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崇拜 
主⽇崇拜有实体崇拜和线上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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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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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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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难节特别聚会 
4⽉15⽇下午2:00在教会受难节特别聚会，请弟兄姐妹⼀同纪念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字架的赎罪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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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弟兄⼩家。4⽉9⽇恩慈⼩家。

9你若⼝⾥认耶稣为主，⼼⾥信神叫他从死⾥复活，就

必得救。10因为，⼈⼼⾥相信就可以称义，⼝⾥承认

就可以得救。11经上说：「凡信他的⼈必不⾄于羞

愧。」 

罗⻢书10:9-11

⽇内⽡华⼈圣经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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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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6日 3月13日 3月20日 3月27日 4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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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品琇 David Ken Teresa Simon

领祈祷 朱霞云 ⻩⽉娥 Connie 刘胜昆 朱霞云

招待
刘桂芳 
郭晋

Evelyn 
Connie 

刘桂芳 
⻩越

傅新红 
朱霞丽

Evelyn 
郭晋

主⽇学 
⼩班

Natacha 夏维佳 Natacha 郭坤 Natacha

主⽇学 
中班

成帅华 岳虹 周⻙伟 傅东波 赵⾦环

主⽇学 
⼤班

成帅华 岳虹 周⻙伟 傅东波 赵⾦环

主⽇学
少年班

李⽂平 
Simon

袁之詠
David 

德格
Teresa 

Teresa 
Titus

⻩越 
Daniel

茶点 
清洁

新天地 
⼩家

弟兄 
⼩家

恩慈 
⼩家

提摩太 
⼩家

⻘年 
⼩家

⼩家聚会 2022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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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cXcop-AbIJrzj8gQRngc-w


3⽉宣教焦点

AGORA 是由⽇内⽡的三个官⽅教会（罗马天主教、
基督天主教和新教）于 1988 年创建，以纪念这些教会
在难民中的存在。

⼀队牧师和志愿者在不同的地⽅⼯作。在⽇内⽡飞机
场的中转区被关押的庇护者。在⾏政拘留场所，外国
⼈被强制拘留，以期将其驱逐出境。以及在各种不同
庇护者住的住宿（公寓、旅馆、民防所）。

在 Foyer des Tattes 的 A 楼有⼀间接待室。主要容纳避
难者被拒绝庇护需要受紧急援助。
通过各种活动（法语课程、计算机课程、欢乐聚餐、
运动、⽂化活动、郊游等等。。。），我们提供了⼀
个存在、倾听的⽿朵、⽀持来帮助这些逃离他们的国
家的、未来不确定的，给他们⽣活赋予意义。

福⾳信息为我们的⼯作提供了框架。每周⼀次的圣经
分享可以让我们⼀起找到⽣根和更新。

AGORA 团队由四名牧师和四⼗名志愿者组成。年轻
的平民、社会⼯作学校的学员、⾼中⽣和其他学⽣也
参与当中。

AGORA 不仅与教堂和教区保持联系，还与庇护和移
民⽹络的各种成员，⽇内⽡社会⽹络协会
（Coordination asile），国家服务机构（学校，卫⽣
处，等等。。。）和公共当局保持联系。

天主教和新教教会通过提供牧师团队来⽀持这项事
⼯。其他预算项⽬（约 80,000 瑞⼠法郎）由 AGORA 
负责，它也依靠其朋友，其他教会和基督教社区的忠
诚来确保其⽀持。

感谢您门帮助我们实现这⼀⽬标，让我们真正成为移
动中教会的使者。

AGORA
预苦期

预苦期（英⽂是 Lent，意即春天。拉丁教会称Quadragesima，意即
四⼗天。）是教会传统中，特别思念基督的受苦受死的⼀段期间。
这段期间，信徒会悔改⾃省，禁⾷祷告，故又称⼤斋期。

预苦期是指复活节前的四⼗天(不计算期间的六个主⽇)。预苦期的⾸
⽇称为圣灰⽇ (Ash Wednesday)，又称为⼤斋⾸⽇ (First Day of 
Lent)。牧师会在信徒额上涂灰，作为忏悔的象征。英⽂ Lent 意思是
四旬期 (⼤斋节期)，即 40 天的意思。耶稣基督在旷野四⼗天禁⾷祈
祷，并以上帝的话粉碎了魔⿁试探。以⾊列⼈经历旷野四⼗年的锻
炼，成为领受上帝恩赐的⼤军。主耶稣基督从死⾥复活之后，与门
徒同住同⾏四⼗天，门徒领受了⼤使命，并成为福⾳的精兵。

如何过预苦期

预苦期是教会⼀个重要的节期，是准备迎接基督复活的重要节期，
甚⾄⽐起圣诞前的将临期还要重要。我们要以怎样合适的态度进⼊
预苦期？

教会年的预苦期是从圣灰⽇开始。部份礼仪教会在圣灰⽇举⾏崇
拜，当中会有圣灰礼。会众来到圣坛前，主礼牧师会以橄榄油与棕
枝的灰烬混合⽽成的圣灰，在每⼈前额上画上⼗字记号，表明信徒
是属于那为我们死在⼗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信徒会以悔罪的⼼来开
始这段为期四⼗天（不计算期间的六个主⽇）的预苦期，预苦期结
束于复活⽇的前⼣。

