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月份金句：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

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

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路加福音 2:10-12 

一、2020年12月份崇拜服事： 

日期 05/12 12/12 19/12 26/12 

主题 
圣餐崇拜 

当守安息日 

圣诞特别聚会 

主题：希望 

讲员： 

陈永安 牧师 

崇拜暂停一次 

全团契 

12月20日在线上 

参加汉堡教会的

主日崇拜和 

圣诞特别聚会 

诗歌敬拜 

证道 吴振忠 牧师 陈梁兆琪 师母 

经节 
出20:8； 

尼13:15-22 
- 

司会 赵姗姗 姊妹 胡方宁 姊妹 

PPT 王天一 弟兄 杜岑罕 弟兄 

接待 施清源 姊妹 王天一 弟兄 吴  桐 弟兄 

 

特别聚会（汉堡教会主日学）： 

日期 06/12 13/12 20/12 27/12 

主题 
以弗所书-  

教会的根基 

以弗所书-  

教会的根基 

以弗所书-  

教会的根基 
以弗所书-  

教会的根基 

带领 吴振忠 牧师 吴振忠 牧师 吴振忠 牧师 吴振忠 牧师 

时间 9:00-10:00 9:00-10:00 9:00-10:00 9:00-10:00 

 

二、2020年10月份奉献记录、聚会人数 
日期 3/10 10/10 17/10 24/10 

奉献（€）         140 172 0 0 

成人/儿童           36/0 

(网上加 

实体聚会) 

30/0 

(网上加 

实体聚会) 

17/0 

(网上聚会) 

20/0 

(网上聚会) 

 

三、2020年10月财务报告(财务组提供，单位€) 

进项  

聚会奉献         332.00 

银行转帐奉献 1390.00 

支出  

会堂场地奉献 （10月）    500.00 

奉献FMCD陈永安牧师德国宣教事工（10月）              600.00 

奉献FMCD吴振忠牧师德国宣教事工（10月）             400.00 

奉献FMCD管惠萍传道德国宣教事工（10月）          500.00 

奉献OMF葛美恩宣教士华人青少年德语事工（10月）   200.00 

Zoom月费（10月）   

吴振忠牧师往来不莱梅车费（10月） 

团契网页 

 16.23 

 23.00 

 47.47 

   总进   总支   盈余 

2020年10月  1,722.00  2,286.70 -564,70  
2020年（1-10月）  18,930.79 25,259.32 -6,328.53 

如对此财务报告有任何疑问或想法，欢迎向俞秀英姊妹(财务组同工)询问。 

 

四、团契通讯： 
1.经同工会讨论决定，团契将于 12 月恢复在教会的实体敬拜，同时网络敬拜照常。

因需与其他团契协调时间，主日时间做出以下调整：祷告会：13:00-13:30，主日崇

拜：13:45-15:00。同时，根据德国教会的聚会规定，教会场地使用时长和用途受到

严格限制，因此 12 月的主日学暂时暂停，鼓励弟兄姊妹参加周五团契的查经聚会

（19:00-21:00）和周日汉堡教会的主日学（9:00-10:00）。12 月汉堡教会主日学的

查经主题为：以弗所书-教会的根基，由吴振忠牧师带领。 

2.12 月 12 日（周六）团契将举行圣诞特别聚会，陈永安牧师会用诗歌、马太福音 1-2

章及路加福音 1-2 章的经文，帮助大家默想耶稣基督降生的经过。鼓励每位弟兄姊妹

都能邀请最少一位新朋友或团契的许久不见的老朋友参加聚会，让我们继续将福音广

传。 

3.12 月 19 日（周六）团契崇拜暂停一次，改为在 12 月 20 日（周日）通过 ZOOM 参加

汉堡华人基督教会的主日崇拜（10:00-12:00）和圣诞特别聚会（14:00 开始）。 

4.2021 年 1 月 16 日（周六）主日敬拜前，团契将举行每年一次的会友大会及新一届

同工改选。15 位同工候选人名单将由同工会按团章产生。受疫情影响，团契今年将通

过邮寄的形式于 11月 28日开始发放选票，且附上了回寄信封（含收件人地址和邮票）。

请接到选票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安静自己的心，祷告后选出合神心意的 5 位同工，最

晚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前将选票邮寄至陈牧师家中。 

5.12 月 31 日（周四）23:00-2021 年 1 月 1 日（周五）00:45,汉堡华人基督教会将在

实体和线上举办跨年圣餐崇拜暨守望祷告会，并线上放烟火。主题：天路历程的分站。

讲员：吴振忠牧师；经文：约书亚记 14:6-14. 欢迎弟兄姊妹预留时间参加。 

6.2021 年 1 月 1 日（周五）19:00-21:00 团契将通过 ZOOM 举行 2020 年年终祷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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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本月寿星：安建明弟兄、胡方宁姊妹、陈悦儿姊妹。 
 

五、感恩及代祷事项： 
1.请继续欧洲和德国正在发生的疫情的二次爆发向神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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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带领决策者推广适合当地的防疫策略，同时提高民众的

防护意识，齐心协力阻断疫情的传播。 

2.请为团契的各项聚会祷告。在疫情反复的情况下，求神亲自带领和开路，使弟兄姊

妹无论实体还是线上的聚会，都满有神的恩典、平安和喜乐。 

3.请为团契圣诞节期间的各项活动的筹备祷告，因着疫情的原因，今年圣诞节的各项

活动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求神特别赐给我们智慧和带领，在特殊时期还是有办

法让更多人认识圣诞节的主角-主耶稣基督。 

4.请为团契各查经小组和青橄榄树、马利亚、西面亚拿小组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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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请为2021年1月16日的会友大会及新一届同工改选祷告。感谢神一直以祂的恩典与

信实带领不莱梅团契成长，求神赐给我们合神心意的同工，赐给我们爱神爱人的心，

祝福使用我们同心合意的事奉来见证神、兴旺福音。 

6.请为弟兄姊妹的灵命成长祷告，求主巩固我们的信仰根基，坚定我们的信心，时时

跟随主的脚踪不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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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份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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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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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                  时间：周五19:00-21:00 

联络电话：017682198821 

 

信徒小组   

             地址：ZOOM                  时间：周五19:00-21:00 

联络电话：017622860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