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月份金句：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

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

命呢？                                         

——太 16:25-26 

   

一、2013 年 11 月份崇拜服事： 
日期 02/11 09/11 16/11 23/11 30/11 

主题 

圣餐崇拜 

困境中的 

诱、惑 

崇拜 

从上帝审判而

来的诚实 

崇拜 

谁能保存自己

的生命呢？

崇拜 

谁能建造耶和

华的殿宇？

崇拜 

彼此相顾 

 

证道 黄敬邦 传道 黄敬邦 传道 吴振忠 牧师 吴振忠 牧师 叶源川 弟兄

经节 得 3:1-18 彼后 3:1-18 太 16:20-28 撒下 7:1-16 加 6：1-10

司会 刘小雷 弟兄 赵  沛 姊妹 俞秀英 姊妹 傅  蓉 姊妹 吴  桐 弟兄

司琴 张宇迪 姊妹 张宇迪 姊妹 冯瑞雪 姊妹 冯瑞雪 姊妹 冯瑞雪 姊妹

接待 俞秀英 姊妹 吴一凡 姊妹 张丽星 姊妹 张  欣 姊妹 张  超 弟兄

备餐 俞秀英 姊妹 刘绍伦 弟兄 吴  桐 弟兄 刘昱萍 姊妹 赵  沛 姊妹

清洁 

刘绍伦 弟兄 

俞秀英 姊妹 

姜子龙 弟兄 

马适锐 弟兄 

韩宝蕾 姊妹 

吴一凡 姊妹 

刘小雷 弟兄

张丽星 姊妹

刘思源 姊妹

吴  桐 弟兄

张  欣 姊妹

李一凌 姊妹

张  超 弟兄

傅  蓉 姊妹

冯瑞雪 姊妹

 

特别聚会 

日期 02/11 09/11 16/11 23/11 30/11 

主题 查经 查经 查经 查经 查经 

带领 同工会 同工会 同工会 同工会 同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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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13 年 9 月份奉献记录，聚会出席人数： 

日期 07/09 14/09 21/09 28/09 

奉献 (€) 315,05 249,33 243,47 437,83 

成人/儿童 30/0 29/1 23/0 35/1 

 

三、2013 年 9 月财务报告（财务组提供，单位€） 

进项:    

聚会奉献（奉献箱）   

  

  

   

  

0,00

回应奉献 1245,68

银行转账奉献 200,00

支出: 

会堂场地奉献(9 月)  350,00

奉献 FMCD 吴牧师德国宣教事工 (9 月) 400,00

奥登堡查经小组场地奉献(9 月) 30,00

教会网站费用(9 月)  19,89

黄传道往返不莱梅车费(9 月)  130,00

爱宴(9 月)  107,43

  

 总进 总支 盈余

2013 年 9 月 1445,68 1037,32 408,36 

2013 年 1-9 月 9716,11 9209,76 506,35 

如对此财务报告有任何疑问或想法，欢迎向吴桐弟兄（财务组同工）询问。 

 

四、团契通讯： 

 
1. 11 月 17 日（周日）我们将参加汉堡华人基督教会的洗礼崇拜。请已经参加

基要信仰班，并预备接受水礼的弟兄姐妹向吴牧师报名。 

2. 12 月 21 日（周六）本团契将举办圣诞特别聚会。为此团契将于 11 月 16

日、23 日（周六）崇拜结束后为圣诞聚会练诗，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参加。 

 
2013 圣诞聚会 

时间: 12 月 21 日（周六）15:00 

地点: 本教会 

主题: 快乐圣诞 

 

 

 

 

 

 

3. 11 月 30 日崇拜结束后将举行每月的家事分享会，请预留时间参加，彼此分

享代祷，在主里相互支持。 

4. 本月寿星：李颖雯、刘昱萍、黄红英、汤一群 

 



 

 

五、感恩及代祷事项： 
 

1.感谢神带领团契举办了本年度秋季迎新活动。求神祝福新来到团契的华人

学生，愿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也求神打开他们的心，继续来

到团契或小组，跟我们一起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2.请为参加“基要信仰班”并已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祷告，愿神与他们同

在，帮助他们，给他们勇气，在洗礼中见证神奇妙的救恩。 

3.感谢神带领黄敬邦传道和师母来到我们当中牧养我们，让弟兄姐妹和他们

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间。求神保守他们平安回到香港，继续带领、祝福他

们在香港服事的脚踪。特别把黄师母的身体健康交给主，求主医治保守。 

4. 请为 12 月 21 日的圣诞特别聚会祷告，求主预备弟兄姐妹的时间和爱心，

积极参加圣诞节目的排练，把最好的献给主。 

5. 继续为汉堡购堂的事项顺利进行祷告。从汉堡计划建堂至今一直蒙神的恩

典和看顾，愿意神按他心意帶領成就；愿神继续使用汉堡教会，在那里弟兄

姊妹生命得造就，使更多人知道神的圣名。 

6. 请为正在写论文的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们祷告，求神带领加力，保守他们

每天在大小事上，都学习依靠主，经历主的保守和奇妙。 

7. 请为团契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祷告, 求神带领我们生命的路, 塑造我们的

属灵品格；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彼此相爱，一起成长。也求神使用我们的

查经小组, 让神的话照明慕道朋友的心，滋润信徒的生命成长。 

8. 为德国各地的牧者代祷。求神保守他们的身体健康并坚固他们手中的福音

事工。也愿神带领各地的华人教会、团契和查经班，做盐做光将神的福音带

给更多在德国的华人。 

 

六、2013 年同工联络电话 

主  席 刘小雷 017684624350 秘  书 俞秀英 017682198821 

总务组 赵  沛 04218785074 财务组 吴  桐 017632766254 

教育组 傅  蓉 017640219738 牧  师 吴振忠 017649373312 

团契奉献帐号：户 名：Fu,Rong；Ye,Yuanchuan      帐号：1004050 

银 行：Deutsche Bank                BLZ：29070024 

如有弟兄姐妹需要奉献收据,请汇款到德国汉堡华人基督教会奉献帐号： 

 收款人:CCG Hamburg e.V     Konto: 335 120 0       

 Bank: Postbank            BLZ: 200 1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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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份月报  
 

本年度主题 
 

建立教会   建立我  
(以弗所书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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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640219738 
信徒小组    

             地址：本教会                  时间：周五19:00-21:00 
联络电话：0421-8785074 
Jacobs大学小组     
地址：Jacobs大学           时间：周三18:00-20:00 
联络电话：017682198821 
Oldenburg小组     
地址：Eichen Str. 15, 26131 Oldenburg 
时间：周日15:00-18:00 
联络电话：017640219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