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崇拜 
主⽇崇拜恢复全体教会实体崇拜，每周⽇15:30-17:30。

祷告会  
每周⽇崇拜前14:30-15:10祷告会实体在教会祷告。 
每⽉第⼀个星期六早上9:30-11:30教会祷告会Zoom ID 
86888709102 密码123456。6⽉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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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28⽇暑假期间只有主⽇学合并班。8⽉28⽇主⽇学开
学礼。 

崇拜改地址时间 
6⽉12⽇改崇拜地址，因为法⽂教会开会，我们改在Paquis的
Emmanuel教会，地址是 Rue Docteur-Alfred-Vincent 4, 1201 
Genève。公⻋＃1，＃25 Monthoux 站下⻋，⾛到正⻔ 进⼊教
会。 
崇拜时间改为16:00-18:00。 
崇拜结束后⼀起到湖边草坪野餐，请各⼈预备野餐⼤家分享。 

⼉童主⽇学结业礼 
6⽉29⽇崇拜中有⼉童主⽇学结业礼，⼤中⼩班孩⼦演出赞美敬
拜带动跳，感谢所有主⽇学⽼师和家⻓⽤Godly Play引导孩⼦进
神国。 

教会会员⼤会 
6⽉29⽇17:30-18:30教会会员⼤会，请各教会会员在崇拜结束
后留下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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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清洁 
6⽉18⽇弟兄⼩家。

38彼得说：「你们各⼈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

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39因为

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并⼀切在远⽅的⼈，

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40彼得还⽤许多话作⻅

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脱离这弯曲的世

代。」 

使徒⾏传 2: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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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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2日 6月19日 6月26日 7月3日

讲道
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领會 David Ken Teresa Simon

领祈祷 Connie ⻩⽉娥 刘胜昆 葛道宁

招待
朱霞丽 
刘桂芳

Evelyn 
朱霞丽

⻩越  
郭晋

刘桂芳 
傅新红

主⽇学 
⼩班

Natacha 周洁 Natacha ⻩⽉娥

主⽇学 
中班

Natacha 王丽娜 Natacha 
傅新红

⻩⽉娥

主⽇学 
⼤班

Natacha 王丽娜 Natacha 
傅新红

⻩⽉娥

主⽇学
少年班

李⽂平 
Simon 

Teresa 
德格 

⻩越 
Daniel 

袁之詠 
David

茶点 
清洁

提摩太 
⼩家

⻘年 
⼩家

新天地 
⼩家

弟兄 
⼩家

⼩家聚会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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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宣教焦点

在主⾥⼀起同⼯⼯的弟兄姊妹们： 

平安。法国这⼀星期起，在⼤众运输⾥不再强制戴⼝罩，
虽然新冠疫情不会因⼈为政策的宽松⽽凭空消失，但整体
的氛围已经轻松很多，静娟还是维持这两年年来的”标配”-
⼀出⻔就把⼝罩带上，在⼈多的场合还是谨慎为要。感谢
神的怜悯与保守，虽然在两个⽉前也意外地”中标”，但⼤
⼤睡三天，在家隔离⼏天就康复了。曾接触过的⼈⼈也平
安⽆事。这两年年陆续都有弟兄姊妹确诊，都安然度过。
如果神存留我们⽣命⽓息，就还有机会可以更更深地悔
改，认识祂，服事祂，预备⾃⼰丰丰富富地进⼊神的国。 

在家聚会虽省去交通往返之累，但⼈与⼈之间真实互动中
的身体接触(拍肩，拥抱)，彼此眼⽬⽬交流的专注，微妙
的肢体语⾔，多⼈同在时场域间彼此感染的氛围，圣靈的
⾃⾃由运⾏⾏....是相对单向的⽹路路聚会⽆法取代的。这
学年年Agapé Paris 在巴黎租了⼀个场地，平⽇可以做为”艺术
展览“之⽤—⽤容易触动法国⼈的语⾔—“美”跟他们做⾒证，
晚上则是学⽣⽣聚集的场地。这⼀届的学⽣⽣有好⼏个都
是今年年第⼀年來法国读书，静娟很常被上帝在他们身上
的作为所震撼，也为能够陪伴他们⼀程⽽充满感激。 

主前代祷： 

1.常在主⾥安静，满有属天的启示与⼒量去服事学⽣⽣。 

2.有从上头⽽來的看⾒，和同⼯宋洋与学⽣同⼯们⼀起去
规划2023学年。 

3.想要搬离现有的居所，求神预备下⼀个环境。 

4.为初信者祷告，信⼼坚固，以神的话语为根基，常经歷
救恩美善的滋味：⼒，平，缘，琳 

5.为众弟兄姊妹祷告，真认识神，在靈⾥很深地遇⾒主，
经历主爱的触摸(特别是第⼆代基督徒) 

6.为我的家⼈祷告，离弃偶像，认识⼜真⼜活的神。我的
⼤姪⼥今年要上⼤学，姪⼦要上⾼中，求主为他们预备下
⼀个阶段的学校。 

若愿意透过财务奉献⽅式，參与法国华⼈留学⽣福⾳⼯
作，在法国的弟兄姊妹可以线上奉献 
https://dons.agapefrance.org/wu/  

或是开⽴⽴⽀⽀票 Agapé France (soutien Joyce WU)，寄到  
Agapé France  

BP29   

77831 Ozoir la Ferrière Cedex 

2022年5⽉21⽇，Paris

Agapé France - 吴静娟姐妹
若  I F

— 贾艾梅 Amy Carmichael

若我不以主所施予我的恩慈来体恤同⼯，那
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的爱。
If I have not compassion on my fellow-servant 
even as my Lord had pity on me,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若我轻看主召我来服事的那些⼈，闲话他们
的缺点，借此有意⽆意地陪衬出⾃⼰的优
点；若我摆出⼀副⾼⼈⼀等的脸孔，却忘了
「使你与⼈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
受的呢？」 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的
爱。
If I belittle those whom I am called to serve, 
talk of their weak points in contrast perhaps 
with what I think of as my strong points; if I 
adopt a superior attitude, forgetting “Who 
made thee to differ? And what has thou that 
thou hast not received?”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若我可以轻易议论别⼈的短处和过失；若我
可以⽤默然的态度谈论甚⾄只是⼀个⼩孩⼦
的错失，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的爱。
If I can easily discuss the shortcomings and 
the sins of any; if I can speak in a casual way 
even of a child’s misdoings,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若我对别⼈的错误漫不经⼼，把它们看作当
然的事：「哦，他们常常都是这样的」、
「哦，她就是这样讲话的，他就是会做出这
种事。。。」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上的
爱。
If I find myself half-carelessly taking lapses for 
granted, “Oh, that’s what they always do,”Oh, 
of course she talks like that, he acts like that,”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若我会从取笑别⼈中得到乐趣；若我会在谈
话或什⾄思想中奚落他⼈，那我就还是丝毫
不懂加略⼭的爱。
If I can enjoy a joke at the expense of another; 
if I can in any slight another in conversation, 
or even in thought,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若我会写⼀封⽆情的信，说出⼀句⽆情的
话，思索⼀个⽆情的思想⽽不觉得羞愧与伤
痛，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的爱。
If I can write an unkind letter, speak an unkind 
word, think an unkind thought without grief 
and shame,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 贾艾梅 Amy Car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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