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月份金句：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约翰一书 4:10 

一、2021 年 11月份崇拜服事 

日期 06/11 13/11 20/11 27/11 

主题 
圣餐崇拜 

耶稣呼召门徒 

崇  拜 

遵命蒙福 

崇  拜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崇  拜 

胜过试探 

证道 陈永安  牧师 吴振忠 牧师 陈梁兆琪 师母 管惠萍 传道 

经节 可 3:13-19 申 28:1-14 诗 23 雅 1:12-18 

司会 赵  沛  姊妹 李嘉林  弟兄 刘淑艳  姊妹 俞秀英  姊妹 

PPT 赵姗姗  姊妹 桂述豫  弟兄 杜思颖  姊妹 段思奇  姊妹 

设备 桂述豫  弟兄 施清源  姊妹 赵姗姗  姊妹 李嘉林  弟兄 

接待 俞秀英  姊妹 杜岑罕  弟兄 施清源  姊妹 邓竹韵  姊妹 

特别聚会 

日期 每周六 
第一、三个 

周三 

第一、三个 

周二 

第二、四个 

周六 
27/11 

主题 
主日学 

关怀布道 
西面亚拿小组 麦子小组 青橄榄树小组 

家事分享 

祷告会 

带领 
陈梁兆琪师母 

陈永安牧师 
小组组员轮流 小组组员轮流 小组组员轮流 - 

时间 10:00-11:00 19:30-21:00 19:30-21:00 下午崇拜后 
13:00-

13:45 

 

二、2021 年 9月份奉献记录、聚会人数 

日期 04/9 11/9 18/9 25/9 

奉献（€）         30 8 0 394 

成人/儿童           25/3 

(网上加 

实体聚会) 

21/0 

(网上加 

实体聚会) 

30/2 

(网上加 

实体聚会) 

31/2 

(网上加 

实体聚会) 

 

三、2021年 9月财务报告(财务组提供，单位€) 

进项 

聚会奉献        432 

银行转帐奉献 1580 

支出 

奉献 FMCD 陈永安牧师德国宣教事工（9 月） 

会堂场地奉献 （9 月）                            

1200.00 

500.00 

奉献 OMF 葛美恩宣教士华人青少年德语事工（9 月）   200.00 

吴振忠牧师师母往返不莱梅车费（9 月）                  56 

 总进 总支 盈余 

2021 年(9 月) 

2021 年(1-9 月) 

2012 

21686.03 

1956 

19108.78 

56 

2576.98 

如对此财务报告有任何疑问或想法，欢迎向赵姗姗姊妹(财务组同工)询问。 

 

四、团契通讯 

1. 根据德国教会最新的卫生规定，我们团契可以恢复周五实体查经。经同工会讨

论决定，我们将于 11 月起，在教会地下楼层和 zoom线上同步进行周五查经。 

请周五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注意如下事项： 

− 请使用靠近停车场的门作为出入口。 

− 请严格遵守 3G 规定，我们需要记录名单。 

− 因着遵守 3G 规定，我们查经期间不用保持安全距离和戴口罩。 

− 我们不会使用德国教会的厨房。 

 

周五查经时间安排： 

• 18.30-19.00 到达和消毒（如有需要，请大家自带食物和茶水，我们不会使用

教会厨房）  

• 19.00-21.00 诗歌敬拜、分享和查经 （实体和线上） 

• 21.00-21.30 消毒和离开（请大家带走垃圾） 

 

另，我们团契每周六下午祷告会和主日崇拜的所有规定如常，不作改变。 

 

2. 11月 7日至 11月 13 日是德国的盼望节（Hoffnungsfest），每晚 8点到 9点德

国网站 https://hoffnungsfest.eu/实时播放福音节目，大家可以选择用中文收听，

亦可邀请朋友们到家中一同观看福音节目。我们团契将在 11 月 12 日（周五）晚 7：

30-9：00 参加德国教会的实体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向更多的人介绍我们中文团契

和信仰，鼓励大家预留时间，并邀请慕道友一同参加。 

3. 12 月 18 日（周六）13:00-15：00 是团契的圣诞特别聚会，请弟兄姊妹们预留

时间，踊跃邀请亲朋好友参加，一起来传扬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 

4. 2021 年 12 月 31 日（周五）下午到 2022 年 1 月 2 日（周日）中午, 汉堡华

人基督教会将举办 2021-22 跨年营。本次主题：事奉的人生。欢迎弟兄姊妹朋友们

预留时间参加。 

5. 本月每周五晚上福音组继续查考《创世记》，信徒组查考《约翰二书》和《约

翰三书》。 



 

6. 本月每周六上午 10 点不莱梅团契主日学，由陈牧师师母带领“关怀布道”。每

周日上午9点汉堡主日学，由吴牧师带领查考《路加福音》，请弟兄姊妹留意参加。 

7. 本月寿星：刘昱萍姊妹、李颖雯姊妹、汤依群姊妹、翁玲姊妹、王艳芳姊妹。 

 

五、感恩及代祷事项： 

为世界及社会祷告 

1. 请为全球的疫情祷告。特别为到缺乏疫苗的地区祷告，求主怜悯帮助。德国也

在面临第四波疫情爆发的危险，求主保守看顾。 

2. 请为德国大选后筹组新政府祷告。祈求国家稳定，良政善治，人民得享平安的

生活。 

为教会及个人祷告 

1. 请为德华福音会和德国中文图书馆搬迁祷告。现址是已经租用超过 15年的房 子，

由于房东决定把整栋房子卖掉，必须在 2022 年初搬离。求主牵手带领，准备一个适

合事工需要、又能够负担租金的地方，同时需要一个较大的地窖来存放圣经和福音

材料。图书馆搬家的工程巨大，求主看顾，让各方面事情都可以顺利进行。 

2. 请为不莱梅团契今后转型为教会的发展方向祷告，愿主使用“教会发展小组”，

使用弟兄姊妹各样的恩赐，朝着共同的方向合一事奉，回应和推广教会发展异象，

兴旺福音， 作主灯台。 

3. 感谢主，迎新活动顺利举行，也有十多位新朋友参加。愿主继续使用团契的弟

兄姊妹，帮助新朋友适应新生活。也愿新朋友能借着团契认识主耶稣基督。 

4. 请为新学年祷告，随着大学恢复实体上课，学生们都需要适应转变，求主保守

帮助。为新生的适应祷告。也为快将毕业的学生祷告，求主帮助他们应付学业的压

力。 

 

六、2021 年教牧及同工联络电话 

牧  师 陈永安 015202000851 师  母 陈梁兆琪 015202000718 

主  席 施清源 017622860210 秘  书 俞秀英 017682198821 

总务组 王天一 015259808346 财务组 赵姗姗 017651969058 

教育组 胡方宁 01621527417    

团契奉献帐号： 

户名： Sau Ying Yu IBAN： DE16520604100001468782 

银行： Evangelische Bank BIC： GENODEF1E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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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份月报 
 

本年度主题 
 

起来，回应，出发 
 

 

 

崇拜聚会时间：每周六下午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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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会议室ID：925335872   密码：2020 
 

 

查经小组聚会 

 

福音小组   

地址：本教会/ZOOM  同步进行   

时间：周五19:00-21:00 

联络电话：01621527417 

 

信徒小组   

             地址：本教会/ZOOM 同步进行               

 时间：周五19:00-21:00 

联络电话：017622860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