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感感感恩恩恩恩及及及及代代代代祷祷祷祷事事事事项项项项    

1. 执执执执事事事事 求神帮助执事们，赐他们智慧并合一的心，同心的带领弟兄姐妹在神的恩

典之下稳定成长。 

2. 牧牧牧牧者者者者 求神保守宋牧师师母的身体健康，使他们尽快适应德国的生活，做好牧养

汉诺威华人基督教会的准备工作。 

3. 周周周周间间间间小小小小组组组组 求神祝福保守教会各周间小组，赐给带领的弟兄姐妹有智慧有力量，

让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通过学习神的话语，更认识神，被祂的爱所吸引。 

4. 慕慕慕慕道道道道友友友友 为教会所有新来的朋友祷告，感谢神带领他们来到我们中间感受神的爱

和恩典。求神亲自带领他的小羊认识主耶稣，坚定他们在主里的信心。 

5. 儿儿儿儿童童童童事事事事工工工工    求神装备在儿童事工上服事的弟兄姊妹，让他们有事奉的忠心和热心，

用真理和爱心来教导下一代。让儿童在神的话语中成长。 

6. 教教教教会会会会的的的的宣宣宣宣教教教教异异异异象象象象 求神点燃弟兄姊妹传福音的热心，让我们看到禾场的需要，同

心委身神的大使命。 

7. 建建建建堂堂堂堂事事事事工工工工 教会设立了建堂基金，是为教会长期发展需用场地而准备，求神继续

帅领教会，赐智慧和异象，让弟兄姊妹同心合意仰望神的带领、寻求他的供应和

預备。 

8. 掌掌掌掌权权权权者者者者     为德国新政府执政掌权者祷告，求神赐他们从神而来的智慧和公正怜悯

的心，心存敬畏，做出合乎神旨意的判断，成为神合用的管道，使万人得福。 

9. 青青青青少少少少年年年年事事事事工工工工    为华人第二代青少年德语事工祷告，求神赐下通晓中德文化及语言

的宣教士/同工来向华人第二代青少年传福音、牧养陪伴他们的灵命成长。 

    

教教教教牧牧牧牧与与与与执执执执事事事事联联联联系系系系电电电电话话话话    
顾顾顾顾问问问问        吴吴吴吴振振振振忠忠忠忠牧牧牧牧师师师师                电电电电话话话话    017649373312 

主席   张黎姊妹 017643758176 副主席兼礼拜组  王黎媛姊妹 0511-3746647 

秘书   邵缨姊妹 0511-5106689     图书组      赵奇弟兄 017661988413 

财务组 容松弟兄 017646508298  服务组      韩大卫弟兄 015152574985 

教育组 杨贺姊妹 015905834829 

 

F.M.C.D.    德德德德国国国国中中中中文文文文图图图图书书书书馆馆馆馆        
地址：Rotermundstr. 27, 30165 Hannover   

交通：地铁 1 或 2 路于 Dragonerstraße 站下车。 

电话：0511-669380 传真：0511-621715   联系人：何慧敏姊妹 

网址：www.chinese-library.de   电子邮箱：fmcdev@chinese-library.de 

免费借阅，欢迎您的光临。   

    

    2017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份份份份    
    

年年年年度度度度教教教教会会会会主主主主题题题题：：：：他他他他的的的的使使使使命命命命，，，，我我我我的的的的委委委委身身身身    

年年年年度度度度金金金金句句句句    (徒 1:6-8)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

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

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

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周周周周日日日日聚聚聚聚会会会会时时时时间间间间    

成人主日学  下午 2:00 - 3:00 

教会祷告会  下午 3:05 - 3:20 

主日崇拜（设儿童主日学）  下午 3:30 - 5:00 

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Arche Gemeinde，Gertrud-Greising-Weg 2 
交交交交                通通通通：：：：地铁 3,7 或 9 路，到 Vier Grenzen 下， 

然后转 Bus 122 到 Constantinstraße 下 

或转 Bus 133 到 Gertrud-Greising-Weg 下, 

步行约 1 分钟即到教会。 

教教教教会会会会网网网网址址址址：www.ccg-hannover.de 
 

 

周周周周间间间间小小小小组组组组聚聚聚聚会会会会时时时时间间间间    

青年  每周五 18:30 - 21:30 /复活教会 联系人：张黎  

温馨  每月二次周三 10:00 - 12:00/复活教会 联系人：黄洁，邵缨 

和谐  每月一次周六 16:00 - 20:00/复活教会 联系人：容松，靳松 

复复复复活活活活教教教教会会会会地地地地址址址址：Auferstehungskirche, Helmstedter Str.59, 30519 Hannover 
  地铁 1 或 2 路到 Peiner Straße 站下车。 



教教教教会会会会奉奉奉奉献献献献帐帐帐帐户户户户    

Empfänger:  Chinesische Christliche Gemeinde Hannover e.V.  (简称 CCG Hannover)       

BIC: GENODEF1EK1         Bank: Evangelische Bank eG   

常费奉献账号 IBAN：DE385206 0410 0006604439 

建堂基金奉献账号 IBAN：DE90520604100036604439 (Verwendungszweck: Kirchenbau) 

因人手原因，转帐奉献将于年底一次性开具奉献收据，如需要及时开具，请与容松联系。 

本本本本月月月月金金金金句句句句    (太 1:23)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

与我们同在”。) 

 

2017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份份份份主主主主日日日日崇崇崇崇拜拜拜拜服服服服事事事事表表表表    

