

茶点 
清洁

弟兄 
⼩家

⼴东话 
⼩家

⻘年 
⼩家

提摩太 
⼩家

恩慈 
⼩家

⼩家聚会 2020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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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s02web.zoom.us/j/7924099706?pwd=RldGdElCbEdKMDBqT1dLdS8rQ2lUdz09
https://us02web.zoom.us/j/7924099706?pwd=RldGdElCbEdKMDBqT1dLdS8rQ2lUdz09


1 2⽉宣教焦点
在扭曲世界中的盼望—将临期反思

以赛亚书九章⼆节：「在⿊暗中⾏⾛的百姓看⻅了⼤光；住在死荫之地的⼈有光照耀他们。」

基督将临，祂要来到世上，因为祂就是那光，祂是真光。

我们在世上的⼈都是在⿊暗中⾏⾛，世界已经堕落，我们

都在扭曲世界之中，活在罪中。我们都是⼀群活死⼈。主

耶稣来到世上，祂为我们死，钉在⼗字架上。然⽽，祂胜

过死亡，⼗字架成为了盼望。祂不是单单死在⼗字架上，

祂死后复活了。基督要为我们的罪，承担我们的忧伤与痛

苦，因为祂是复活的基督。⼗字架并没有因为基督的复活

⽽消化，基督⼿上的钉痕仍然留在复活的身体上，永不消

失。因为⼗字架是基督再来的盼望，是我们在死荫之中的

⼈，被基督拯救的记号。我们这些住在⿊暗中的⼈，基督

要拯救，祂就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我们。

在这个不完美、破碎的世界⾥，或因罪恶的影响，或因⽣

命的⽆奈，悲剧与死亡总是每天不断地发⽣。我们这个扭

曲的世界，因着各种原因，不同的地⽅有战争残杀⼈⺠、

有谎⾔迷惑⼈⼼、有被政治压制的；也有因为不公的社会

制度⽽被苦害的；更加有因为宗教不同⽽受到逼迫和伤害

的。基督要来把这个扭曲的世界更正，祂是真光，祂是唯

⼀真理，祂要照亮这个⿊暗的世界。基督要重新塑造这个

世界的⽣命。耶稣的复活，把死亡废弃，却保留了复活的

基督。在死亡中复活的基督，祂要再来，要把这个世界的

秩序全然的否定。基督要我们在世界中能得到祂的⽣命能

⼒，祂要我们与祂⼀样，⼀同复活，活在真光之中，得着

⽣命的盼望。主耶稣是要向贫穷⼈、虚⼼的⼈报好信息；

医治伤⼼、哀恸的⼈；安慰所有悲哀的⼈。主耶稣紧抱着

我们，让我们感受被祂的爱环抱。基督来临，是为了要⽤

爱把我们释放。

基督将再次降临，祂在世时，以真光照亮了⿊暗。祂呼召

了我们成为教会，学祂⼀样照亮别⼈，祂要我们服侍那些

在世界边缘被遗忘的⼈。主耶稣曾说服侍⼩⼦中 ⼩的⼀

位，就是服事祂。当我们向⼀个陌⽣⼈传递⼀杯凉⽔，其

实就是对着主耶稣做。这⼀刻，我们其实是在参与基督在

⼗字架上的受苦。任何⼀个⼈在痛苦中，我们就应在他的

身上看到基督的影⼦，任何替这位不幸的⼈所做的，都是

替基督所做的。饥饿的、⼝渴的、离乡别井的、⾚身露体

的、患病的和被囚的，祂都施以慈爱和怜悯。当我们怀着

盼望，⾛到基督的⼗字架前，祂就会让我们得到安慰。上

帝要帮助我们⾛出悲伤，⾛过⻛暴，祂要使我们胜过苦

难，得着盼望，重新得⼒。我们在⼀切患难中，主耶稣就

是我们的安慰，祂让我们从伤痛中⾛出来，怀着盼望去安

慰那些遭遇各样患难的⼈。

当我们因着那些被罪恶捆锁的灵魂祷告时，上帝要将救恩

临到世⼈的⽣命中，主耶稣要亲⾃释放这些被捆绑的⼈。

当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公义，当我们看到⼈被许多不法

