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恩及代祷事项 

 

1. 请继续为青年组 10 月份「迎新月」最后两次聚会祷告。求神带领更多新来德国的

同学参与，建立与神、与人的关系，另外，求主使用一些后续的活动，说明他们

从而认识福音，接受主耶稣的救恩。 

2. 儿童事工及青少年事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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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请为教会中执事及牧者祷告。求神赐他们身体健康，每日都与主有亲密的关系，

彼此配搭，同心合意造就信徒成长。 

4. 请为参加福音信仰班的慕道友祷告，求神坚固他们的信仰根基，为神作美好见

证。 

5. 为周间各小组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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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为教会中所有弟兄姊妹祷告。求主赐他们身体健康，每日都与主有亲密的关系；

也为有生活困难的弟兄姊妹祷告，求主赐下平安，求主引领他们的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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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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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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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11:1~2)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2018 年 10 月份主日崇拜服事表 

日期 
10 月 7 日 

圣餐崇拜 
10 月 14 日 10 月 21 日 10 月 28 日 

宣召 诗 95:6-7 诗 72:18-19 诗 145:10-13 诗 147:1-7 

讲员 宋景昌牧师 林何少玲师母 宋景昌牧师 宋黄东霞师母 

主题 
当以基督的心为

心 

以利亚: 强人也有

脆弱一刻 
诚信正直的领袖 蛻变 

经文 腓 2:1~11 王上 19:1~18 腓 2:12~18 罗 12:1~2 

司会 容松 王黎媛 钟紫莉 杨贺 

司琴 乔鹏 董韵 戚加意 / 

成人主日学 
教会五常 

(帖前 5:12~28) 

压力面面观 

(认识压力的外在

和内在因素) 

儿童导师培训 1 儿童导师培训 2 

信仰班 
救恩与 

得救的确据 
信仰生活 洗礼的意义 圣餐的意义 

儿童主日学 
白晶 

白云晴 

郑文英 

马国涛 

杨贺 

文肖英 

杨婧 

萧小莹 

接待 
郑文 

陈林 

  白晶 

 文肖英 

     韩大卫 

何慧敏 

王黎媛 

赵奇 

饮食分配 
赵奇 

赵俊 

韩大卫 

吕莉 

杨婧 

张丽萍 

郑康恩 

陈晓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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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时间地点请参阅月报的封面。 

2. 成人主日学课程，鼓励弟兄姊妹踊跃出席，学习神的话语。 

主日学： 10 月 7 日 宋黄东霞师母     『教会五常』 

  10 月 14 日 林何少玲师母   『压力面面观』认识压力的外在和内在因素 

  10 月 21 日 宋黄东霞师母   『儿童导师培训 』 

  10 月 28 日 宋黄东霞师母   『儿童导师培训 』 

 

信仰班：10 月 7 日    宋景昌牧师    『救恩与得救的确据』 

         10 月 14 日   宋景昌牧师    『信仰生活』 

         10 月 21 日   宋景昌牧师     『洗礼的意义』 

         10 月 28 日   宋景昌牧师     『圣餐的意义』 

3. 本年度第二次洗礼将于 11 月 25 日举行。请与宋牧师或杨贺姊妹报名。 

4. 青年小组迎新活动：10 月 5 日，12 日举行，晚上 18 时开始简餐，然后专题讲

座，欢迎青年朋友互相告知，踊跃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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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8月财务报告（单位：欧元） 

8 月经常奉献收入 2.983,11 8 月份支出 2.795,41 

主日奉献 603,11 奉献德国中文图书馆 700,00 

转帐奉献  2.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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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建堂基金奉献收入 1.201,09 I.教会日常费用(杂项) 136,95 

现金奉献 1.001,09 II.周间小组   22,66 

转账奉献 200,00 III.福音工作 35,80   

  IV.营会费用     

  V.特别聚会     

  
18 年 8 月 

经常奉献结余 
187,70   

2018 年 7 月 

建堂基金结余 
34.402,89 

2018 年度 1-8 月 

经常奉献结余 
687,63 

2018 年 8 月 

建堂基金结余 
35.603,98 

2018 年 8 月 

经常奉献总结余 
18.67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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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