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崇拜 
主⽇崇拜有实体崇拜（上限⼈数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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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7⽇有
祷告会。 

实体主⽇学 
主⽇学合并班：少年班，⼤班和中班在每周⽇下午3:30教会崇拜后
到舞蹈室⼀起上主⽇学，⽼师⽤活动教导孩⼦学习神的话语和祷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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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学⽼师培训 
主⽇学校⻓Natacha在法⽂教会学习的教学法Godly Play，我们会
在2021-2022年度在我们教会主⽇学启动，这是⼀套以活动教学和
⼉童默想祷告为⽬的的教学法。请所有⽼师和愿意参与主⽇学⼉童
事⼯的弟兄姐妹参加培训。第⼀次培训7⽉24⽇星期六下午2:30-
5:30 在主⽇学⼤班教室举⾏。请为愿意委身当主⽇学⽼师和辅导祷
告，传承⽣命培育主的⻔徒。 

少年团契野外露营 
少年团契导师带领少年⼈在8⽉13-15⽇到⽇内瓦 TCS Camping 
Geneva-Vsenaz 3天两夜露营，参加者请向Teresa⽼师报名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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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财务报表 
经常收⼊: 5,631.50;    ⽀出: 6,267.47;    宣教奉献: 1,624.00


清洁教会 
7⽉17⽇⻘年⼩家，8⽉7⽇提摩太+路得⼩家

12不可叫⼈⼩看你年轻，总要在⾔语、⾏为、爱⼼、
信⼼、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 

提摩太前书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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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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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 7月11日 7月18日 7月26日 8月1日

讲道
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娥 
师⺟

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领會 Teresa ⻩⽉娥 David Ken 林娜

领祈祷 ⻩⽉娥 苏雅丽 Connie 刘胜昆 朱霞雲

招待
⻩越

Connie
Connie
朱霞丽

傅新红 
刘桂芳 

Evelyn 
朱霞丽 

郭晋 
⻩越

主⽇学 
⼩班

/ / / / /

主⽇学 
中班

主⽇学 
⼤班

⻩⽉娥 Wallace 周⻙伟 傅新红 于燕

主⽇学
少年班

茶点 
清洁

恩慈 
⼩家

弟兄 
⼩家

⼴东话 
⼩家

⻘年 
⼩家

提摩太 
⼩家

⼩家聚会 2021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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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体合并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cXcop-AbIJrzj8gQRngc-w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cXcop-AbIJrzj8gQRngc-w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cXcop-AbIJrzj8gQRngc-w


7⽉宣教焦点
信者不怕失败

摘⾃“午夜的复兴”—陶恕

这世代的⼈常以成败来衡量别⼈。众⼈都向“成功岭”的⼭巅
努⼒攀登;留在⼭麓下的是失败者，攀到顶峰的则名成利就。
⽽⼤多数⼈就挤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从年轻的到年⽼的，都
汗流满⾯，拼命挣扎。

有⼀少部分⼈很快便放弃了，滑到⼭麓下就⼼灰意冷，志⽓
消沉，从此⼀蹶不振，靠⼈施舍度⽇，以终此⽣。爬到顶峰
的⼀⼩撮⼈，全凭⼀点天聪，胼⼿胝⾜，再加上运⽓，终于
得着名利富贵，权势⾼位。但在营营役役中，⼈却失去了喜
乐。在拼命挣扎中，⼈变得患得患失，以致精神恍惚，感情
麻⽊，甚⾄对好些该叫⼈振奋的光明景象也视⽽不⻅。能成
功地攀上巅峰的⼈，绝少能维持⻓久的喜乐，因为过不多
久，他就会⽇夜惶恐，担⼼⾃⼰脚步不稳，向下滑跌。被迫
把⾃⼰⾟苦争取得来的地位拱⼿让⼈，那就前功尽废了。这
样的例⼦实在不少，试看电视艺员如何留意社会⼈⼠给他的
批评，政客如何珍惜来⾃各 阶层的函件，就可⻅⼀斑。那些
获选的政客，⼀旦获悉⾃⼰在⺠意测验中所得的票数，⽐五
个⽉前低跌了百分之⼆的⽐率后，就⻢上汗流浃背，惶惶不
可终⽇，如将要服刑的囚犯⼀样。球员期望射球率提 ⾼; 商
家希望交易额扳升; 演奏员则计较听众掌声的多少; 被对⼿击
倒后，公开在拳击场 上掩⾯饮泣者，亦屡⻅不鲜。总之，众
⼈都不愿别⼈爬在⾃⼰头 上，只有夺标才是快乐。

这种渴求成功的狂热程度原本是好的，可惜现已变质了。渴
望能满⾜神起初造⼈的⽬的，⽆疑是⼈从神⽽来的恩赐;但⼈
犯了罪，连带这天性也变了质，沦为⼀种对成功和光荣的私
欲，使⼈变得贪婪⽆厌，如⾛⽕⼊魔⼀般，永⽆解脱之⽇。
可是，当我们⾛近主耶稣，我们⻢上进⼊⼀个截然不同的境
况。透过新约圣经的教导，我们领受了⼀套更⾼的属灵真
理，它跟这世界的潮流刚好相反。根据基督的教训，虚⼼的
⼈有福了;温柔的⼈必承受地⼟;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
在前; 为⼤的是那些最懂得服侍⼈的⼈; 失去⼀切的，到头来
要得着⼀切;在地上亨通的⼈，在审判的⽇⼦要眼巴巴地看⻅
⾃⼰积存的财宝，如⻛卷残云地被刮去; 讨饭的义⼈，要睡在

