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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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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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五旬节营会 
6⽉4-6⽇全教会实体在Les Mosses营地举⾏三天两夜营会。报名
时间4⽉中开始报名。 
主题：同⼼同⾏，作主⻔徒。讲员：孙柯楠牧师（巴黎基督教新
焦点教会） 

教会清洁 
4⽉9⽇恩慈⼩家，5⽉7⽇⻘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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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我要将我⽗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

在城⾥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 

路加福⾳24: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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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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3日 4月10日 4月17日 4月24日 5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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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on 洪品琇 David ⻩⽉娥 Ken

领祈祷 朱霞云 Connie ⻩⽉娥 刘胜昆 朱霞云

招待
Evelyn 
郭晋

Evelyn 
Connie 

刘桂芳 
朱霞丽 

郭晋 
项祯怡 

傅新红 
⻩越

主⽇学 
⼩班

Natacha 周洁 ⻩⽉娥 夏维佳 Natacha

主⽇学 
中班

赵⾦环 Natacha ⻩⽉娥 王丽娜 Wallace

主⽇学 
⼤班

赵⾦环 Natacha ⻩⽉娥 王丽娜 Wallace

主⽇学
少年班

⻩越 
Daniel

李⽂平 
Simon 

德格
Teresa 

袁之詠 
David

Teresa 
Simon 

茶点 
清洁

⻘年 
⼩家

新天地 
⼩家

弟兄 
⼩家

恩慈 
⼩家

提摩太 
⼩家

⼩家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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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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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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宣教焦点

亲爱的宣教伙伴们,
2⽉21⽇，英国⾸相约翰逊宣布将于24⽇星期四取消英格兰在
新冠疫情中定下的所有防疫限制规定，⽐预期提前了⼀个
⽉。这个⽇期被⼀些⼈称为「⾃由⽇」。在将近两年的疫情
中，政府时紧时松地颁布封城、社交距离、⾃我隔离、强制
检测和限制旅⾏等防疫限令。现在我们终于获得⾏动的⾃
由，可以随意外出、和其他⼈相聚、重新过正常⽣活。
特别讽刺的是，就在英格兰宣布从新冠疫情中获得⾃由的同
⼀天，普京下令俄罗斯军队⼊侵乌克兰，给住在乌克兰的⼈
民带来极⼤的威胁，他们的⽣活在⼀夜之间⾯临天翻地覆的
变化，完全失去了享受和平的⾃由。
那天晚上，我们接到⼥⼉打来的电话，她既难过又困惑，问
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发⽣在乌克兰？我和我们这⼀代⼤多数⼈
都没有亲⾝经历过战争，但我从⼩长⼤就⼀直听⽗母讲述他
们⼆战时在中国如何遭受战乱、躲难、死⾥逃⽣、流离失所
的故事。我的孩⼦们这⼀代⼈在和平时期的欧洲长⼤，他们
可能从新闻报道中也常常听见⼀些离得很远的国家陷⼊区域
的冲突和战争，但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战争爆发在地域和情
感上都这么接近⾃⼰家门⼜的地⽅。
在过去的七⼗多年⾥⾯，⼈们多⽅努⼒去促进世界和平、减
少战争威胁，但我们仍然跟⼆战开始的 1939 年那样⾮常接近
另⼀场的世界战争。
这个现实令我感到震撼，也再次提醒我⼈类其实⼀直都是陷
于罪中、⽆法⾃拔，全然败坏、⽆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法脱离仇恨、暴⼒、毁灭和死亡的⽆⽌境的循环。让我们为
所有因在乌克兰的战争⽽受到影响的百姓祷告。也让我们承
认我们⼈类与神为敌、与⼈为敌的集体过犯，悔改并转向
祂，好让我们在这个⿊暗的时刻得到怜悯。
今年四⽉，我们将重启举⾏三个实体的复活节营会，传福⾳
给在英国的华⼈学⽣和职青，装备年轻信徒，帮助他们在信
仰上扎根。中英伦复活节退修营（MEC）是为讲粤语的学⽣
和年轻⼈举办，将于四⽉ 8 ⽇星期五⾄ 11 ⽇星期⼀在 
COCM 举⾏。南英伦复活节春令会 (SEEC) 也是⾯向讲粤语
的学⽣和年轻⼈，将于四⽉ 15 ⽇星期五⾄ 18 ⽇星期⼀在
Radley 学院举⾏。我们为讲国话的学⽣和年轻⼈预备了复活
节学⽣门徒营，将于 14 ⽇星期四⾄ 18 ⽇星期⼀在 COCM 举
⾏。也请⼤家为各个事⼯团队祷告，让他们在三⽉中能为这
些营会做好充⾜的准备。

COCM 基督教华侨布道会
在主⾥与你们同⼯的总⼲事吕⼦峰牧师

COCM
預苦期默想 :  坟墓  ( T H E  G R A V E )

原稿-纽约救赎主教会，翻译-真⽣命辅导传道会

到了晚上，有⼀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

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去见彼拉多，求耶稣的 
⾝体，彼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体，⽤⼲净细

⿇布裹好，安放在⾃⼰的新坟墓⾥，就是他凿在磐 ⽯
⾥的。他又把⼤⽯头滚到墓门⼜，就去了。有抹⼤拉

的马利亚和那个马利亚在那⾥，对着坟墓坐着。 次
⽇，就是预备⽇的第⼆天，祭司长和法利赛⼈聚集，

来见彼拉多，说:“⼤⼈，我们记得那诱惑⼈的 还活着
的时候，曾说:‘三⽇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将
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恐怕他的 门徒来把他偷
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复活了。’这样，那后
来的迷惑⽐先前的更利害了。” 彼拉多说:“你们有看守
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
的兵同去，封了⽯ 头，将坟墓把守妥当。(太 27:57-
66)  

历史上基督教资讯的核⼼宣告是耶稣基督从死⾥复活! 
我们尽管会有从星期五很快跳到星期⽇、 从⼗字架跳
到复活之试探; 马太却暂停，并带我们⾛过坟墓的沉默
和寂静。许多⼈试图除掉基督 教的盼望，说耶稣并不
是真的死了，或说某个狂热的门徒偷⾛了耶稣的⾝体

来证实他们宣告的有位复活救主。然⽽马太在耶稣“最
后⼀⼜⽓”与“复活后⾸次显现”之间，明确说明耶稣这
个死亡是真实的，这个寂静的坟墓以及看来绝望的处

境都是真实的。  

罗马⼈执⾏死刑是彻底的，特别是对那些被指控为叛

国者。约瑟能取回耶稣的⾝体，意味着 刽⼦⼿对执⾏
刑罚做得很满意。在整个旧约时期，犹太⼈会堆积⽯

头在最邪恶的罪犯⾝上，表明在坟墓埋葬处之后是没

有⽣命;⼀个巨⽯遮住坟墓⼊⼜，意味着此坟墓埋之后
是毫⽆⽣命的指望。坟墓是寂然、⿊暗、沉静的。 

  

这就是我们和全⼈类本该有的命运之事实;然⽽，我们
的盼望是借着那位在我们以先进⼊坟墓 的，为我们开
了⼀条路经过⽽⾛出坟墓，并进⼊神正创造的新世界

中。是这个盼望，就因超越 了坟墓本⾝的这位，我们
也能与祂⼀同经历新的⽣命。马太对坟墓的描述，提

醒我们坟墓是寂静的，然⽽此寂静仅仅延续多⼀天⽽

已。  

祷告:  

我们的⽗，请提醒我们记得: 坟墓的幽暗很快就被第三
天的光明所胜过了! 奉基督的名，阿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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