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一一、、、、    2017年年年年 6月主日崇拜月主日崇拜月主日崇拜月主日崇拜/周周周周五五五五查查查查经经经经班司班司班司班司职职职职表表表表 

日期 
4 日

圣餐 
11 日 18 日 25 日 

宣召 诗 146:1-2 诗 149:1-2 诗 123:1-3 

讲题 
作一个聪明有智

慧的人 
一件美事 

生命的动画  

认识好时机 

经文 太 7:24-27 可 14:1-9 路 15-17:10 

讲员 谢飞鹏牧师 林奕胜传道 翁静淳牧师 

会後 

在 
营 
地 
举 
行 
。 保罗书信简介 祷告会 

从圣经中的对比

认识信仰 
 

周五查周五查周五查周五查经经经经 

日期 2 日 9 日 16 日 23 日 30 日 

主题 
天国子民的

身份和选择 
除酵 (一) 除酵 (二) 

道路,真理, 

生命 

经文 

预备福音

营，暂停 

一次。 太 5-7 章 约 13:1-20 约 13:21-38 约 14:1-31 

 

二二二二、、、、    团团团团契通契通契通契通讯讯讯讯 

1. 欢欢欢欢迎迎迎迎  所有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聚会的新朋友，愿哥廷根华人基督徒团

契成为您属灵的家。也欢迎新朋友参加团契周间聚会，详情请见月报

封面。 

2. 雅歌雅歌雅歌雅歌姐妹姐妹姐妹姐妹组组组组聚聚聚聚会会会会  欢迎妈妈及女士们参与，一同认识基督教信仰并

彼此分担生活的挑战。 

信徒查经：6 月 12 日(周一)，使徒行传，短宣队带领。 

外展聚会： 

6月 8日(周四)，用心、用口、用手教养子女，短宣队姐妹组带领。 

6 月 19日(周一)，我的原生家庭−−−从圣经及辅导看家庭重塑。 

3. 2017联联联联合合合合福音福音福音福音营营营营(哥廷根、卡塞尔、马尔堡) 

时间：6 月 3-5 日(灵降临节假期) 

地点：Jugendherberge Helmarshausen(34385 Bad Karlshafen) 
 

4. 6月月月月 4日主日崇拜日主日崇拜日主日崇拜日主日崇拜暂停一次，欢迎弟兄姊妹到营地一同敬拜神。 
 

5. 教牧出差教牧出差教牧出差教牧出差  林传道将于 6月 27 日–8 月 3 日、林师母 6月 27日–8月

14 日回香港分享异象。请为牧者的行程祷告，愿更多的教会了解德

国华人福音的需要，将来能有更多的短宣队和祷告支持。期间有关

团契的事宜，请与团契同工联系。  
  

6. 2017全德全德全德全德华华华华人基督徒人基督徒人基督徒人基督徒同工同工同工同工训练营训练营训练营训练营 

对象：曾任同工、现任同工或预备同工     

主题：成为一个称职的同工                        讲员：德国教牧同工 

时间：8 月 10-13 日(周四-周日)                 地点：Würzburg青年旅馆 

报名：7 月 3 日截止，请向林传道报名   费用：120€      
 

7. 团团团团契契契契 2017年年年年 4月份月份月份月份财务报财务报财务报财务报告告告告 (单位：EUR) 

进项：   

奉献: 银行账户 360.00 € 

奉献: 主日崇拜 156.81 € 

总总总总奉奉奉奉献献献献 516.81 € 

支项：   

中文图书馆 FMCD 奉献 200.00 € 

Baptisten 教会奉献 150.00 € 

宣教士经费奉献 285.00 € 

爱筵 121.85 € 

讲员车敬 182.50 € 

总总总总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959.35 € 

本月盈余或不敷 -442.54 € 

上月结存 8,595.75 € 

2017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30日日日日结结结结存存存存 8,153.21 € 
 

8. 团团团团契契契契账号账号账号账号  弟兄姊妹如有感动奉献给团契，可直接从自己的账户转到

团契的账户。FMCD 将於明年初签发退税收据。团契奉献账号如下： 

Empfänger(户名): FMCD e.V.   

Institut(银行): Evangelische Kreditgenossenschaft eG (EKK)  

IBAN: DE85 5206 0410 0900 6168 00  BIC: GENODEF1EK1        

请在备注部份注明“CCG Göttingen” 

9. 寻寻寻寻找找找找义义义义工工工工  团契每周(周日和周二)需要大量义工，凡愿意帮忙做饭或

洗碗的弟兄姐妹或慕道朋友请与林师母联系。 



三三三三、、、、    代代代代祷祷祷祷事事事事项项项项 

1. 短宣短宣短宣短宣队队队队  感谢主，有多伦多美坚华人基督教会的短宣队和谢飞鹏牧

师，于 6 月 1-14 日来哥廷根和卡塞尔服待，特别主领联合福音营。

求神赐下他们身心灵健康、出入安全及属灵智慧。请为谢牧师在国

内的父亲祷告：谢老伯虽已信主，但刚确诊为淋巴癌(3-4 期)，接受

化疗后身体虚弱，求神恩待谢牧师一家，赐下够用的恩典和心力。 

2. 6月份月份月份月份联联联联合福音合福音合福音合福音营营营营  感谢主已有100人报名，约20位慕道友。求主： 

• 预备慕道友寻道的心和回应神爱的勇气。 

• 加强信徒间的属灵分享，建立互爱互助的肢体生活。 

• 保守福音营的天气和营友的出入平安。 

• 给予3个团契和短宣队有合一的事奉，彼此配搭，一同成长。 

3. 教牧出差教牧出差教牧出差教牧出差  感恩上帝已预备 12 场与香港教会的聚会，以及到内地探

望弟兄姐妹和联系当地教会。求神赐下智慧和健康，让传道和师母

有够用的恩典去分享德国事工的需要。请记念哥廷根和卡塞尔的同

工和团契运作，肢体学习儆醒祷告和同心守望团契。 

4. 汉诺汉诺汉诺汉诺威的威的威的威的陈陈陈陈欣懿牧欣懿牧欣懿牧欣懿牧师师师师/师师师师母母母母  6月底将离开德国，并有新的事奉方向：

分别为加拿大浸信差会国际事工主任及华人事工主任。求主保守他

们重新适应加拿大的生活，赐下身心灵健康承接新事工的挑战。 

5.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小学和中学六月下旬开始放暑假，求主赐家长有智慧安排好孩

子的生活时间表，并建立属灵和健康和谐的互动模式。求主看顾外

游的家庭有平安和愉快的家庭时间。 

 

哥廷根哥廷根哥廷根哥廷根华华华华人基督徒人基督徒人基督徒人基督徒团团团团契契契契 

  

2017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报报报报 

主日崇拜 周日 15:00 

聚会地址 Bürgerstraße 14 (Baptistenkirche) 
 

祈  祷  会 第二周日 13:30   第四周日 16:30 

聚会地址 Bürgerstraße 14 (Baptistenkirche) 
 

周间查经 周五 16:00-18:00 

聚会地址 Obere Karspüle 30 (ESHG) 
 

雅歌姐妹组  

外展聚会 每月末周一 9:30-12:30 

聚会地址 周姊妹家 

信徒查经 每月第 1、2 个周一 9:30-12:30 

聚会地址 众姊妹家(组内通知) 
 

教        牧 林奕胜传道、林何少玲师母 

0159 0102 8002    0551-4013 5153 

lewis_lam825@yahoo.com 
 

团契网址 www.ccg-goettingen.de 

团契电邮 info@ccg-goettingen.de 

德国中文图书馆  www.chinese-library.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