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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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15: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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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5
⽇有祷告会。 

实体主⽇学 
按年龄分班主⽇学：少年班，⼤／中班和⼩班在每周⽇下午3:30
参加教会崇拜后到各个教室室上主⽇学。 

春节福⾳崇拜 
2⽉6⽇初六教会崇拜有春节特别聚会，弟兄姐妹邀请朋友参加。 

预苦期 
3⽉2⽇星期三开始40天预苦期，预备⼼进⼊耶稣受难节第三天
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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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崇拜地址临时更改 
3⽉6⽇教会崇拜地址将会有所更改，临时地址为：Paquis 的
Emmanuel教会，Rue Docteur-Alfred-Vincent 4, 1201 Geneve 
崇拜时间为下午4:00-5:30 

教会清洁 
2⽉12⽇提摩太⼩家。3⽉5⽇弟兄⼩家。

16我不以福⾳为耻；这福⾳本是神的⼤能，要救⼀切

相信的，先是犹太⼈，后是希腊⼈。17因为神的义正

在这福⾳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于信。如

经上所记：「义⼈必因信得⽣。」 

罗⻢书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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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年主题：�
同心同行，作主门徒

周⼀ 
14:00-16:00

喜乐⼩家    
⻨宝桢/刘凤丽

076 493 3753  
0227973789

周三 
20:30-22:00 

弟兄⼩家 
刘胜昆

076 393 08 28 

周四  
09:00-11:00

路得⼩家    
刘新

076 769 2667

周五 
19:00-22:00

恩慈⼩家    
⻩越

076 250 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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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娥

22796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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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6日 2月13日 2月20日 2月27日 3月6日

讲道
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洪祥平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领會 Teresa Ken 琳娜 ⻩⽉娥 洪品琇

领祈祷 朱霞云 Connie ⻩⽉娥 刘胜昆 朱霞云

招待
郭晋 
项祯怡

Evelyn 
Connie 

⻩越 
傅新红

朱霞丽 
Evelyn

刘桂芳 
郭晋

主⽇学 
⼩班

Natacha ⻩⽉娥 Natacha 夏维佳 Natacha

主⽇学 
中班

于燕 ⻩⽉娥 王丽娜 傅新红 成帅华

主⽇学 
⼤班

于燕 ⻩⽉娥 王丽娜 傅新红 成帅华

主⽇学
少年班

⻩越 
Daniel

袁之詠
David 

德格
Teresa 

Teresa 
Titus

李⽂平 
Simon

茶点 
清洁

弟兄 
⼩家

恩慈 
⼩家

提摩太 
⼩家

⻘年 
⼩家

新天地 
⼩家

⼩家聚会
2022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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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宣教焦点

餐福事⼯ 
由于疫情，餐福现在的事⼯仍然以⽹络服侍为主。
在刚过去的⼀年中，餐福每周都有不同的普通话和粤语的查
经，崇拜和祷告聚会。同时也增加了查经培训课程。
虽然看起来，疫情期间还是没法按以往的⽅式服侍：短宣，
巡回布道，营会，探访等。但却因着⽹络的⽅便，我们接触
信徒的层⾯变得更⼴了，并且不再受区域和时间的限制。
虽然没有实体的聚会，但因为⽹络聚会的⽅便，⼤家在空中
相见的机会反⽽⽐以往更多了。同时我们借着查经等聚会，
也更加了解弟兄姊妹们属灵需要。
因此在过去的⼀年中，不仅仅每周有 Zoom 聚会，同时也增
加了「每⽇读经」和「每⽇读诗篇」分享，这个过程中，很
多弟兄姊妹都积极地参加，我们也因着看见弟兄姊妹们踊跃
的参与和积极的分享感恩。
我们在去年尾就开始预定今年的事⼯计划，原想疫情会转好
就可以恢复以往的服侍⼯作。但没料到病毒的转变，今年⼀
⼆⽉份的计划都被取消了，接下来的⾏程计划仍还是要视疫
情情况才能作最后的决定。真是计划不如变化来的快。

