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會項目 時 間 地 點 

主日崇拜 每週日 15:00 
Bürgerstraße 14 

（Baptistenkirche） 
禱告會 

每月第二週日 13:30 

每月第四週日 16:30 

週五查經 每週五 18:45-20:30 林傳道、師母家 

雅 歌 姊 妹 組 聚 會 

外展聚會 
每月最後一個週一 

09:30-12:30 
周姊妹家 

信徒查經 
每月第一、二個週一 

09:30-12:30 
眾姊妹家（組內通知） 

 

 

 

林奕勝 傳道   0159-0102-8002 

林何少玲 師母   0551-4013-5153 

教牧電郵   lewis_lam825@yahoo.com 

德國中文圖書館   http://www.chinese-library.de 

 

 



一、 2017年 12月份團契活動 

 主日崇拜 

 週五查經 
日 期 1日 8日 15日 22日 29日 

門 訓 
專題：神的計

劃與我的籌算 

專題：信仰的

危機與轉機 
（7） （8） 

專題 帶 領 王 燚 傳道 王 燚 傳道 林師母 林師母 

 

福 音 性

查 經 
生命的調整(1) 生命的調整(2) 罪惡根源 聖經真假 

帶 領 短宣隊 短宣隊 林傳道 林傳道 阮美梨 傳道 

二、 團契通訊 

1. 歡迎 所有第一次來參加我們聚會的新朋友，願哥廷根華人基督徒團契成為

您屬靈的家。也歡迎新朋友參加團契周間聚會，詳情請見月報封面。 

2. 雅歌組聚會 歡迎媽媽及女士們參與，一同認識基督教信仰並彼此分擔生活

的挑戰。 

信徒查經：12 月 4、11 日(週一)，內容：使徒行傳。 

外展聚會：12 月 7 日(週四)，內容：子女的品格培育 

     12 月 18 日（週一），內容：年終感恩分享 

  

日 期 3日（聖餐） 10日 17日 24日 31日 

宣 召 詩 150,1.6 路 2,14 代上 16,28-29 賽 9,6-7 詩 135,1-3 

講 題 
基督降生 

喜樂之源 
聖誕福音聚會 

星空下的祝福 
（15:30開始） 

辨識的智慧 聖誕特別崇拜 
（15:00-16:00） 

聖誕慶祝／見證 
（16:15-17:45） 

擁抱溫柔的 

果子 

經 文 路 2,8-20 箴 30 加 5,22-23 

講 員 黃可順 牧師 王 燚 傳道 林何少玲 師母 林奕勝 傳道 阮美梨 傳道 

會 後 專 題 －－ 聖誕市集 －－ 禱告會 



3. 週五查經 

地點：林傳道／師母家 Weserstraße 27, 37081 

時間：18:00-18:45 簡餐；18:45-20:30 查經 

a. 信徒組：門徒訓練課程。 

b. 福音組：以不同的獨立題目探討基督教信仰， 

      包括：天地由來、罪惡根源、不再憂慮、病者良醫、 

         十架救恩、基督復活等。 

4. 聖誕福音聚會 12 月 10日的主日安排如下（歡迎邀請慕道朋友一起參與）： 

時間：15:30（Baptistenkirche） 

主題：星空下的祝福（短宣隊主領） 

內容：短講、詩歌分享、小品、晚膳。 

5. 聖誕特別崇拜 12 月 24日主日崇拜安排如下（歡迎邀請慕道友一起參與）： 

時間：（Baptistenkirche） 

慶祝／外展：詩歌分享、見證分享、晚膳。 

6. 牧者休假 林傳道／師母將於 27.12.2017－5.1.2018 休假。求神賜下平安

和休息的靈。 

7. 團契 2017年 10月份財務報告 (單位：EUR) 

進 項 奉獻：銀行帳戶   730,00  

 奉獻：主日崇拜  498,00  
 總奉獻  1.228,00  

支 項 中文圖書館 FMCD奉獻  220,00  

 Baptisten 教會奉獻  150,00  
 宣教士經費奉獻  285,00  
 愛筵  398,43  

 大型聚會（迎新） 54,53  
 其它 13,40  

 支持卡塞爾福音事工（牧者車費） 68,88 

 總支出  1190,24  

 本月盈余或不敷 37,76  

 上月結存 10.950,24  

 2017 年 10月 31日結存 10.988,00  

8. 尋找義工 團契每週日需要大量義工，願意幫忙做飯或洗碗的弟兄姐妹 

或慕道朋友請與林師母聯繫。 



9. 財務 團契需要作財務年結，請儘快把 2017年的單據交給沈嘉禾姊妹。 

10.團契帳號 弟兄姊妹如有感動奉獻給團契，可直接從自己的帳戶轉到團契

的帳戶。FMCD將於明年初簽發退稅收據。團契奉獻帳號如下，請在備註部

份注明“CCG Göttingen”。 

 
Empfänger(戶名): FMCD e.V.  

Institut(銀行): Evangelische Kreditgenossenschaft eG(EKK) 

IBAN: DE85 5206 0410 0900 6168 00 BIC: GENODEF1EK1 

Verwendungszweck: CCG Göttingen 

三、 代禱事項 

1. 新一屆同工 求神揀選、感動新一屆的同工，有從上頭來的力量、智慧，能

同心和忠心事奉弟兄姐妹。求神興起更多信徒彼此服事，建立教會。 

2. 放假外出旅遊的肢體 求神保守他們在假期中的旅途平安，讓身心靈重新得

力，過榮神益人的生活。 

3. 聖誕節外展活動 將於 12月 10、24日舉行，求神保守聚會順利舉行，感動

更多的慕道友出席聚會。求聖靈動工讓更多人明白主耶穌的救恩。 

4. 懷孕的媽媽 求神保守待產的媽媽們，讓他們身心靈健康。也求神保守胎中

的小寶寶健康成長。 

5. 慕道友 求神賜下尋道的心，感動信徒有愛心主動關心未信主的學生和家庭。

求神按著祂的時間在人心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