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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0 年 11 月份团契活动

主日崇拜

周五查经

日 期 6日 13日 20 日 27 日

内 容 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劝勉和问候 属灵成长 防备异端

经 文 彼前 4:1-19 彼前 5:1-14 彼后 1:1-21 彼后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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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契 2020 年 8 月份更正后的财务报告及 9月份的财务报告

8 月更正版 9月

进项

奉献：银行账户 1.190,00€ 1.040,00€

总奉献 1.190,00€ 1.040,00€

日 期 1日 (圣餐) 8 日 15 日 22 日 29 日

讲 题 神爱世人 在试炼中成长
耶和华

是我的牧者
活出真自由

人看外貌

神看内心

经 文 约 3:16 雅 1:1-6 诗 23 加 5:13-26 撒上 18:6-16

讲 员 叶源川 传道 林奕胜 传道 叶源川 传道 刚晓丹 传道 袁俊林 传道

会 后

分组：

分享/回应

（讲道分享

题目）

约翰福音导论

林传道

分组：

分享/回应

（讲道分享

题目）

使徒行传导论

陈廷奕 弟兄

人际关系和配搭

（林前12:24-25）

袁传道



支项

FMCD 奉献 120,00€ 120,00€

Baptisten 奉献 190,00€ 190,00€

宣教士经费奉献 300,00€ 300,00€

支持卡塞尔福音事工 + 牧者车费 206,11€ /

周五爱筵 10,95€ /

银行手续费 / 28,99€

其他 2.516,23€ 16,23€

总支出 3.343,29€ 655,22€

本月/本年盈余或不敷 -2.153,29€ 384,78€

上月/去年结存 12.599,69€ 10.446,40€

本月结存 10.446,40€ 10.831,1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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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祷告事项
*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那超越人

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 4：6-7）

1. 为生病和受感染的人：主啊，我们求你的治愈和帮助。 保持身体和精神的健康； 控制疫

情的传播。

2. 为特别脆弱的人群：主啊，请保护我们的老年人和那些患有慢性病的； 供养穷人，特别是

没有医疗保险的人。

3. 为年轻和强壮的人：主啊，给予他们必要的谨慎，防止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传播疾病； 激励

他们愿意提供帮助。

4. 为我们的地区、州和联邦政府：主啊，帮助我们的政府官员晓得如何分配防治这场疫情必

要的资源； 帮助他们提供更多的检测。

5. 为我们的科学界，引导他们更了解疫情並能夠准确地告知公众其严重性：主啊，给他们知

识、智慧和有说服力的声音。

6. 为致力于提供最新信息的媒体：主啊，帮助他们以适当的严肃性进行沟通，但不至于引起

恐慌。



7. 为希望获得及时信息的读者：主啊，帮助我们找到最有用的当地信息，使我们成为好邻舍。

使我们远离焦虑和恐慌，使我们急事要付上代价也能够实践建议的措施。

8. 为那些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而感到孤立、焦虑和无助的人：主啊，为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

支持。

9. 为无法实行社会隔离规程的无家可归者：主啊，保护他们免受疾病之害，并在每个城市提

供隔离庇护所。

10. 为滞留在国外的旅行者：主啊，帮助他们安全、快速地回家。

11. 为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宣教士，特别是在感染率高的地区：主啊，给他们带来满有希望的言

语，并装备他们去爱和服事他们周围的人。

12. 为面临裁员和经济困难的各行各业人士：主啊，让他们免于恐慌，并激励你的教会慷慨支

持他们。

13. 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有年幼子女的家庭：主啊，帮助父母亲们有创意地合作，照顾和帮助

孩童茁壯成長。 对于单亲家长，帮助扩展支持他们的网络。

14. 为那些必须外出工作，不能留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主啊，帮助他们找出解決的方法。

15. 为那些需要常规接受治疗但现在必须推迟的人：主啊，帮助他们保持耐心和积极的心态。

16. 为要做出影响员工生活艰难决定的企业领导们：主啊，给予这些人智慧，帮助他们做出自

我牺牲的榜样。

17. 为面对社会隔离挑战的牧师和教会领袖：主啊，帮助他们能有创意地想象如何牧养他们的

会众，并关爱他们的城市。

18. 为正在远程学习、实习取消、毕业不确定的大学生：主啊，请向他们显明虽然生活是不确

定的，但他们的依靠是你。

19. 为每个社区、社区和城市的基督徒：愿圣灵激励我们祈祷、给予、关爱、服事，并宣扬福

音，耶稣基督的名字可以在全世界被颂扬。

20. 为前线医护人员，我们感谢神呼召他们服事我们。 我们也祈求：

主啊，保守他们安全健康。 保守他们家人的安全与健康。

主啊，帮助他们了解这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不断变化的治疗方案。

主啊，帮助他们在周围的恐慌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主啊，帮助他们脱离对亲人（年长的父母、孩子、配偶、室友）的焦虑。

主啊，让他们同情每一个照顾的病人。

主啊，在经济上供养他们，特别是如果他们生病，不能工作的时候。

主啊， 帮助基督徒医护人员表现出出乎意料的平安，以至于许多人会问他们存有盼望的缘由，

以致他们有机会来传福音。

主啊，我们相信你是全知、全善、全能的神。 教导我们在这个全球危机时刻成为你忠实的仆

人。 帮助我们跟随我们的牧羊人耶稣的脚步，因爱而献上了生命。 准备我们按着你的旨意

行，愿你的名得到荣耀。

阿门！

*改编自 Jen Pollock Michel 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