虽然如此，我们深信这疫情的发⽣必有神的⼼意在当中，我
们能做的就是顺服和做好⾃⼰该做的事，然后等候神⼀步⼀
步的带领。

代祷事项：
1.为疫情中受影响的餐饮业信徒祷告。
2.为参加餐福平台事⼯的信徒和慕道朋友祷告，求主亲⾃牧养
他们。
3.为负责餐福平台事⼯的同⼯们祷告，求主赐下智慧，叫同⼯
们更有智慧与能⼒带领聚会。
4.为从事餐饮业的弟兄姊妹们祷告，求主在这疫情期间，使他
们受到的影响降到最低，并求主赐他们信⼼，仍然仰望主。
5.为餐福今年的事⼯祷告，希望可以开拓更多的⽹络平台事
⼯，叫更多⼈蒙福和得造就。
6.求主带领更多的信徒起来服侍祂并关⼼⾝边从事餐饮业的⼈
⼠。
7.为各地餐福事⼯祷告，求主带领同⼯在这疫情中更多的去关
⼼有需要的⼈。
8.求主赐福餐福事⼯，兴起更多的同⼯起来服侍。
9.为餐福的经费祷告。因着疫情，餐福过去两年的收⼊均是负
数。

餐福 
同⼼同⾏：RPG复兴祷告⼩组

黄⽉娥师母 2021年1⽉30⽇

缘起 
2021－2022年的教会主题是：同⼼同⾏，作主门徒。教会在2021年9⽉开始推
⾏属灵同伴3-4⼈⼀组每周⼀次的线上祷告。我们同⼯团队⾸先在暑假组成⼏
个实验⼩组，共同经历属灵同伴同⼼祷告复兴的氛围，然后带领教会其他组进
⾏RPG复兴⼩组祷告。从去年暑假的同⼯的4个组，再从9⽉到年底的4个⽉，
我们教会⼀共组成约20个⼩组：其中有家庭4成员的⼩组，也有我和夫妻们的3
⼈⼩组，也有各个⼩家成员组成3⼈⼩组（包括⼴东话⼩家的2个组，新天地⼩
家的3组，恩慈⼩家的2组，弟兄⼩家的1组）。感谢主我参加了7个⼩组，我知
道每个⼩组都经历属灵的复兴成长。

结构 
牧师和雅丽姐妹同⼯，每星期天在RPG组员⼤群⾥发出读祷经⽂和神国度的
祷告事项。每个RPG复兴祷告⼩组就按⾃⼰组员合适的时间进⾏每周⼀次的
线上祷告。我们祷告的流程是每个⼩组成员开声轮流有主题的祷告，祷告的次
序是：1.读祷  2.赞美感恩  3.彼此代祷  4.为国度祷告  5.安静  6.主祷⽂结
束。

读祷 
每星期天晚上，负责的同⼯会在RPG复兴祷告⼤组⾥提供那个星期内的读祷
经⽂。我们每个⼩组的成员轮流开⼜读经⽂并且按照经⽂内容祷告。⼩组每个
组员轮流开声读经和祷告。这样每⼈读祷后⼤家就听过多次，默想祷告多次这
节经⽂，这样那⼏节经⽂就深深印到⼼⾥。"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
的光。神的⾔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通达。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
的。神的话成为安慰，教导，指⽰，我们在祷告中更领受，更受教，我们奉主
的名祷告，蒙神喜悦。"

赞美感恩 
第⼆转轮流祷告主题是赞美感恩，因为赞美神就是能⼒。耶稣说：「是的。经
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中完全了赞美』（太21:16）。耶稣引⽤诗篇8:2， 
从婴孩和吃奶的⼜中，建⽴了能⼒。赞美就是能⼒，我们以赞美作⾸先的祷
告。当我们赞美神感谢他的恩典，在赞美声⾳中三⼈轮流祷告，当⼀⼈赞美时
其他组员⽤阿们回应，赞美就添加祷告能⼒。赞美是实在的感恩，赞美神的关
爱，感谢主这周⾃⼰经历的恩典。当我们数算恩典，并见证主垂听祷告，我们
越数算越感恩。因为属灵同伴之间感恩的祷告分享，属灵同伴就彼此更认识，
彼此更同⼼感恩。我有⼏个RPG⼩组，有些⼩组是我和夫妻作属灵同伴的，
他们彼此为对⽅感谢主，夫妻彼此更恩爱。过去4个⽉，我与3对夫妻的RPG
祷告，我感受到每对夫妻的感情都越发恩爱和谐，也越发爱主。