亚伯拉罕的怀⾥， 财主则在阴间的⽕焰中受苦。我们的主曾
受当时的宗教领袖们毁谤，⻅弃于社会、朋友，祂的死看来
是标志了完全的失败。吩咐把祂钉⼗字架的官⻓，是当⽇政
坛上的显贵。可是，主从死⾥复活，证明了官⻓⼀败涂地，
基督却荣耀得胜。

可惜今天教会似乎还是茅塞未开，仍然如世⼈⼀般⻅识。多
少热闹忙乱的宗教⼯作纯然是出于⾁体的热⼼，仅为了争取
表现?多少的祷告浪费在⼀些⾼攀⼈的事⼯上?多少奉献给神
的⾦钱。被⼀些纯粹出于⾁体⽽声嘶⼒竭地传道的⼈糟蹋了?

真正的基督徒应该远避这⼀切，尤其是传道⼈，更要深深反
省，鉴察内⼼。⼈若不肯接受失败，他就不配获得成功;⼈若
不能照神的旨意去⾏，⽢愿别⼈⾐锦荣归，独占鏊头，他就
不配做神的⼯。

在逆境⾥，⼈若能保持喜乐，神可能反会叫他得尝成功的滋
味。⼈如果只在得意时才⾼兴，失意时却萎靡不振的话，这
⼈就仍旧活在⾎氛⾥，他的成果，顶多也不过是给⾍蛀坏了
的⽔果。
 
⼈在地上亨通，不会令他与神更亲近，也不会加添他个⼈的
价值。当他领略到这真谛时， 神才会让他尝到成功的果实。
我们不能靠群众的拥戴，或领⼈归主，或差传教⼠，或派送
圣经等表现，去博取神的喜悦。这类活动不靠圣灵的帮助亦
可以进⾏。⼈今⽇要在宗教圈⼦内成名，只要性格随和，谙
识⼈的⼼理，就似乎有⾜够条件了。

事实上，我们最⼤的荣耀是效法基督祂如何，我们也该如
何。接待我们的，也就是接待主; 摒弃我们的，也就是摒弃
主;爱戴我们的，也就是爱戴主;恨恶我们的，也就是恨恶主。
有什么⽐这更满有荣耀呢? 我们可以放⼼跟随主到髑髅地，
信者应⽆视暂时的失败。主的复活和将来的审判，当会向世
⼈宣告究竟谁胜谁败。关于这⼀点，就让我们拭⽬以待吧!

城市睦福团契（简称「睦福」）成⽴于1983年，前身为
「⾹港⽊屋区福⾳团契」，是⼀间⽆宗派背景的本地
宣教机构，亦是⼀间注册⾮牟利的基督教社会服务机
构，现时为⾹港基督教机构协会、⾹港社会服务联会
及惠施⽹慈善机构成员。主要服侍社区内的贫穷家
庭，关怀其身⼼灵需要。他们不但是社会上缺乏⽀援
的弱势社群，更是在福⾳上的未得之⺠。我们不仅提
供实质援助，同时亦提供属灵上的⽀持，增加他们的
抗逆⼒以⾯对⽣活上的挑战，使其身⼼灵健康得以改
善，⻓远亦有助于整体社会的发展。

⽇内华华⼈圣经教会从2019年暑假短宣在⾹港 城市睦
福团契探访，同时开始⽀持他们的“⾹港寄居者事⼯”，
他们向南亚⼈在⾹港底层⽤活动传福⾳。⾹港变化很
快，城市睦福团契在⾯对新政治政权下，拆开分为三
部分与政府的社会服务机构，⾹港基督教机构协会、
⾹港社会服务联会及惠施⽹慈善机构联络。总⼲事刘
旭东传道已于2021年1⽉1⽇转任为义务总⼲事。副总⼲
事姚⼩鳯⼥⼠亦于同⽇转任为社会服务处总监，副总
⼲事吕宝明博⼠亦于同⽇转任为团契总监。 2021年1⽉
1⽇起，“城巿睦福差传学院” 事⼯将会由「城巿⼼有限
公司」承接，其运作将独⽴于城市睦福团契有限公
司。城市睦福团契继续与教会携⼿传福⾳给贫穷⼈。
社会服务处 主要服侍社区内的贫穷家庭，关怀其身⼼
灵需要。

代祷告事项：

1.⾹港的教会继续关怀⽀持社区福⾳事⼯。 Thomas刘
旭东传道每星期天在不同教会讲道，继续与教会携⼿
传福⾳给所有⼈，使⼈同得盼望，迈向和睦之城。

2.⾹港的社会⽓氛和压⼒下，求主把危机转为机会，福
⾳⼴传。

3. 在国安法下，机构要避免接受国外⽀援。求主保守
我们向他们的祷告和奉献能帮助他们现已需要。

城市睦福團契－⾹港寄居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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