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月份金句：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罗马书10:9 
 

一、2017年2月份崇拜服事： 

日期 04/2 11/02 18/02 25/02 

主题 除旧迎新 为何要赞美上帝 共建教会 
  在颂赞中 

   信靠神 

证道   吴振忠 牧师 蔡定邦 老师 吴振忠 牧师 管惠萍 传道 

经节    西 3:1-17 诗篇145 林前 3:4-23    诗篇103 

司会 陈  颍 弟兄 邓竹韵 姊妹 张丽星 姊妹   吴  桐 弟兄 

司琴 刘思源 姊妹 吴一凡 姊妹 王露雪 姊妹   刘思源 姊妹 

儿童 

主日学 
张丽星 姊妹   刘思源 姊妹 吴一凡 姊妹   刘淑艳 姊妹 

接待  赵  沛 姊妹 孙震鹏 弟兄 施清源 姊妹   韩宝蕾 姊妹 

备餐   刘绍伦 弟兄   吴  桐 弟兄   朱广析 弟兄   陈  颍 弟兄 

清洁 

  于  萌 弟兄 

  陈彦霖 姊妹 

  赵  沛 姊妹 

孙震鹏 弟兄 

吴一凡 姊妹 

刘淑艳 姊妹 

陈  颍 弟兄 

邓竹韵 姊妹 

施清源 姊妹 

刘绍伦 弟兄 

刘思源 姊妹 

韩宝蕾 姊妹 

 

特别聚会 

日期 04/02 11/02 18/02 25/02 

主题 圣经研读班 圣经研读班   圣经研读班 圣经研读班 

带领 吴振忠 牧师 蔡定邦 老师 吴振忠 牧师 管惠萍 传道 

时间 14:00-15:00 14:00-15:00 14：00-15:00 14:00-15:00 

 

二、2016年12月份奉献记录，聚会出席人数： 

日期 03/12 10/12 16/12 24/12 31/12 

奉献(€) 439.93 202.50 0.00 0.00 0.00 

成人/儿童 28/1 40/2 65/10 36/1 18/0 

 

 

 

 

 

三、2016年12月财务报告（财务组提供，单位€） 

进项:    

聚会奉献（奉献箱）   34.00 

回应奉献   641.85 

银行转账奉献   3224.00 

支出:    

会堂场地奉献(12 月)  450.00 

奉献 FMCD 吴牧师德国宣教事工 (12 月) 500.00 

奉献 FMCD 管惠萍传道德国宣教事工 (12 月)           600.00 

教会网站费用（12 月）             14.9 

银行卡年费            59.88 

12 月圣诞节儿童礼物            7.12 

2017 年台历及挂历           358.35  

2016 年德国中文图书馆奉献 1000.00 

爱宴 (12 月) 124,79 

 总进 总支 盈余  

2016 年 12 月 3899.85 3401.50      498.35  

2016 年 1-12 月 21670.38 25055.56   -221.28  

如对此财务报告有任何疑问或想法，欢迎向赵沛姊妹（财务组同工）询问。 

 

四、团契通讯： 
1. 2月18日（周六）崇拜中将举行新一届同工就职烛光礼。请弟兄姊妹按照自己的恩 
赐，积极参加各个事奉小组，共同参与团契的服事，以热诚和忠心来事奉 神，回应 
祂的爱与恩典。 
2. 2月25日（周六）崇拜后将举行每月家事分享祷告会，请弟兄姊妹预备自己的心， 
思想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也为教会各项事工向神献上感恩及祈祷。 
3. 2017年德国华人基督徒门徒造就营将于4月13-17 日（复活节假期）在法兰克福青

年旅馆举行，主题是《宗教改革五百年与我的信仰生活》，讲员包括蔡丽贞院长和

林永健牧师，报名截止日期为 3 月 6 日，名额有限，请弟兄姊妹尽快向赵沛姊妹

报名。更多信息请见：http://www.chinesecamps.de/camp_2017_frankfurt。 
4. 本月寿星：温淑芳师母、陈颍弟兄、王金祥弟兄、陈雪英姊妹、刘淑艳姊妹、 
李一凌姊妹  
 

