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恩代祷事项 

1. 为近期回国的弟兄姊妹祷告。求神帮助他们在国内找到合适的教会，让他们

保持稳定的属灵生活，并投入到当地教会的服事中，荣神益人。 

2. 教会正筹备 12 月 19 日圣诞聚会，求神给牧者和同工们智慧与体力来准备各

样的事工；也求神预备慕道朋友的心，带领他们来到教会，认识我们的神。 

3. 为 12 月 26 日的洗礼祷告。求主坚固将要领洗姊妹的信心，看顾她在主的话

语里的追求和长进，引领她谦卑地加入事奉，愿神借着她祝福她的家和我们

的教会。 

4. 为美恩传道祷告。12 月初传道将要再次前往台湾服事，求神一路保守她的

平安；也求神引领之后青少年组的前进方向，愿神借着新同工们的加入和摆

上，让青少年小组稳步地成长。 

5. 为在德国的众位牧者祷告。求神纪念牧者们的劳苦与摆上；在现在疫情肆虐

的日子里，牧者们仍需去不同的地方服事、帮助各地教会，愿神赐他们健康

平安，也用能力覆庇祂的仆人们，增添他们服事的果效。 

6. 为教会能有一个可以安排所有教会活动的场地祷告，求主为我们预备最适合

的。让这个场地成为所有弟兄姐妹属灵成长的祝福，求神也借着此场地让福

音广传。 

 

 

 

教牧与执事联系电话 

 
  宋景昌牧师 宋黄东霞师母    电话 0176-45155104 / 0511-67434071 

  主    席    杨  贺姊妹 0159-05834829    副主席兼教育组    孔元庆弟兄 0511-80095940 

  秘    书    白  晶姊妹 0179-6780829     图 书 组       费榆芯姊妹 0152-21316501 

  财 务 组    容  松弟兄 0176-46508298       服 务 组       郑文英姊妹 0172-6409409 

  礼  拜  组        王黎媛姊妹 0511-374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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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份 

 

年度教会主题：在真道上建立自己 

年度金句 (犹 20~21)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

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周日网上聚会时间 

 成人主日学  14:00 - 15:00 

 教会祷告会  15:05 - 15:20 

 主日崇拜  15:30 - 17:00 

 青少年团契 
 15:30 - 17:00 

 请联络葛美恩传道 0152-0147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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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间网上小组聚会时间 

青年  每周五 18:00 - 21:30   联系人：何慧敏 

温馨  每月二次周三 10:00 - 12:00   联系人：邵缨，杨贺 

和谐  每月一次周六 16:00 - 20:00   联系人：容松，马国涛 

长者  每月一次周四 10:00 - 12:00   联系人：宋景昌牧师 

伉俪  每月一次周六  联系人：孔元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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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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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金句 (启示录 22 章 20 节) 
 

见证这些事的那一位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2021 年 12 月份主日崇拜服事表 

日期 
12 月 5 日 

圣餐礼拜 
12 月 12 日 

12 月 19 日 

圣诞聚会 
12 月 26 日 

宣召 诗 72:18-19 诗 96:7-9 - 诗 98:1-4 

讲员 宋黄东霞 师母 林奕胜 传道 宋景昌 牧师 宋景昌 牧师 

主题 盼望 
和平之君 

和好使者 

有一婴孩 

为你降生 

更美的指望(一) 

基督的恩典 

经文 赛 9:1-7 
赛 9:6 

林后 5:17-21 
路 2:12 来 1:1-4 

司会 容松 刘俐 宋景昌 牧师 王黎媛 

司琴 伍国颂 赖永念 
韩尚逸 

伍国颂 
伍国颂 

儿童主日学 

小学组 
杨婧 何慧敏 

杨贺 白晶 

宋黄东霞 师母 

杨贺 白晶 

宋黄东霞 师母 儿童主日学 

幼儿组 

黄洁 

文肖英 

杨贺 白晶 

宋黄东霞 师母 

卫生防疫 刘俐 郑文英 
孔元庆 

孔繁捷 
王黎媛 

迎接 王黎媛 郑文英 
刘康 郑文英  

何慧敏 
杨  贺 

投影音响 黄天沛 文肖英 陈碧琪 钟紫莉 

 

报告事项： 

1. 12 月成人主日学：每周日 14:00 – 15:00 

12 月主题：哥林多后书 讲员：宋师母 

12 月 5 日：林后 2 – 管教与爱，爱与福音        12 月 12 日：林后 3 – 主的荣光        

12 月 19 日：因圣诞圣乐崇拜暂停一次 12 月 26 日：林后 4 – 生命见证，有宝贝的瓦器 

2. 12 月 19 日 15:30 开始圣诞圣乐崇拜 

主题：有一婴孩为你降生欢迎大家邀请新朋友参加，鉴于目前疫情的现状，与会者需 3G 证明。 

3. 12 月 26 日为教会本年度第二次洗礼，欢迎弟兄姊妹前来观礼。 

4. 2021-2022 青年团契跨年营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 月 2 日在汉堡华人基督教会举行，

欢迎大家邀请年轻的弟兄姊妹参加，请在宋牧师处报名。 

5. 2022 年德国华人基督徒门徒造就营于 4 月份在法兰克福青年旅馆实体举行，具体信息请参考教

会相关网页，请有意参加者在杨贺姊妹处报名，报名截止日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0 月财务报告（单位：欧元） 

2021 年 10 月支出明细 

分类 本年度预算 2020 年总支出 9 月支出 10 月支出 1-10 月总支出 

奉献德国中文图书馆 €9.600,00  €8.400,00   €800,00  €800,00 €8.000,00  

宣教士经费奉献 €24.000,00  €19.800,00   €2.000,00  €2.000,00 €19.900,00  

方舟教会房租及奉献 €4.100,00  €4.100,00  €300,00 €1.800,00 €4.500,00  

复活教会房租及奉献 €2.750,00  €2.750,00   €200,00  €200,00 €2.000,00  

克劳华人查经班奉献 €1.200,00  €1.200,00   €-  €- €500,00  

I.教会日常费用(杂项) €1.500,00  €1.476,74  €77,70 €99,16 €1.627,01  

II.周间小组 €1.500,00  €461,49  €7,06 €51,31 €128,53 

III.福音工作 €1.840,00  €1.733,80   €215,65  €158,90  €622,55 

IV.营会费用 €1.500,00  €- €- €- €180,00 

V.特别聚会 €1.100,00  €11,36  €459,22 €16,10 €580,04 

总数 €49.090,00  €39.933,39  €4.059,63  €5.125,47 €38.038,13  

2021 年 10 月收入/支出及银行结余 

    9 月结余 10 月收入 10 月支出 2021 年 10 月结余 

经常奉献 

现金 €934,18 €1.182,05  €272,31 €943,92* 

银行 €16.480,54 €2.185,00  €4.853,16  €14.712,38* 

总数 €17.414,72 €3.367,05  €5.125,47  €15.656,30 

建堂基金 

现金 €623,40 €93,60  €- €93,60**  

银行 €70.744,75  €545,00  €- €71.913,15**  

总数 €71.368,15  €638,60  €- €72.006,75  

总数 €88.782,87  €4.005,65 €5.125,47  €87.663,05  

本月经常费盈余/不敷 €-1.758,42 

1-10 月日常费用盈余/不敷 €-5.386,00  

 *2021 年 10 月日常现金奉献存入银行 900 欧元  

 **建堂基金现金奉献存入银行 632,40 欧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