代祷
第三转轮流祷告是彼此代祷告。起初组成的⼩组成员不是很熟识，彼此代祷之
前都需要花⼀点时间彼此认识，分享代祷事项。新成⽴的⼩组，有的姐妹有说
不完的分享，有的甚⾄⽤1⼩时分享，分享完才按次序轮流祷告。这就是属灵
同伴，知道同伴的需要，⼀起奉主名呼求宣告神掌权，每周⼀次的宣告得胜祷
告，多次经历神的保守和带领。有⼼⾥压抑的得⾃由；有病痛的得医治；有找

⼯作的找到；有⽗母为孩⼦祷告的，⽗母跟从神的教导建⽴健康家庭时间表；
有为⼈际关系祷告后获得沟通畅顺的；我因为参加多个RPG复兴祷告⼩组，
我见证并经历神改变⽣命的⼤能。我⾃⼰每星期约有7⼩时在RPG祷告⼩组
上，越是祷告，我越是经历神的同在，作事顺利事半功倍，感谢主⼤⼤的恩
典，RPG的弟兄姐妹看见和经历神的⼿动⼯，所以投⼊RPG复兴祷告⼩组的
属灵同伴是有福的！

为国度祷告 
第四转轮流祷告是按照⼤组指⽰的项⽬为国度代祷告的事。我往往孤陋寡闻不
知天下事，但因为这个环节让我看到了世界，我才知道宣教⼠在哪⾥被绑架，
也知道地中海的哪⾥⽕⼭爆发，或南太平洋哪⾥叫汤加岛海底的⽕⼭爆发；国
与国之间冲突，民与民之抗议，疫情的发展，这些我们早已在圣经的预⾔中看
到（太24:6-8）“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
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
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我们为神的国度祷告，为正在发⽣的国际信息警醒
祷告，我们产⽣⽤神的眼睛看世界，为世界祷告，为⾃⼰警醒祷告。同时我们
为神的家教会祷告，为传福⾳的事⼯祷告，也为⾃⼰认识的亲⼈朋友信主祷
告。这是PRG复兴祷告⼩组的优点，我们都因着国度祷告便有主宽阔的胸
怀，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安静 
经过四转的轮流祷告后，⼤家安静1分钟，安静聆听主的提醒，默默领受圣灵
的差遣。这是个⼈的领受。

主祷⽂ 
最后，属灵同伴⼏⼈同声背诵主祷⽂，结束祷告。
（太6:9-13）“我们在天上的⽗：愿⼈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
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的饮⾷，今⽇赐给我们。免我们的
债，如同我们免了⼈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
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得胜的分享 
1⽉13⽇收到姐妹在泰国度假时寄来的代祷消息，她知道她在⽇内⽡的打扫阿
姨Sandra因为感染新冠住院，吸氧量只有5%，医⽣说放弃治疗。就在当时正
巧我有新天地⼩家两个姐妹的RPG祷告，于是我就提出为Sandra代祷。我这⼩
组成员是在⾹港的两姐妹Sally 和 Cassia，她们每天都为Sandra祷告并隔⼏天就
询问她的病情。1⽉20⽇我们再⼀次RPG⼩组祷告，我们还是继续为Sandra祷
告，Cassia说每天都会为她祷告，我承认我只有在RPG时间祷告，但是⾹港的
Cassia姐妹却继续为她每天祷告，我们都是不认识Sandra的，需要通过在泰国
度假的姐妹分享信息，没有信息就是估计她在继续昏迷。1⽉27⽇我们照样
RPG祷告，RPG祷告1个⼩时，结束后收到在泰国的姐妹发来信息，Sandra醒
来了，感谢主。这是神怜悯，垂听祷告，我听说有很多⼈为Sandra祷告，包括
她的⽼公，在泰国的姐妹，我们⼤都不认识的Sandra，神怜悯拯救她，感谢主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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