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崇拜服事表

报告事项

⽇期

4⽉4⽇

4⽉11⽇

4⽉18⽇

4⽉25⽇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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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

David

林娜

Teresa

Ken

领祈祷

刘新

苏雅丽

刘胜昆

朱霞雲

Connie

招待

傅新红
Evelyn

陈冠鸣
⻩越

Connie
⻩⽉娥

傅新红
朱霞丽

刘桂芳
Evelyn

主⽇学
⼩班

/

/

/

/

/

主⽇学
中班

成帅华

傅新红

Alice

Natacha
Evelyn

吴迪

主⽇学
⼤班

傅东波

赵⾦环

于燕

Natacha
Evelyn

周⻙伟

主⽇学
少年班

袁之詠
David

Teresa
Titus

⻩越
Simon

Natacha
Evelyn

⻩⽉娥
Daniel

茶点
清洁

⻘年
⼩家

提摩太
⼩家

恩慈
⼩家

弟兄
⼩家

⼴东话
⼩家

周三
20:30-22:00

喜乐⼩家
⻨宝桢
弟兄⼩家
刘胜昆/郭晋

076 393 08 28
078 693 87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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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家
Ken/David

079 895 9325

 


周六
16: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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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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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 493 3753

078 629 7081
078 730 6389

⽇内瓦 华⼈圣经教 会
C HI NE SE BI BLE C HURC H O F G EN EVA

2020– 2021年主题：
⼼意更新，传承⽣命

受难节，复活节
4⽉2⽇星期五15:30-16:30受难节特别聚会，教会实体（上限⼈
数25⼈）和线上（YouTube直播＋zoom）
4⽉4⽇复活节主⽇崇拜15:30-17:00，教会复活节信息，实体崇
拜和线上聚会。
营会
5⽉29-30⽇9:15-17:15营会，全瑞⼠教会和团契每组4-10⼈实
体⼩组聚会和午餐，在zoom线上敬拜讲道。各个⼩家或两个⼩
家合并实体聚会，讲员是在德国的张路加牧师。请在5⽉16⽇前
向各个⼩家家⻓报名。
联合崇拜
全瑞⼠华⼈在5⽉30⽇14：30⽤zoom线上崇拜，弟兄姐妹邀請
在瑞⼠的华⼈參加。邀請的海報在4⽉中发送。

⼩家聚会
周⼀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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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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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份⽉报
44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
告诉你们的话说：摩⻄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
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45于是耶稣开
他们的⼼窍，使他们能明⽩圣经，46⼜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从死⾥复活，
47并且⼈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
起直传到万邦。48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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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24:44-48

希伯来语事⼯

苏⽼师是瑞⼠的夫妻，⽤中⽂教导希伯来语和希
腊语，爱我们的同胞，住在⼤陆⼆⼗多年，⽤⽣
命影响⽣命。
过去9个⽉的特殊时期，主保守他们平安，他们
低调地活出信仰，继续保持正常的⽣活，只是不
能回来看他们⽼年的⺟亲。
按照阿爸天⽗的旨意，他们相信天⽗让他们深⼊
社会⽂化，教导⽤原⽂读⽗神的话语，⽣命活出
主的荣耀，以福⾳影响⽣命，神的国度没有受限
的。
为了他们不被查，他们要求我们为他们祷告，不
⽤宣讲他们事⼯，主必保守带领

