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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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组聚会 每月末周六(1月 25 日) 10:00-12:00 唐弟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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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01 月份团契活动

主日崇拜

周五查经

日 期 3日 10 日 17 日 24 日 31 日

内 容
专题：

与主相遇

大卫的逃亡(六)

在哈基拉山 -

大卫再次饶扫罗

的命

大卫的逃亡(七)

大卫在非利士人

中间及扫罗求问

女巫

除夕－

小组分享

大卫的逃亡(八)

大卫和亚玛力人

争战

经 文 太 8章 撒上 26:1-25 撒上 27:1-28:25 － － 撒上 29:1-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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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新一届同工 肖姊妹、沈姊妹、王姊妹、郑姊妹、刘姊妹、唐弟兄、

杨弟兄；职青组组长：陈弟兄、张姊妹。求主赐下同工们有同心、忠心和谦

卑的心，让圣灵掌管，带领团契走合乎神心意的道路。

日 期 5 日 (圣餐) 12 日 19 日 26 日

宣 召 伯 22:21 诗 138:1-5 诗 145:1-4 诗 145:10-13

讲 题 紧握天父的手
作一个世界级的

基督徒
待 定 新春新大计

经 文 弥 6:1-7:9 腓 2:14-16,太 28:19-20 待 定 诗 90

讲 员 阮美梨 传道 林奕胜 传道 林何少玲 师母 林奕胜 传道

会 后 弥迦书 4 新年立志祷告会 旧约概论 35
新春包饺子

(年初二)



3. 新春包饺子 1 月 26 日 (初二) 崇拜后一起包饺子庆祝，欢迎大家邀请朋友

参加。有擀面杖的弟兄姐妹请带上 (并做记号)，谢谢！

4. 家庭组聚会 欢迎信徒夫妇参与，通过学习“美”建立夫妻间的关系。

聚会时间：1月 25 日(六)。

5. 全德华人基督徒门徒造就营 (成人/家庭)

日期：4月 9-13 日 (复活节假期) 主题：人生方向盘 – 眼光

讲员：吴献章教授、孙宝玲牧师 截止报名：3月 2日

地点：法兰克福青年旅馆举行 (Jugendherberge Frankfurt)

费用：成人€180；同行配偶 €170；6岁以上及学生 €160；3-6 岁€140；

3岁以下免费

6. 全德华人基督徒德语青年营 (14 岁以上)

日期：4月 9-13 日 (复活节假期) 地点：Jugendherberge Mainz

费用：€150 截止报名：3 月 2日

7. 财务报告 团契须作财务年结，请尽快把 2019 年的账单交给肖姐妹报账。

8. 团契 2019 年 11 月份财务报告

11 月

进项

奉献：银行账户 540,00€

奉献：主日崇拜 509,71€

总奉献 1.049,71€

支项

FMCD 奉献 230,00€

Baptisten 奉献 190,00€

宣教士经费奉献 375,00€

周日爱筵 287,35€

周五爱筵 113,76€

其他 110,46€

大型聚会 14,96€

卡塞尔牧者车费 160,97€

讲员车敬 124,10€

总支出 1.606,60€

本月/本年盈余或不敷 -556,89€

上月/去年结存 8.375,32€

本月结存 7.818,4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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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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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届同工 感恩神拣选和感动新一届的同工人手，求神赐给他们有从上头

而来的力量和智慧，能同心合一和忠心事奉弟兄姐妹。也求神兴起更多肢体

彼此服事，建立教会。

2. 放假外出旅游的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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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寻找方向/工作 为准备毕业的学生们祷告，求神赐下智慧能按时完成毕业论

文、带领毕业后当走的路,并预备工作机会。无论到哪里去，都能坚守信仰和

健康的教会生活。

4. 慕道友 求神赐下寻道的心，感动信徒有爱心主动关心未信主的学生和家庭。

求神按着祂的时间在人心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