日日日日期期期期    
12 月 3 日 

圣餐崇拜 
12 月 10 日 

12 月 17 日 

圣诞聚会 
12 月 24 日 12 月 31 日 

宣宣宣宣召召召召    诗 36:5-6 诗 36:7-9 / 诗 113:1-3 诗 136:1-3 

讲讲讲讲员员员员////翻翻翻翻译译译译    吴振忠牧师 葛美恩宣教士 宋景昌牧师 宋黄东霞师母 宋景昌牧师 

主主主主题题题题    谁可作执事？ Überraschung 
与众不同的君

王 

普天同庆，快

乐圣诞 
恩典之路 

经经经经文文文文    提前第 3 章 Bibel 路 2:1-20 太 1:18-25 诗篇 65 篇 

司司司司会会会会    王黎媛 邵缨 容松 杨贺 赵奇 

司司司司琴琴琴琴    / 乔鹏 戚加意 乔鹏 / 

成成成成人人人人主主主主日日日日学学学学    
路得记:寄人

篱下 

路得记:爱情

故事 
/ 

路得记:家好

月圆 
待定 

儿儿儿儿童童童童主主主主日日日日学学学学    
邵缨 

林双燕 

王黎媛 

韩大卫 
杨贺 

钟紫莉 
管蕴红 
Vicky 

杨贺 

白晶 

接接接接待待待待    
容松 

白晶 
何慧敏 
Helena 

郑文 文肖英 

李志雄 王黎媛 
张丽萍 张丽萍 

饮饮饮饮食食食食分分分分配配配配    
杨婧 

陈晓璇 

郑炜 

杨勋宇 

赵奇 

张丽萍 

吕莉 

韩大卫 

管蕴红 

王奕鸿 

报报报报告告告告事事事事项项项项    

1. 欢欢欢欢迎迎迎迎 初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愿汉诺威华人基督教会成为您属灵的家。 也欢迎您参加

教会各周间小组聚会，详情请参阅月报的封面。 

2. 教教教教会会会会大大大大扫扫扫扫除除除除 本月的教会大扫除将于 12 月 3 日举行，需要四位弟兄姊妹参与，请有心事奉的

弟兄姐妹与韩大卫弟兄报名。 

3. 圣圣圣圣诞诞诞诞特特特特别别别别聚聚聚聚会会会会 我们教会将于 12 月 17 日下午 15:30 举办圣诞节特别聚会，请大家广邀亲朋好

友前来参加，共享上帝美好恩典！ 

4. 青青青青少少少少年年年年事事事事工工工工 感谢主帶领葛美恩宣教士从台湾回到德国，她接受我们的邀请及支持，将部分时

间投放在北德（汉堡、不来梅、汉诺威三地）的青少年德语事工。求神给她加添力量。葛美

恩宣教士将于 12 月 10 日主日敬拜结束后，邀请青少年 9-16 岁的第二代华人青少年及家长座

谈，见面交流。 

5. 汉汉汉汉堡堡堡堡华华华华人人人人教教教教会会会会青青青青年年年年团团团团契契契契跨跨跨跨年年年年营营营营    时间：：：：2017 年 12 月 31 日 16:00 开始至 2018 年 1 月 1 日 13:00

结束。地点：汉堡华人教会；主题：向高处行；收费：20€（包含晚餐，夜宵，早餐，午餐和

烟花）；报名：基督徒；年龄 18-40。注意：请准备携带睡袋，姊妹安排住宿汉堡会友家里；

弟兄安排在教会过夜。请有意参加的弟兄姊妹向张黎姊妹报名。    

    

2017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财财财财务务务务报报报报告告告告（（（（单单单单位位位位：：：：欧欧欧欧元元元元））））    

10月月月月经经经经常常常常奉奉奉奉献献献献收收收收入入入入    2.349,21 10月月月月份份份份支支支支出出出出    3.748,15 

主主主主日日日日奉奉奉奉献献献献    509,21 奉奉奉奉献献献献德德德德国国国国中中中中文文文文图图图图书书书书馆馆馆馆    700,00 

转转转转帐帐帐帐奉奉奉奉献献献献     1.840,00 宣宣宣宣教教教教士士士士经经经经费费费费奉奉奉奉献献献献      1.000,00 

      方方方方舟舟舟舟教教教教会会会会房房房房租租租租及及及及奉奉奉奉献献献献      300,00 

     复复复复活活活活教教教教会会会会房房房房租租租租及及及及奉奉奉奉献献献献      200,00 

10月月月月建建建建堂堂堂堂基基基基金金金金奉奉奉奉献献献献收收收收入入入入    470,76 I.I.I.I.教教教教会会会会日日日日常常常常费费费费用用用用((((杂杂杂杂项项项项))))        68,27 

现现现现金金金金奉奉奉奉献献献献    100,76 II.II.II.II.周周周周间间间间小小小小组组组组       486,00 

转转转转账账账账奉奉奉奉献献献献    370,00 III.III.III.III.福福福福音音音音工工工工作作作作      117,28 

     IV.IV.IV.IV.营营营营会会会会费费费费用用用用    0,00   

     VVVV....特特特特别别别别聚聚聚聚会会会会    876,60 

          

     
17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经经经经常常常常奉奉奉奉献献献献结结结结余余余余    
-1.398,94 

17年年年年 9月月月月    

建建建建堂堂堂堂基基基基金金金金结结结结余余余余    
25.180,17 

17年年年年度度度度 1-10月月月月    

经经经经常常常常奉奉奉奉献献献献结结结结余余余余    
-7.329,58 

17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建建建建堂堂堂堂基基基基金金金金结结结结余余余余    
25.650,93 

17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经经经经常常常常奉奉奉奉献献献献总总总总结结结结余余余余    
21.685,15  

如如如如对对对对财财财财务务务务报报报报告告告告有有有有任任任任何何何何疑疑疑疑问问问问，，，，请请请请与与与与财财财财务务务务执执执执事事事事容容容容松松松松联联联联系系系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