预苦期的设⽴，最初是给予准备在复活节受洗的⼈，及曾经被教会
逐离⽽又希望重返教会的⼈⼀段安静默想期，在此期间他们要静思
⼰过、禁⾷、克⼰、祷告等等。到了现代，预苦期的本意仍在，只
是不再单单强调罪孽和苦楚，⽽是借着禁⾷、悔罪等操练，⼀⽅⾯
操练⾃⼰的灵性，体会与基督⼀同受苦，感受上帝对⼈的爱、宽恕
和恩典；另⼀⽅⾯是借着饥饿与贫乏的亲⾝经历，体会贫乏者的苦
楚，将省下来原本花在吃喝玩乐的⾦钱，⽤来帮助饥饿贫困的⼈。

既然预苦期的克⼰、禁⾷、静思⼰过等，不再是强调苦楚，也不是
要求信徒⾯带愁容，禁绝⼀切庆典。但要注意的是要着重节俭简
朴、凡事节制、勤读圣经、恒切祈祷，互相提醒简朴度⽇，⽽不需
要刻意回避与⼈同乐。上帝看重的不是⼈刻意的外在⾏为表现，⽽
是⼈内在的⼼思意念。

预苦期禁⾷

为何要禁⾷？在圣经中，当⾼度挑战性的情况发⽣时，或当个⼈需
作关键性的决定时，⼈们喜爱⽤禁⾷祷告的⽅法来得知上帝的旨
意，及求祂属天的介⼊。因此，禁⾷只有⼀个⽬的：亲近上帝，贴
近上帝，寻求更明⽩上帝的⼼！绝不是为炫耀⾃我的「属灵」和敬
虔，更不是为减肥。禁⾷是指完全不进⾷或进⾷⼀些仅仅维持到⽣
命少量的⾷物。除此之外，其实⼤斋期可以帮助我们放弃或戒掉坏
习惯或⼀些窒息我们属灵⽣命的事情。同时，⼤斋期亦可以帮助我
们采取⼀些积极的⾏动来强化我们的属灵⽣命，例如多读上帝的话
语－《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

因此，信徒可以从圣灰⽇开始逐步禁⾷：
1. 可以从每⽇三餐减为两餐，再由两餐减为⼀餐，
2. 可以从饮⽤开始，由刺激饮品转为果汁，再转为清⽔；
3. 可以从喜爱的⾷物开始，或减少某类⾷物，或从⾁⾷转为素⾷；

通常，禁⾷中要求我们将所喜好的、所需的或是所享受的东西置于
⼀旁⼀段时间，这将使戒禁者觉得好像失去了⼀些对我们有价值的
东西似的，取⽽代之是去寻求上帝，要认识祂知道祂的旨意或要与
祂⽣出更深的关系。当禁⾷时候，着重的是在祷告，这点⾮常重
要。我们为什么禁⾷，重要理由是为要专注在祷告上。记得⽤你通
常吃饭的时间去读经祷告。另⼀⽅⾯，在禁⾷的过程中省下来的⾦
钱，可以积累为奉献，⽀持特定的事⼯。
 「预苦期」为的是让我们在主⾥⼀同记念为我们受苦、受死、救赎、
复活的主。教会年中的预苦期（Lent），是从复活节的前四⼗天开
始。在此期间，教会都会⿎励信徒每周选⼀餐以上禁⾷祷告，悔改
⾃省，思念基督。

在变像⼭上，门徒看见摩西和以利亚与耶稣⼀同谈话。他们三⼈都
曾禁⾷四⼗昼夜-摩西在西乃⼭上，禁⾷四⼗昼夜，领受上帝的律
法，并为百姓拜⾦⽜犊的罪，恳切为他们求赦。以利亚则于迦密
⼭，⼤败巴⼒的代⾔⼈后，被耶洗别追杀，在上帝供应之下，连⾛
四⼗⽇没吃、没喝，最后遇见了上帝。⽽耶稣则在旷野禁⾷四⼗昼
夜，胜过魔⿁的试探。今⽇，我们也可以学效摩西、以利亚和耶稣
的榜样，操练禁⾷、祷告、默想。

禁⾷的意义不单在于吃喝，更是操练我们全⼈专注在基督⾝上。信
徒借禁⾷或禁欲的操练，体会与基督⼀同受苦，也借着亲⾝经历饥
饿，体会饥饿与贫乏⼈的痛苦。我们可将原来预计⽤在饮⾷或娱乐
休闲的⾦钱作为奉献，具体关怀饥饿、贫困与缺乏者。我们也可特
别为那些在受苦的主内同胞代求，让我们过⼀个更有意义的预苦期
及复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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