 

 



五、感恩及代祷事项： 
1、感谢 神带领 2016 年跨年联合青年营（主題：用我一生）的顺利进行。在新的一年

里，求 神保守我们所立的心志，让我们行在光明中，我们愿意一生摆上、求 主使用。 

2. 感谢主，在今年 1 月 21 日的会友大会中选出了新一届五位同工。请为同工们及各事奉

小组成员祷告；愿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加入事奉的团队中；愿我们彼此同心，互相配搭，

各尽其职，合一事奉，荣神益人，共同建立基督的身体。 

3. 感谢 神保守1月28日的新春聚会，使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能够欢聚一堂，共同庆祝

农历新年，求主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更加地信靠顺服，蒙 神的喜悦。 

4.请为2017年的德国华人基督徒门徒造就营祷告，特别为讲员蔡丽贞院长和林永健牧师

祷告，求神保守他们旅途平安，并带来丰富的属天信息。请为所有参加营会事奉的教牧

同工和参与各项服事的弟兄姊妹祷告，并为每位参加者祷告，愿大家在营会中有美好的

分享和丰富的得着。 

5. 请为教会当中，身心有痛苦软弱的弟兄姊妹祷告，求 神医治看顾，加添他们信心、

力量和平安。也请为怀孕的姊妹祷告，求 神賜福和看顾，保守母婴的健康。 

6. 请为团契各查经小组祷告，愿 神亲自带领、祝福各个小组的聚会，让参加小组的弟

兄姊妹及慕道朋友们，在当中更多地认识 神、亲近 神，学习彼此相爱，在 神的家中一

起成长。  

7. 请为正在写论文的弟兄姊妹和找工作的弟兄姊妹祷告，求 神带领加力；让他们在人

生的不同遭遇中学习依靠主，并经历主的恩典和奇妙。  

8. 请为不莱梅及周边地区的华人，特别为曾经参加过我们聚会的朋友们祷告，愿 神用

诸般的恩典引领他们敞开心门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位奇妙的救主，并愿 神祝福他们在这里

的生活、工作和学习。  

9．求 神感动弟兄姊妹的心，挑旺我们传福音的热心，也赐我们有智慧和勇气，无论得

时或不得时，总要将福音传出去。 

10. 请继续为德国各地的牧者代祷。求神保守他们身体健康并坚固他们手中的福音事工。

也愿神带领各地华人教会、团契和查经班，将神的福音带给更多生活在德国的华人。 

 

六、2016年教牧及同工联络电话 

牧	 	 师	 吴振忠	 017691314155	 师  母 温淑芳	 017691314155 

传	 	 道	 管惠萍	 04076900694 主  席 俞秀英	 017682198821	

总务组 陈	 	 颍	 017645730231	 秘  书 吴  桐  01732736518 

教育组 孙震鹏	 017670552518	 财务组	 赵	 	 沛	  017641642237	

团契奉献帐号： 

户名： Fu,Rong；Ye,Yuanchuan IBAN： DE76290700240100405000 

银行： Deutsche Bank BIC： DEUTDEDBBRE 

如有弟兄姊妹需要奉献收据,请汇款到德国汉堡华人基督教会奉献帐号： 

户名: CCG Hamburg e.V     IBAN： DE73520604100006603130 

银行:  Ev. Kreditgenossenschaft e.G.             BIC： GENODEF1EK1 

请汇款时务必在Zweck一栏注明：ccg-Bremen或写上数字"10" 

 
 

   
 
     

 
( 28:19-20) 

 
 

 15:30 
 

Hohenlohestr.60, 28209 Bremen 
 6 8 Straßenbahn 24  

            Bus  Blumenthalstrasse  
www.ccg-bremen.de 

 
 
 

   
                  19:00-21:00 

017640219738 
 

   
                               19:00-21:00 

01732736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