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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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6⽇有祷告会。 

实体主⽇学 
暑假合并班主⽇学：欢迎4-11岁孩⼦在每周⽇下午3:30参加教会
崇拜后到教室室上主⽇学。 

洗礼 
7⽉24⽇教会崇拜有洗礼，弟兄姐妹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
主，接受洗礼归⼊教会。请向葛牧师或⻓⽼报名参加洗礼课程。
洗礼前有两次洗礼课程，预备弟兄姐妹洗礼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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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恩慈⼩家。8⽉6⽇⻘年⼩家。

12你们既受洗与他⼀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同复

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复活神的功⽤。13你们从前

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切

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同活过来。 

歌罗⻄书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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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0日 7月17日 7月24日 7月31日 8月7日

讲道
葛道宁 
牧师

⻩⽉娥 
师⺟

葛道宁 
牧师

葛道宁 
牧师

Raymond

领會 David Simon ⻩⽉娥 Teresa Simon

领祈祷 Connie 刘胜昆 葛道宁 ⻩⽉娥 Connie

招待
刘桂芳 
⻩越

朱霞丽 
Evelyn

郭晋 
项祯怡

Evelyn 
傅新红

朱霞丽 
Amanda

主⽇学 
⼩班

主⽇学 
中班

⻩⽉娥 
周⻙伟

Lis 
于燕

周洁 
郭坤

⻩⽉娥 
夏维佳

项祯怡 
傅新红

主⽇学 
⼤班

主⽇学
少年班

/ / / / /

茶点 
清洁

恩慈 
⼩家

提摩太 
⼩家

⻘年 
⼩家

新天地 
⼩家

弟兄 
⼩家

⼩家聚会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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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学⼤中⼩班合并班



7⽉宣教焦点

欧洲有超过300万的华⼈，基督徒却只有0.7%。这是⼀个⼴
⼤的⽲场，未得之地，每个数字后⾯，都是有待拯救的
灵魂，极需福⾳。整个欧洲的300多间华⼈教会，只有不
到⼀半有全职的牧者。庄稼多⼯⼈少，欧洲急需牧者。 

欧华神学院成⽴于2007年，是欧洲⼤陆第⼀间华⼈实体神
学院，专注于培养欧洲本地的牧者。欧华的异象是「愿
欧洲每⼀个华⼈教会拥有⾃⼰的牧者，让欧洲每⼀个华
⼈牧者享有充⾜的装备」。今年的第⼗届毕业⽣有14位。
从2007年⾄今，⼀共有266⼈⼊学学习，111位的毕业⽣，在
全欧洲30多个城市牧养教会。我们瑞⼠唯有的两位全职传
道⼈(⽇内瓦和苏黎世教会) 都是欧华的毕业⽣。 

过去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学院采取了在线授课，但
从今年春天开始，则采实体，线上混合⽅式进⾏：六周
实体+四周线上+六周实体，学⽣整体反应相当正⾯。学院
也新聘了新约⽼师王仁洁博⼠，实践课程及外展主任胡
德明牧师和图书馆主任。 

我们教会去年为欧华的建校奉献，廖元威院⻓特地写信
致谢。但建校的进展⽐原本计划的延迟了些，主要因为
疫情的影响，政府批准建筑执照耽延了。请继续为此祷
告。 

祷告事项： 

1. 为新学年的招⽣祷告，求主预备合适的⼯⼈来接受装
备。 

2  为今年秋、明年春，学院仍将以实体和线上混合模式运
作(六周实体+四周线上+六周实体) 祷
告。 

3. 请祷告纪念神学院图书馆馆⻓郭素
蓉师⺟，最近查实患癌，现已开始
接受治疗。愿主⼤能的⼿托住，并
完全地医治她。 

3. 在建校上，仍旧在等候着市政府发
出建筑执照，以便今年夏天开始动
⼯。请祷告记念，并为所需的建校
经费代祷。

国际欧华神学院
若 I F -  贾爱梅

 

若我在遇到麻烦事的时候，不想到救主的痛⼼，
远多于想到⾃⼰的忧虑，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
略⼭的爱。 

If I do not feel far more for the grieved Saviour than 
for my worried self when troublesome things occur,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若我不了解他的怜悯（主转过身来看彼得）；若
我不了解他对那真正谦卑痛悔者所抱持希望的勇
⽓（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那我就

还是丝毫不懂加略⼭的爱。 

If I know li>le of his pi@fulness (the Lord turned and 
looked upon Peter), if I know li>le of His courage of 
hopefulness for the truly humble and penitent (He 
saith unto him, "Feed My lambs")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若我对付不法之事是为着任何其他的理由，⽽⾮
为下⾯的话语所意指的：“他的右⼿向他们发出

⼀条如烈⽕般的命令。恩，他爱他的百姓”；若

我⼤声责备⽽⼼中感不到伤痛，那我就还是丝毫
不懂加略⼭的爱。 

If I deal with wrong for any other reason than that 
implied in the words, " From His right hand went a 
fiery law for them. Yea, He loved the people"; if I 
can rebuke without a pang,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若我关⼼⼀个⼈却得不到对⽅的反应，以⾄不堪
劳瘁⽽想逃避重担，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
的爱。 

If, in dealing with one who does not respond, I 
weary of the strain, and slip from under the burden,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若我不能忍受像浪⼦的⽗亲那样并不设法减轻远
⽅环境的严酷；换句话说，若我拒绝让神的律法
实施出来，因为我不忍看这律法实施出来所引起
的痛苦，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的爱。 
If I cannot bear to be like the father who did not 
soNen the rigors of the far country; if, in this sense, I 
refuse to allow the law of God ( the way of 
transgressor is hard) to take effect, because of the 
distress it causes me to see that law in opera@on,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若我为了那些我必须负责之灵魂的益处⽽受到责
备和误解，就因此⼼烦意乱；若我不能委身于这
件事上，并保持平静缄默，单单思想客⻄⻢尼园
和⼗字架，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的爱。 

If I am perturbed by the reproach and 
misunderstanding that may follow ac@on taken for 
the good of souls for whom I must give account; if  I 
cannot commit the ma>er and go on in peace and 
in silence, remembering Gethsemane and the Cross,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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