与罪恶正在吞噬着，道成⾁身的基督，就怀着悲天悯⼈的

胸怀，安慰世⼈。我们就借着服侍他者的⾏动、⾔语迎接

基督的再来，我们告诉邻舍我们所信的神是怜悯世⼈的上

帝，是与孤⼉寡妇、贫穷、边缘群体同⾏的上帝。主的⻔

徒，就是要⾛进那些⽣活劳苦的群众中间，邀请世⼈在基

督再来之前，得着盼望，与基督⼀起经历死荫中被真光照

亮的滋味。

约翰福⾳⼀章九节：「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所有

的⼈。」

摘⾃ 基督教周报 第2781期 2017.12.10

亲爱的⽇内瓦华⼈圣经教会的牧⻓同⼯、弟兄姐妹，

在当前疫情中，求主赐你们平安！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2020年就要过去了。今年是不平静的⼀年。
新冠疫情的爆发并迅速蔓延，不但夺去许多⼈的⽣命，也使各地
经济迅速下滑，从⽽给⼈们带来极⼤恐慌。然⽽，作为神的⼉
⼥，在世界⼀⽚混乱的状况下，我们⼼⾥却有主耶稣赐的平安。
我们实实在在的感觉到：“洪⽔泛濫之時，耶和華坐着為王”（詩
篇、29篇、10节）。

在疫情严重，政府封城的状况下，教会的主⽇敬拜、团契聚会以
及祷告会都改在⽹络上进⾏。感谢神，聚会不但照常举⾏，参加
的⼈数反⽽增加。当疫情稍有减轻的时候，主⽇也恢复实体聚
会。⽆论实体还是⽹络聚会，许多⼈不怕⻛险，热⼼事奉。负责
主⽇敬拜和⽹络同⼯，他们每次都要到教会，感谢神⼀直保守看
顾他们。在胜⼏次也是到教会录制主⽇信息。我们家住的较远，
要转⼏次公交⻋才能到达教会，感谢主保守看顾我们来回平安。

特别感恩的是，在疫情期间，教会还实⾏了洗礼。洗礼定在⼗⼀
⽉⼀⽇，当时正是疫情⾼峰，法国政府刚刚发布禁⽌集会的规
定。洗礼还能不能按期举⾏？弟兄姐妹在主⾯前迫切祷告，⼤家
的感动是照常进⾏，但是⼜不能违反政府规定，怎么办呢？原来
神早有预备，⼗⼀⽉⼀⽇是天主教的“万圣节”，法国政府特别允
许这⼀天可以在教会聚会。那次主⽇刚好是在胜讲道，并且为六
位弟兄姐妹实⾏了点⽔礼。⼀位接受洗礼的姐妹后来告诉我们
说，洗礼前她特别担⼼，恐怕这次洗礼不能如期进⾏。这位姐妹
是今年在尼希⽶团契的仲秋节聚会上信主的。她说：其实，很多
年前就有⼈向她传福⾳，后来⼜有⼏次听到福⾳，但是都没有信
主。然⽽这次仲秋聚会上却⾮常感动，痛苦流泪接受主。我们知
道，这不是因为在胜在这次仲秋聚会上的信息，⽽是圣灵亲⾃感
动、预备她，使她接受耶稣的时间终于到了。

过去⼏年，我们教会都没有牧者。神听了弟兄姐妹的祷告， 近
教会请到两位年轻传道⼈。他们都是在本教会信主，然后蒙神呼
召、接受装备的。同时，教会让在胜辅助他们⼀年的时间。当然
我们仍然是学园传道会同⼯，为教会尽上⾃⼰的⼒量。我们各⽅
⾯实在有限，加上年龄太⼤，实在做不了什么，只有为他们多多
祷告，相信神会亲⾃带领他们、带领教会。

感谢主，神保守看顾我们的身体，除了⾎压都偏⾼之外，其它都
还算不错。虽然疫情带来许多⽣活上的不便，我们⼜不开⻋，每
次出去都要乘公交⻋，但是我们⼼⾥有耶稣赐的平安。并且“常常
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帖前5:16—18）。

⾮常感谢你们的祷告和⽀持，感谢主在他的⼤使命中我们⼀起同
⼯。求主记念你们为主的福⾳付出的⼀切！

在胜、秀荣 
2020年11⽉

刘在胜，张秀荣 Agap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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