必先有正确的⼼思
⼈在空闲时⼼⾥所想的是什么，就显示他现在或将来的为
⼈是怎样。
圣经多次提及⼈的思想，但现代福⾳派教会却绝⼝不提。
圣经不时提及⼈的⼼思，因为它是⼗分重要的。现代教会
不多提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些⾼举⼈类思想的主
义，反应过分偏激;这些主义包括“新思想运动”、“合⼀运
动”、“基督教科学”等，都是主张“思想”⾄上的。因此，在
反感之余，我们便低贬⼈的思想来作还击。其实⾼举或贬
低⼈的思想都是不对的。
⼈⾃发的意念，不但表明他是怎样的⼈，亦显出他将来如
何。⼈⼀切出于意识的⾏为，除了发⾃天⽣本能以外的，
都是发乎⼼思，甚⾄⼈的意志也受⼼思所驱使，在某种程
度上，⼈的感情亦受⼼思控制。很多⼈常说的⼀句话——
“我愈想愈⽓”，正好道出了⼈的⼼思活动过程，同时亦⽆
形中指出思想的影响⼒。⼼思搅动情绪，情绪触发⾏动。
⼈就是这样，我们只能接受这事实。
诗篇和众先知.多次提及正确的思想如何引起敬虔的态
度，从⽽带来正确的⾏为。“我思想我⾏的道，就转步归
向祢的法度。”“我默想的时候，⽕就烧起，我便⽤⾆头说
话。”旧约圣经的作者不断教导我们要安静，默想天上
的、圣洁的事;如此，我们才有条件谈到使⽣活成圣，并
且刚强壮胆地⾏⾛佳美的脚综。
除了旧约圣经讨论神赋予⼈这种思想潜⼒外，基督亦曾提
醒⼈污秽的思想会令⼈败坏。在基督的⾔谈中，还曾将⼼
思⾏动放在⼀起:“凡看⻅妇⼥就动淫念的，这⼈⼼⾥已经
与她犯奸淫了。”保罗在提及⼀些美德时，就嘱咐说:“这些
事你们都要思念。
上⾯引述的四处经⽂，只不过是同类经⽂中信⼿拈来，与
这类教导有关的经节，何只千百句。默想神以及思念圣洁
的事，都能熏陶我们，帮助我们信⼼和爱⼼的增⻓，并对
神谦卑和敬畏。我们当然不能凭思想便叫⾃⼰的⼼灵更
新，也不能叫罪得赦，就像豹⼦不能改变⾃⼰的斑点⼀
样。单有⼼思，也不能叫⾃⼰属灵的身量增加⼀分，或使
恶变为善，⿊暗变为光明。如果只教导⼈单凭⼼思的话，
就是曲解圣经，砌词卸责了。可是，如果我们能借着圣灵
的感动，净化⼼思意念，神就乐意住在我们当中。

”


4

⽉宣教焦点

我提及过“⼈⾃发的意念”，这字眼是经过仔细斟酌才采⽤
的，因为我们活在这充满罪恶，以我们为敌的世界中，有
好些意念并⾮出于⾃发，也不管我们的爱恶，强加于我们
身上。对于这些外来的意念，我们毫⽆好感;但有时为了
找⽣活，我们被迫容忍⼀些绝不能叫⼼思升华的意念。只
要⼀想到别⼈的所作所为，信徒便反感了。这些意念对于
我们的影响不⼤，因为它与我们毫不相⼲，就如⻜⻦划破
天际，不留丝毫痕迹般，不会给我们带来⻓久的影响。原
因是这些思想都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外来的意念就如
不速之客，我们可以很快便摆脱它
任何⼈若想测验⾃⼰属灵的真相，最好就是回想⼀下过去
⼏天或⼏⼩时内，⾃⼰脑海中究竟在想些什么。当有空暇
给我们胡思乱想时，⼜在想些什么呢?内⼼消遥⾃在时，
⼜会泛起什么念头?当⼼思如⻦般⾃由⻜翔时，它会像乌
鸦停驻在漂浮海⾯的腐⼫上呢，还是如鸽⼦盘旋⼏匝后⼜
⻜返神的⽅⾈⾥?这样的试验⼗分便捷。我们若是⽼实
⼈，不难⻢上发现⾃⼰的为⼈是怎样，将来⼜如何。把这
些⾃发的意念加起来，就能反映我们整个⼈的现况。
不错，意念搅动情绪，因⽽⼤⼤地影响了⼈的意志;但其
实意念应该受制于意志才对。每⼀个正常的⼈都可凭⼰意
去思想:当然亦有⼼灵受搅扰的⼈不易控制⾃⼰的思想，
每当专⼼在某件事上时，便有偷进来的意念作弄他，犹如
炎热的夏夜⾥闪起电来⼀样。可是，这些扰⼈的意念顶多
惹⼈厌烦，并不会伤害⼈，⾄终亦不会产⽣任何显著的恶
果。
控制⼼思的最佳⽅法，莫如把它完全降服在神⾯前，让圣
灵⽴即把⼼思接管过来。如此，⼈的⼼思就⽐较容易集中
在属灵的事上;再加上⻓期每天祷告的操练，⼼思更易受
圣灵管治。若能⻓期练习⽤⼼思祷告 (意思是指⽆论我们
在做什么，或⼲活、或旅游，我们内⼼仍然默默与神灵
交)，就更有助于我们养成思想圣洁的习惯。

摘⾃ 摘⾃“午夜的复兴”--- 陶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