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語聚會報告：(11:30-12:30主日崇拜,第五主日 13:00-14:00)
1. 本主日證道經文：詩篇 30:1-12
2.下主日證道經文：創世記 37:1-11
3.

今年教會主題：活出遵行聖道的生命
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第十九週)

(请于聚会前十分钟安静进入会堂,并将手机关闭。谢谢!)

地址: Erzherzog-Karl-Straße 171, 1220 Wien;電話: (01) 216-8066
牧者:秦迅牧師; Mobil:0660/6798711; E-mail:paulqin1972@gmail.com
← 教会网址：cegw.at 教会 youtube频道 →

成人主日學課程 (每月第一及第三主日 15:30網絡課程)
主日學班名 課室 負責同工 學員對象

1 基礎信仰班 線上 張 威,留偉,劉曉玉,馬 穎 初來教會者;慕道者;想要溫習信仰內容者

2 信徒造就班 線上 王萍萍,劉桂紅 受洗的初信者(必修) ;願意接受門徒訓練者

3 聖經介紹班 線上 劉祖雲,彭劍雯,王 珏 參加過信徒造就班,願意更認識聖經的信徒

4 靈命成長班 105 羅偉萍 (11:15實體課程) 參加過以上幾班,渴慕與神同行的弟兄姊妹

預備來敬拜神
以詩歌敬拜神

教會宣告信仰
以禱告敬拜神
以聽道敬拜神

回應主的話語
在主家中交通
領受主的賜福
感謝神的恩典

第一堂 09:30華語堂崇拜;第二堂 11:30德語堂崇拜

聚會時間表 (本週聚會用粗體表示; “本週”以今天主日算起 )
聚 會 時 間 聯絡人 電 話

華語堂崇拜 每週日 09:30-10:45 秦 迅牧師 0660/6798711
德語堂崇拜 每週日 11:30-12:30 杜約拿弟兄 0699/11527776
德語主日學 第二,四週日 12:30-13:00 杜約拿弟兄 0699/11527776
兒童主日學 每週日 09:30-11:00 徐 娟姐妹 0676/5539760
少年主日學 每週日 09:30-11:00 鄭雪燕姐妹 0699/17170682
成人主日學 第一,三週日 15:30-16:30 王萍萍姐妹 0699/19564504
教會詩班 每週日 13:00-14:00 馬軼男姐妹 0699/11710227
兒童詩班 每週日 11:30-12:20 洪雅蓉姐妹 0660/2178757
盟約團契 每月第二,四個週六 19:00-21:00 陳 玲姐妹 0660/4708573
Glow團契 1 每月第二,四個週五 18:00-20:00 鄭雪燕姐妹 0699/17170682
Glow團契 2 每月第一,三個週五 16:30-18:00 鍾秋月姐妹 0680/1169364
葡萄樹團契 每月第二,四週日 11:30-12:30 鄭文飛姐妹 0660/2931007
家鄉團契 每月第二,四週日 11:30-13:00 金薇薇姐妹 069919680547
喜樂團契 每月第二,四個週三 10:00-12:00 徐撷英姐妹 06643019526
和平團契 隔週四 15:30-17:00 葉蘇珠姐妹 0660/5702916
週日禱告會 每週日 08:30-09:15 劉曉玉姐妹 0699/10773073
週六禱告會 隔週六 15:30-17:00 葉蘇珠姐妹 0660/5702916
德語組禱告會 每月第四個週五 17:00-18:00 鄭美燕姐妹 0699/18345056
活水團契 每週六 16:00-18:00 李托尼弟兄 0650/7838508
磐石團契 每月第二,四週日 11:15-12:30 俞文欣姐妹 0676/4620708
常青團契 隔週六網路 10:00-12:00 陳玉貴姐妹 0650/5053158
客家團契 每月最後週六 16:30-18:00 古笑雲姐妹 0699/19061386
光鹽團契 每月第一,三周日網路 14:00-15:30 王 劍弟兄 0699/12471731
Linz團契 每月第三或四週五 18:30-20:30 葉熾軒弟兄 0664/8512836
Leoben團契 每月第三個週六 15:30-17:00 吳祥華姐妹 0699/11013101
Salzburg團契 [友情團契] 每週日 15:00-17:00 吳惠君姐妹 0676/9258598

