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恩及代祷事项 
 

1. 执事 求主保守每一位执事每日坚持读经祷告，过圣洁生活，同心合意尽忠职守，

彼此接纳相爱配搭，有属灵的分辨能力，了解肢体的需要，共同带领建造信徒，成

为牧者的好帮手，众信徒的好榜样。  

2. 牧者 为宋牧师宋师母祷告，愿上帝的恩膏膏抹祢的牧者，愿圣灵与他们同在，赐

他们智慧、能力、健康，带领和牧养汉诺威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进入神所交托

的异象，兴旺福音，荣耀主名。 

3. 儿童事工 青少年聚会 求神装备在儿童和青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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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们回归转向神，打开他们

心灵的眼睛，一生行走神所命定的道路，在神的话语中灵命健康成长。 

4.  信徒 求神赐给所有信徒不断增长的灵命，天天读经祷告，赞美交通，积极参与各

项教会事工，用上帝所赐的恩赐，各尽其职，以生命影响生命，共同建立合一教

会。  

5. 温馨中德家庭 3 月 3 日元宵大型聚会.愿神带领所有中德家庭成员，敞开他们的

心，接受耶稣为生命的救主，承受永生的福气。 

6. 为患病以及面对困难心灵软弱的肢体祷告，求神医治的恩手临到，赐下安慰及平

安，让他们在病患，困难中仍能坚心依靠神，靠主得力 ！ 

7. 为 Bielefeld 代祷 教会执事会去年决议协助 Bielefeld 查经班发展华人福音事

工，让我们学习参与宣教感恩。又为蔡锦图传道于 2-3 月在 Bielefeld 宣教实

习，并开展每周查经及崇拜，求神赐智慧能力教导和宣讲神的话语；又为蔡传道能

够全时间来 Bielefeld 作传道人祷告。刚过去的春节聚会有一些新朋友出席，并认

识了查经班，求神带领他们愿意再来，和我们一起读经认识上帝。 

 
教牧与执事联系电话 
宋景昌牧师 宋黄东霞师母    电话 017645155104 / 0511-67434071 

主席   王黎媛姊妹 0511-3746647 副主席兼教育组   杨贺姊妹  015905834829 

秘书   邵缨姊妹   0511-5106689     图书组      马国涛弟兄 01512400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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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组 赵奇弟兄   017661988413 

 

F.M.C.D. 德国中文图书馆  

地址：Rotermundstr. 27, 30165 Hannover               电话：0511-669380 

交通：地铁 1 或 2 路于 Dragonerstraße 站下车。        传真：0511-621715 

网址：www.chinese-library.de             联系人：何慧敏姊妹 

电子邮箱：fmcdev@chinese-library.de    免费借阅，欢迎您的光临。 

 

 

  

 2018 年 3 月份 
 

年度教会主题：效法基督，同心同行 

年度金句 (腓 2:1-2)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

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

乐可以满足。 

 

周日聚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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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3:30 - 5:00 

儿童主日学  下午 3:30 - 5:00 

青少年主日学  每月第二第三个主日 下午 3:30 - 5:00 

地    址：Arche Gemeinde，Gertrud-Greising-Weg 2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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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网址：www.ccg-hannover.de 

 

周间小组聚会时间 

青年  每周五 18:30 - 21:30 /复活教会 联系人：何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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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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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教会地址：Auferstehungskirche, Helmstedter Str.59, 30519 Hannover 

  地铁 1 或 2 路到 Peiner Straße 站下车。 

 

 

http://www.ccg-hannover.de/


本月金句 (太 5:15-16)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

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2018 年 3 月份主日崇拜服事表 

日期 
3 月 4 日 

圣餐崇拜 
3 月 11 日 3 月 18 日 3 月 25 日 

宣召 诗 107:31-32 赛 9:6-7 诗 148:1-5 诗 148:1-4 

讲员/翻译 陈欣懿牧师 宋景昌牧师 宋黄东霞师母 蔡锦图传道 

主题 你洗我的脚 明辨真伪 生命的守护者 扩展主国的教会 

经文 约 13:1-17 彼后 2:1-2 可 5:21-24; 35-43 徒 9:10-22 

司会 王黎媛 钟紫莉 杨贺 何慧敏 

司琴 乔鹏 / / 董韵 

成人主日学 司会人员的培训 

成长造就班一 

成长、明白神心

意 

成长造就班二 

工作、时间 

成长造就班三 

金钱、属灵与属

世 

儿童主日学 
杨贺 

     文肖英 

白晶 

马国涛 

邵缨 

韩大卫 

赵奇 

林双燕 

接待 
赵奇 

      邵缨 

文肖英 

赵奇 

白晶 

陈林 

韩大卫 

马国涛 

饮食分配 
吕莉 

韩大卫 

王黎媛 

韩大卫 

张丽萍 

赵奇 

孔繁捷 

郑康恩 

报告事项 

1.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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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主日学课程 3 月 4 日是司会人员的培训，请所有曾经司会的弟兄姊妹参加。由

宋景昌牧师主讲「基督徒成长造就班」。内容：基督徒价值观的重整。日期：3 月

11，18，25 日; 4 月 8，15日。请所有基督徒积极参加，培养正确的基督里的价值

观。  

 

3. 温馨中德家庭元宵大型聚会 聚会将于 3 月 3 日在 LangenfortherStr.32 30657 

Hannover 举行，届时，会有精彩的节目和美味小吃，请大家广邀中德家庭的朋友

们前来参加。我们需要大量人员帮忙，有意愿帮忙的弟兄姊妹请与邵缨姊妹联系。 

 

2018 年 1 月财务报告（单位：欧元） 

1 月经常奉献收入 2.599,74 1 月份支出 3.524,63 

主日奉献 589,74 奉献德国中文图书馆 700,00 

转帐奉献  2.010,00 宣教士经费奉献   1.400,00 

   方舟教会房租及奉献   300,00 

  复活教会房租及奉献   200,00 

1 月建堂基金奉献收入 272,98 I.教会日常费用(杂项)     807,07 

现金奉献 172,98 II.周间小组   117,56 

转账奉献 100,00 III.福音工作    

  IV.营会费用     

  V.特别聚会  

    

  
18 年 1 月 

经常奉献结余 
-924,89 

17 年 12 月 

建堂基金结余 
26.993,10 

18 年度 1-1 月 

经常奉献结余 
-924,89 

18 年 1 月 

建堂基金结余 
27.266,08 

18 年 1 月 

经常奉献总结余 
17.062,12   

                           如对财务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财务执事容松联系 

教会奉献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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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