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份金句：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14:6 

 
 

一、2017年4月份崇拜服事： 

日期 01/04 08/04 15/04 22/04 29/04 

主题 

圣餐崇拜 

应当仰望神 

崇拜 

乃缦得医治 

查经聚会 

像明光照耀

的生命 

崇拜 

新生命，新生

活 

崇拜 

引人更新成圣 

   的圣灵 

证道 吴振忠 牧师 管惠萍 传道 - 蔡定邦 老师 管惠萍 传道 

经节 诗篇 42 王下 5:1-19 腓 2:12-18 太 17:1-9 加 5:16-26 

司会 张丽星 姊妹 俞秀英 姊妹 吴  桐 弟兄 吴  桐 弟兄 邓竹韵 姊妹 

司琴 刘思源 姊妹 吴一凡 姊妹 - 吴一凡 姊妹 吴一凡 姊妹 

儿童 

主日学 
刘淑艳 姊妹 张丽星 姊妹 - 刘淑艳 姊妹 刘思源 姊妹 

接待 陈  颍 弟兄 邓竹韵 姊妹 吴  桐 弟兄 施清源 姊妹 陈彦霖 姊妹 

备餐 孙震鹏 弟兄 陈  颍 弟兄 陈雪英 姊妹 刘绍伦 弟兄 刘昱萍 姊妹 

清洁 

陈  颍 弟兄 

吴一凡 姊妹 

李颖雯 姊妹 

王金祥 弟兄 

邓竹韵 姊妹 

刘昱萍 姊妹 

吴  桐 弟兄 

李一凌 姊妹 

姜子龙 弟兄 

孙震鹏 弟兄 

施露霖 姊妹 

施清源 姊妹 

于  萌 弟兄 

陈彦霖 姊妹 

俞秀英 姊妹 

 

特别聚会 

日期 01/04 08/04 15/04 22/04 29/04 

主题 圣经研读班 圣经研读班 圣经研读班 基要信仰班 圣经研读班 

带领 吴振忠 牧师 管惠萍 传道 暂停一次 吴振忠 牧师 管惠萍 传道 

时间 14:00-15:00 14:00-15:00 14：00-15:00 13:30-15:00 14:00-15:00 

 

二、2017年02月份奉献记录，聚会出席人数： 

日期 04/02 11/02 18/02 25/02 

奉献(€) 314.80 232.16 331.24 225.41 

成人/儿童 38/5 30/0 41/4 32/0 

 

三、2017年02月财务报告（财务组提供，单位€） 

进项:    

聚会奉献（奉献箱）   30.00 

回应奉献   1073.61 

银行转账奉献   1749.00 

支出:    

会堂场地奉献(2 月)  500.00 

奉献 FMCD 吴牧师德国宣教事工 (2 月) 500.00 

奉献 FMCD 管惠萍传道德国宣教事工(2 月) 600.00 

网站费用（2 月) 14.90 

管惠萍传道往返不莱梅车费（2016 年 12 月和 2017年 2月） 161.00 

吴牧师师母往返不莱梅车费 (2016 年 11、12月和 2017年 2月) 233.99 

蔡定邦老师往返不莱梅车费 (2 月) 27.00 

奉献葛忠良牧师师母 500.00 

礼物 36.30 

购买电脑 416.98 

爱宴 (2 月) 305.84 

 总进 总支 盈余  

2017 年 2 月 2912.61 3296．01 -383.40  

2017 年 1-2 月 4797.26 5261.59 -46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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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北德基督徒联合生活营将在 6 月 3 日（周六）至 6 月 5 日（周一）于 

Jugendherberge Rotenburg 举行，今年主题是祷告生活。报名已于3月26日开始，请参

加营会的弟兄姊妹尽快向陈颍弟兄报名。 

2. 造就营期间周五（4月14日）查经暂停一次，周六（4月15日）改为查经聚会。 

3. 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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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为方便弟兄姊妹借阅书籍，团契已开设流动图书馆，每次会挑选约50本图书以

供弟兄姊妹选读，每三个月将更新一批图书。书籍所涉猎的范围有：传记、生命

故事；诗歌、散文；恋爱、婚姻、家庭；儿童少年读物；心灵健康；信仰探索与

生活；圣经研读；人生哲学与智慧等。欢迎弟兄姊妹踊跃借阅。 

5. 汉堡教会將于5月7日（主日）下午举行「灵感的源头」福音音乐会，华裔美籍

钢琴家 Sandra Wright-Shen 将作演奏和见证。请各弟兄姊妹踊跃邀请亲友参加。 



 

6. 本月寿星：赵沛姊妹、姜子龙弟兄、王一菲姊妹、胡金菊姊妹 

 

五、感恩及代祷事项： 
1.  请为 2017 年度新一届同工及其事奉团队祷告，求神赐下合一、信心与爱心，带领 

弟兄姊妹一起过信、望、爱的团契生活。也求神继续挑旺弟兄姊妹感恩事奉的心，回 

应神的爱，积极参与服事，一起经历神的恩典与同在，使属灵生命不断成长。 

2. 请为 2017年德国华人基督徒门徒造就营祷告，求神保守整个营会有平安，给事奉的加

力，让弟兄姊妹得享属灵的盛宴。 

3. 请为团契中身体软弱或心灵疲倦的弟兄姊妹祷告，求 神医治身体和心灵、加添力量，

让弟兄姊妹能在困境中经历 神的保守带领，重新得力量和盼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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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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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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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请为团契中的父母祷告，求 神赐智慧、力量，让他们以感恩来领受神所赐的产业，也

以 神的话，神的爱来教养照顾孩子，  

8. 为团契中的新婚夫妇祷告，求 神帮助他们的婚后生活，使他们的家庭成为荣神益人的

基督化家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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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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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不莱梅中文基督徒团契 
 

二〇一七年四月份月报 
 

本年度主题 
 

广传福音，领人归主 
(马太福音28:19-20) 

 

 

崇拜聚会时间：每周六下午 15:30 

 

教会地址：Hohenlohestr.60, 28209 Bremen 

交通：乘坐 6、8路Straßenbahn 以及24路 

            Bus 至 Blumenthalstrasse 站下车 

团契网址：www.ccg-bremen.de 
 

 

 

查经小组聚会 

 

福音小组   

地址：本教会                  时间：周五19:00-21:00 

联络电话：017682198821 

 

信徒小组   

             地址：本教会                  时间：周五19:00-21:00 

联络电话：01732736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