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月份金句： 

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 

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以弗所书5:26-27 

一、2020年8月份崇拜服事： 

日期 01/08 08/08 15/08 22/08 29/08 

主题 

圣餐崇拜 

圣洁没有 

瑕疵的教会 

崇 拜 

你的神 

在哪里呢？ 

崇 拜 

渴望朝见神 

崇 拜 

神赐给我们

每日所需的

饮食 

崇 拜 

尊与卑 

证道 陈永安 牧师 温淑芳 师母 管惠萍 传道 吴振忠 牧师 陈永安 牧师 

经节 
以弗所书 

5:22-33 

诗篇42:1-5 

诗篇146 

诗篇 

84篇 

出埃及记

15:22-16:5 

以弗所书 

6:1-9 

司会 李诗涵 弟兄 赵  沛 姊妹 施清源 姊妹 胡方宁 姊妹 俞秀英 姊妹 

PPT 杜岑罕 弟兄 宋笑宇 弟兄 于  萌 弟兄 王天一 弟兄 赵姗姗 姊妹 

接待 施清源 姊妹 袁  媛 姊妹 杜岑罕 弟兄 赵姗姗 姊妹 王天一 弟兄 

 

特别聚会： 

日期 01/08 08/08 15/08 22/08 29/08 

主题 圣经研读班 圣经研读班 圣经研读班 圣经研读班 圣经研读班 

带领 陈梁兆琪师母 陈永安 牧师 陈永安 牧师 陈永安 牧师 陈梁兆琪师母 

时间 12:00-13:00 12:00-13:00 12:00-13:00 12:00-13:00 12:00-13:00 

 

二、2020年6月份奉献记录，聚会出席人数： 
日期 6/6 13/6 20/6 27/6 

奉献（€）         60  216.69 164.61  146.50 

成人/儿童           34/0 

(网上加 

实体聚会) 

31/0 

(网上加 

实体聚会) 

29/0 

(网上加 

实体聚会) 

30/0 

(网上加 

实体聚会) 

 

三、2020年6月财务报告(财务组提供，单位€) 
进项  

聚会奉献         587.80 

银行转帐奉献 3858.00 

支出  

会堂场地奉献 （6月）    500.00 

奉献FMCD陈永安牧师德国宣教事工（6月）              600.00 

奉献FMCD吴振忠牧师德国宣教事工（6月）             400.00 

奉献FMCD管惠萍传道德国宣教事工（6月）          500.00 

奉献OMF葛美恩宣教士华人青少年德语事工（6月）   200.00 

Zoom月费（6月）   

消毒用品 

购买口罩 

银行费用 

 16.65 

  7.99 

 96.00 

 17.70 

   总进   总支   盈余 

2020年6月 4,445.80 2,338.34 
 

2,107.46 

2020年（1-6月） 12,787.57 15,918.37 -3,130.80 

 

四、团契通讯： 
1. 团契已恢复在教会的主日敬拜，同时网络敬拜照常。敬拜时间改为周六下午 14:30 

- 16:00，其中 14:30 - 15:00 为祷告会，场地为德国教会主礼堂。鼓励条件允许的

弟兄姊妹积极参加实体聚会。主日学时间改为周六中午 12:00 - 13:00，仍然通过 ZOOM

进行。 

2. 8 月 29 日（周六）晚上 19:30，将通过 ZOOM 举行每月家事分享祷告会，请弟兄姊

妹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彼此分享、彼此关心、彼此鼓励、彼此守望、彼此代

祷。让我们同心为团契的各项事工向神献上感恩和祷告。 

3. 9 月 25 日（周五）16:30-18:30，德国教会将联合各个团契，举办主题为 Tournee der 

Hoffnung（盼望之旅）的传福音活动，地点在 Nelson-Mandela-Park hinter dem 

Elefanten-Denkmal （即教会附近的大象雕塑旁），欢迎大家预留时间，积极参与。

团契也被邀请参与节目的准备，选项有：参与默剧表演、分享见证、音乐与舞蹈表演、

家庭献诗等。请有感动参与的弟兄姊妹与胡方宁姊妹联系。 

4.本月寿星：Monica Weiss 姊妹、孙渤涵弟兄、段思奇姊妹、胡冬冬弟兄。 
 

五、感恩及代祷事项： 

1.请为德国疫情的逐渐稳定向神献上感恩，也继续为现在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

解禁后德国疫情的控制祷告，求神赐下怜悯和救护。愿神眷顾患者，除去他们心中的

惧怕，安慰和医治他们。愿神看顾保守奋战坚守在一线的医护人员，预备充足的医药

和防护用品，救他们免于病毒的侵害，帮助他们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医治病患。求神

让我们在疫情面前反省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软弱、有限、无力、生命的无常，使神

的儿女们存谦卑警醒的心敬虔度日，把握机会传扬福音，让还不认识神的人回心转意

明白接受救恩。 



 

2.请为团契恢复在教会的敬拜祷告，求神亲自带领，赐给来参与的弟兄姊妹谨慎的心，

严格遵守相关卫生规定。求神保守敬拜的安全进行，并赐给参与服侍的牧者和弟兄姊

妹恩典智慧能力。求神祝福并使用我们的敬拜，使弟兄姊妹生命得造就，也带领众弟

兄姊妹可以逐渐回到神的殿中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3.请为团契各查经小组和新开展的学生、青年姊妹、长青小组祷告，愿神亲自带领、

祝福各个小组的聚会，使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们，都能在其中得着神话语的造就和爱

的温暖。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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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请为弟兄姊妹在不同人生阶段所面对的挑战祷告。求主巩固我们的信仰根基，帮助

我们学习常常坚定信靠主，敢于面对人生的挑战而不后退，靠主得胜。 

6.请为团契中身体有疾病和心灵疲倦的弟兄姊妹祷告，求神医治弟兄姊妹们的身体，

愿神赐给弟兄姊妹们信心，使我们时常经历从神的应许而来的忍耐和安慰，使我们看

见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更多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经历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

完全，愿我们在神的恩典里刚强起来，靠主有力量来奔跑前路。 

7.请继续为德国各地的牧者代祷。求神保守他们身心灵健康并坚立他们手中的福音事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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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教牧及同工联络电话： 

牧  师 陈永安 015202000851 师  母 陈梁兆琪 015202000718 

牧  师 吴振忠 017657906431 师  母 温淑芳 017657906431 

传  道 管惠萍 040-76900694 主  席 陈  颍 015221565560 

总务组 胡方宁 01621527417 秘  书 施清源 017622860210 

教育组 李诗涵 01744779329 财务组 俞秀英 017682198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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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八月份月报 
 

本年度主题 
 

交托善道，牢牢守着 
(提摩太后书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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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622860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