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 会 时 间 地 点

主日崇拜 每周日 15:00
Baptistenkirche

(Bürgerstr. 14)

祷告会 每月第二周日 13:30

每月第四周日 16:30

Baptistenkirche

(Bürgerstr. 14)

周五查经 每周五 18:45-20:30 林传道、师母家

雅歌姊妹组

外展聚会

信徒查经

每月最后一个周一 09:30-12:30 众姊妹家

每月第 1、2 个周一 09:30-12:30 众姊妹家

林奕胜 传道 0159-0102-8002

林何少玲 师母 0551-4013-5153

教牧电邮 lewis_lam825@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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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9 年 2 月份团契活动

主日崇拜

周五查经

日 期 1日 8日 15 日 22 日

内 容
专题

见证主恩

专题

太 14:15-33

保罗书信 12

妇女地位

保罗书信 13

祷告颂赞

二、 团契通讯

1. 欢迎 所有第一次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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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参阅月报的封面。

2. 新春包饺子 2月 3日崇拜后一起包饺子庆祝，欢迎大家邀请朋友参加。有擀面杖的弟兄

姊妹请带上(并做记号)，谢谢！

3. 雅歌组聚会 欢迎姐妹和妈妈们参与，一同认识基督教信仰并彼此分担生活的挑战。

信徒查经：2月 18 日 (一)，內容：摩西五经 8：初尝生命的喜悦-节期

4. 全德华人基督徒门徒造就营

日期：4月 18-22 日 (复活节假期) 主题：跟随祂的脚踪行

地点：法兰克福(Haus der Jugend Frankfurt) 讲员：赖建国牧师、萧寿华牧师

费用：成人€170；同行配偶 €160；6 岁以上及学生 €150；

3 至 6 岁€130；3 岁以下免费

报名：3月 4日截止，请向唐鸣弟兄报名。

日 期 3日(圣餐) 10 日 17 日 24 日

宣 召 诗 118:24,28-29 诗 34:1-3 诗 27:4,8 诗 26:8,11-12

讲 题 回顾与前瞻 超越的人生 寻人启事 待 定

经 文 诗 90:1-4,12-15 太 5:13-20
可 3:13-19;

路 5:12-16
待 定

讲 员 邝永明 牧师 邝永明 牧师 林奕胜 传道 林何少玲 师母

会 后 新春包饺子
专题

与神同行的操练

旧约概论 25

(以西结书)
祷告会



5. 联合生活营 哥廷根、卡塞尔、马尔堡三个团契, 将于 6月圣灵降临节期间举行。

日期：6月 8-10 日 (六-一)

地点：Jugendherberge Helmarshausen (Bad Karlshafen)

请预留时间，一同在基督的爱里扎根成长。

6. 团契 2018 年 12 月份和年度财务报告

12 月 年结

进项

奉献：银行账户 2.310,00€ 13.911,91€

奉献：主日崇拜 197,82€ 4.513,73€

慈惠奉献 / 400,00€

总奉献 2.507,82€ 18.825,64€

支项

FMCD 奉献 220,00€ 2.640,00€

Baptisten 奉献 175,00€ 2.100,00€

Baptisten 消耗品奉献 / 90,00€

宣教士经费奉献 330,00€ 4.000,00€

周日爱筵 119,96€ 1.995,56€

周五爱筵 82,01€ 768,36€

其他 13,62€ 1.265,43€

大型聚会 / 731,53€

卡塞尔牧者车费 140,79€ 933,87€

慈惠补助 / 400,00€

讲员车敬 63,80€ 692,56€

营会补助 / 522,50€

总支出 1.145,18€ 15.739,81€

本月/本年盈余或不敷 1.362,64€ 3.085,83€

上月/去年结存 11.594,50€ /

本月结存 12.957,14€ /



7. 团契账号 弟兄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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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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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wendungszweck(请在备注部分注明): CCG Göttingen

8. 寻找义工 团契每周日需要大量义工，愿意帮忙做饭或洗碗的信徒或慕道朋友请与林师母

联系。

三、 代祷事项

1. 感谢主，带领多伦多爱证浸信会的短宣队，参与哥廷根和卡塞尔团契的事工。求神祝福并

使用该教会，更被主用。

2. 新一届同工组长 求神帮助团契健康合一地成长，并加添给牧者和同工从上头而来的力量

和智慧带领团契，在神的话语里造就信徒，激励更多的弟兄姐妹起来委身跟随主。

3. 新春放假外出旅游/回国的肢体 求神保守他们在假期中的旅途平安，让身心灵重新得力，

过荣神益人的生活。

4. 全德华人基督徒门徒造就营 求神保守营会的筹备工作和讲员来德的旅程，让营会运作顺

利。求神感动各城市的信徒起来，愿意委身作门徒，更能在年轻时回应呼召献身事主。

5. 联合生活营的筹备 求主：

◎赐下弟兄姐妹有一棵追求和向神委身的心志。

◎带领 3个团契 (哥廷根、卡塞尔、马堡) 的沟通、分工和同心。

◎预备服侍的人手，包括：注册、财务、总务、营护、领唱、司琴、康乐、组长、儿童

组老师等等。

◎赐下智慧给讲员里老师、赖小蓉传道、Susella & Julian，保守多伦多美坚华人基督

教会的短宣队，与我们一同参与福音营事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