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崇拜 
主⽇崇拜有实体崇拜（上限⼈数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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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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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 ID 
86888709102 密码123456。 
每⽉第⼀个星期六早上9:30-11:30教会祷告会。6⽉5⽇，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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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礼 
7⽉4⽇崇拜有洗礼和⻅证。请弟兄姐妹为受洗归⼊主基督的两位弟
兄祷告，并且邀请朋友参加崇拜。如果还有已经接受主要洗礼归主
的弟兄姐妹，请向牧师报名参加洗礼班。 

主⽇学户外聚会 
6⽉19⽇是⽼师家⻓和学⽣户外聚会 
时间：2021年6⽉19⽇星期六11:00开始午餐野餐 
地点：Hôtel-Restaurant du Parc des Eaux-Vives ⾯向湖的⼤草地上 
(Quai Gustave-Ador 82, 1207 Genéve) 公⻋2，6 号 在 Parc & 
Plage des Eaux-Vives 站。 

教会同⼯年度计划 
6⽉12⽇星期六教会⻓⽼执事和同⼯，在教会有同⼯退修会，计划
2021-2022年主题。请弟兄姐妹为教会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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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会员⼤会 
6⽉27⽇17:30-18:30在教会实体进⾏会员⼤会，在崇拜后⽴刻举
⾏，请各教会会员出席讨论下半年教会事⼯。


清洁教会 
6⽉19⽇恩慈⼩家。

'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切权柄都赐给我
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作我的⻔徒，奉⽗⼦圣灵
的名，给他们施洗， 我吩咐你们的⼀切，都要教导他
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

终结。”' 

⻢太福⾳ 28: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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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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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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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6日 6月13日 6月20日 6月27日 7月4日

讲道
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楼健 
弟兄

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领會 David ⻩⽉娥 Simon 林娜 Teresa

领祈祷 苏雅丽 Connie 朱霞雲 刘胜昆 ⻩⽉娥

招待
Evelyn 
朱霞丽 

傅新红 
Connie

刘桂芳 
朱霞丽

郭晋 
傅新红

⻩越
Evelyn

主⽇学 
⼩班

/ / / / /

主⽇学 
中班

Alice 吴迪 赵⾦环 Natacha 
Evelyn

⻩⽉娥

主⽇学 
⼤班

于燕 周⻙伟 岳红 Natacha 
Evelyn

⻩⽉娥

主⽇学
少年班

⻩⽉娥
Daniel

袁之詠 
David

Teresa 
Titus

Natacha 
Evelyn

⻩⽉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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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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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outube.com/channel/UCcXcop-AbIJrzj8gQRngc-w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cXcop-AbIJrzj8gQRng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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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宣教焦点
⽤我们的歌声⻅证主

摘⾃“午夜的复兴”—陶恕

普世⼈类有着⼀个共同的⼼愿，就是希望受⼈尊重; 这⼼
愿就像与⽣俱来的⾃卫本能⼀样，⼈⼈皆有。

圣经也承认⼈有这天⽣的意愿，并且与我们所料相反，它
不但未被定罪，反⽽在⼀些经⽂中获得好评。箴⾔记着
说:“美名胜过⼤讨，恩宠强如⾦银。”使徒保罗亦不只⼀次
公开 赞扬某些信徒或教会所得的美誉; 借以激励别⼈效
法，活出美好的⻅证。当我们说:“某⼈已失去⾃尊⼼”时，
就是指着这天性说的，表示那⼈极其颓废沮丧，全不在乎
别⼈给他的评价如何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下个结论:
想得着社会⼈⼠称许的⼼态是正确⽽⾃然的。我们给别⼈
多少关⼼，就表示我们也想得着他们同样的爱戴;反之，
则类乎伪装的谦虚了。我倒相信以上那段话，它已说出⼈
天性的真实情况。

⼗字架的果效显在我们身上，不但要拆毁⼀切虚假和伪
装，还会把我们认为最好的除去，使我们感到切肤之痛;
若⾮如此，就不是我们要背的⼗字架了。如果⼗字架的功
效光是除罪，我们⾃然能忍受，并且会乐意接受，就如病
⼈乐意接受外科医⽣的⼿术，把身体内 不该存在的东⻄
割除，以免死亡⼀样;但当我们经历⼗字架。竟连⾃认为
宝贵的东⻄都得失去时，我们才真正尝到⼗字架上的铁钉
和荆棘冠冕所带来的痛楚。

⾃使徒时代以来，信徒为了基督的缘故，唾弃⼈所珍重的
美名，这就是背负⼗字架了。⽆可否认，⼗字架并不受⼈
欢迎。谁背上⼗字架，谁就得忍受⼀定程度的咒诅。从世
⼈中分别出来的基督徒，能在⼀⽣中不招致公愤的，万中
⽆⼀; 唯有在他去世后，待时间冲淡了他在世⼈眼中的形
象，那些曾经恼恨他的⼈，或会反过来讴歌颂扬他。

卫斯理(John Wesley)和卫理公会的信徒是个好例⼦。他们
当年因奉⾏“⾄善主义” (Perfectionism)，⼼中充满压抑不
住的喜乐，令旁⼈忐忑不安，所以他们在世的时候， 备
受讥笑辱骂，被⼈诋毁为世上的渣滓，甚⾄众⼈逃避远离
他们，仿佛他们⻓⼤麻⻛似的; 但现在我们却选⽤他们所
作的圣诗，给他们⽴墓碑。

我常爱引⽤特斯提真(Gerhand Tersteegen)的诗句。他在
⼀⾸可爱的短诗“天路客之歌” (Pilgrim Song)中，安慰和⿎
舞⼀些⾛在旷野中、被⼈敌视和遗忘的圣徒。诗歌最后⼀
节是:
我们追随主脚踪，

就算双脚受伤，那⼜如何?
祂曾⾛过这路程，
满布荆棘蒺藜;我们却要欢呼!
别⼈不⻅不闻，也没有留意我们，
我们常受蔑视诋毁，寂寂⽆名，
但就凭我们的歌声⻅证主，
孩⼦们，向前吧!继续买进!

“就凭我们的歌声⻅证主”这句话，写出了教会历史的真
粹，要⽐许多历史巨著写得还逼真。历史学者只记载那些
宗教会议和宗教战争等事情。正常道些话剧上演之 际，
却有⼀⼩群天路客唱出⻅证的乐歌，他们虽⾛在世上，但
因永久的天上家乡在望，⼼境有如已安抵天家⼀般的喜
乐。这些满有喜乐的圣徒，毫不受地上的宗教组织所注
意，若不是因为他们的歌声与⻅证，⼤抵早已被⼈所遗忘
了。他们虽然提未受⼈歌颂，但仍然坚持他们的歌唱⻅
证。这就是这些不为⼤多数⼈知晓的⼀⼩群圣徒的写照
了。他们没有可炫耀的贡献，但他们的歌声甜美嘹亮，令
⼈振奋。

弥尔顿(John Milton)失明以后，在他所作的《失乐园》⼀
诗中，⽤美丽感⼈的诗句写出了失明的哀痛，眼前⼀⽚漆
⿊，犹如⿊夜冉冉降临⼀般;他哀叹不复⻅以下的各种景
物:
⽩昼、⻩昏，或清晨，
春临⼤地，夏⽇玫瑰，
原野上的⽜⽺，亲⼈的脸孔。

但是，尽管这⼀切的哀痛，他仍绝不丧⽓。他虽双⽬失
明，却能思想如常，祷告如常，还可以静听⾃⼰的⼼声，
就如他所描写的:“⼼在跳动，敲打出和谐的节拍”。他能在
夜间歌 唱，就如夜莺⼀般:
......如守夜的⻦⼉，
在⿊暗中鸣唱;深藏在险暗的隐蔽处，
唱出⿊夜的乐章。

在这弯曲悖谬的⿊暗世代⾥，在芸芸众⽣中我们不晓得在
何处，也毫⽆把握能找到真正的基督徒;但我们知道⼀件
事:基督徒活得愈像主，遭遇就更如主当⽇所经历的——
不⼤受⼈欢迎，也没有⼤群记者包围。他⼼中虽极希望受
⼈爱戴仰慕，但很可能在别⼈的排挤敌视下忍⽓吞声，甚
⾄没有⼈留意到他的存在。纵然如此，世⼈仍会听到他⽤
歌声⻅证主。

⾸先，我们要衷⼼感谢您们教会的⽀持和祈祷。因为您们的
⽀持，我们体验到主的看顾, 衪的爱和供应。愿主⼤⼤地祝福
你们教会并奖偿你们。

 在中国我们有两⼤事⼯, ⼤化云彩关爱中⼼和南宁⼴⻄云彩康
复中⼼. ⼤化云彩关爱中⼼是以家庭模式为孤⼉提供助养，照
顾孩⼦的⽣活起居，提供教育⽀援，满⾜孩⼦『身、⼼、
灵』的需要。现在云彩服务了103名孤⼉, 共有8个家庭. 其中
有14名孩⼦于今年完成九年义务教育，3名孩⼦参加⾼考并考
⼊⾥想的⼤学。⼴⻄云彩康复中⼼是⼀个全⼈发展, 运⽤引导
式教育模式，为残障孩⼦提供免费的康复教育及全⽅⾯的⽣
活训练，从运动、⾃理、社交及认知⽅向提⾼孩⼦的能⼒。
现在康复中⼼服务118名需要康复的残障⼉童. 最近康复中⼼有
家庭营听到很多家⻓的感⼈故事多么艰苦困难，但因云彩的
出现带给他们希望和信⼼, 对⽣命和前路充满期待. 求天⽗让
他们不只是得到健康身体康复的改变，更是寻找到永恒的盼
望. 请继续为我们祷告!

在缅甸，⾃从军事政变以来，缅甸⺠主联盟发动“公⺠抗命运
动”（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向军⽅抗议。缅甸全国
范围的罢⼯包括医院和银⾏在内的主要经济活动停顿下来。
因此，全国经济和活动都在瘫痪状态。尽管抗议活动在许多
城市受到压制，但⼈⺠的内⼼仍在追找反对军政府的⽅法。
缅甸公⺠是受伤和受苦的⼈。在这个艰难的时期，⼈⺠⽣活
在恐惧中，承受着巨⼤的⽣存压⼒。

云彩⾏动⼰发了⼀千个贫困家庭救援物资. 但如这样继续打下
去只会使缅甸更加不稳定和混乱。联盟领导和军⽅领导⼈都
在采取极端措施彼此对抗和争⽃。我们感谢天⽗保护我们家
园⼤概200⼩孩和同⼯. 每天晚上，我们有三⼈在⾥⾯巡逻，
确保晚上安全. 在⽩天⼩孩⼦在家园的学校⾥上课并过着天真
快乐的⽣活。

关于仰光伊甸康复中⼼，军事政变后, 中⼼不得不暂时关闭。
由于⼈⽆法从⼀个地区到另⼀个地区，因此即使在同⼀城市
仰光，⼈也⽆法跨越地区. 我们祈祷可以在短期开放⽹上教
学，也祷告⽹络稳定. 我们
的⼼为缅甸感到伤⼼和担
忧。祈求主的平安与保护
与他们同在！求天⽗好快
改变现时的局势! 愿上帝保
守他们坚强和忠于主。

云彩⾏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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