序樂;宣召:彼得前書 1:5-7;祈禱
頌讚: (有情天)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讚)你的愛

詩歌: (讚)我的生命獻給你;獻詩:我愛你,媽媽
使徒信經
奉獻禱告

信息:功課好難 (彼后 1:3-15)
啟應經文:詩篇 66:8-20;背誦金句:以賽亞書 49:15

回應詩歌: (讚)陪我走
歡迎;報告

(頌)633祝福歌;祝福
殿樂

主日崇拜服事人員

司會,領詩 司琴 司事 字幕 獻詩 信息

今天/下次 今天/下次 今天/下次 今天/下次 今天/下次 今天/下次

張桂宏,楊 莉/
彭劍雯,馬軼男

房子/
蔡詩恩

馬軼男,吳小玉,李俊敏/
傅崇鈺,金薇薇,馬 穎

石雪松/
遲淑超

兒童主日學/
---

王劍弟兄/
張威長老

上週統計數字

華語堂崇拜 141 基礎信仰班 6 磐石團契 17 華語堂奉獻 € 3014.00
德語堂崇拜 18 聖經介紹班 11 活水團契* 7 德語堂奉獻 € 785.00
儿童主日學 26+4 靈命成長班 11 光鹽團契 5 銀行轉賬奉獻 € ---
少年主日學 20+4 和平團契 7 週六禱告會* 7 *前週數字

Glow團契 2 5 本週禱告會(4組) 48

下週主日崇拜的頌讚,講題及詩歌

宣召:彼得前書 2:9;啟應經文:希伯來書 7:20-28, 8:1-2;背誦金句:以賽亞書 49:15
頌讚: (讚)全能創造主, (讚)你的愛;詩歌: (讚)在至高之處

信息:金香壇的侍奉 (出 30:1-10, 34-38) ;回應詩歌: (讚)復興的火
祝福詩歌: (頌)633祝福歌

教會帳戶：户名(Kontoinhaber/Account name)：Chinesische Evangelikale Gemeinde Wien
账号(IBAN)：AT49 6000 0000 9213 0548;银行代码(BIC/SWIFT)：BAWAATWW



代祷感恩
1.神国度事工: 耶稣说: “一个民族要跟另一个民族争战,一个国家要攻打另一个国
家。到处会有严重的地震、饥荒和瘟疫,......信徒为主受逼迫。” (路 21:10-12现代
中文译本)相信这段日子,我们对经文所述并不陌生,甚至已是一种常态了。当世界
的走向越来越不好时,有一件事同时发生: 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耶稣说: “这就是
你们为福音作见证的机会了。” (路 21:13)福音不会被任何事拦阻,乃是照主耶稣所
说的一步一步实现。我们要积极把握住每个机会,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为慕道友祷
告、传福音、帮助有需要的人。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就会发现每个时刻都可以被
神使用！

2.教会肢体: 为有病痛的的肢体 (朱牧师、魏牧师、吴牧师、宋传道、季岳普老弟
兄、严伯伯及严伯母;吴青青、林太太、李佩文、于洋) 祷告, 求神怜悯加增信心、
力量,得着从神而来的医治和平安。

功课好难 (彼后 1:3-15)

前言：什么是功课？

一、功课的目的

二、功课的重要性

三、功课的类型

结语：如何完成功课？

欢迎首次参加聚会的来宾,若愿意留下联系方式,
请在司事送上的表格正楷填写,以便连络,彼此交谊。

报告事项
1.教育组事工: 5月 29日主日下午 14:30-17:30, 邀请秦师母举行“培养未来接棒的提

摩太—青少年的牧养与教养” 讲座, 欢迎基督徒父母及关心青少年事工的弟兄姐妹
报名参加。讲座将在线举行,有分组讨论,请在 5月 27日晚上 6点前向古爱玲执事
报名(手机: 06508095611); 请报名参加者于讲座开始前提早 15分钟上线,并登录实
名,以便在线作业能顺利进行。Zoom会议号: 875 1514 7558,密码: 523327

2.少年夏令营:教会将于 7,8两月为 10-15岁的少年举办两次野外活动和夏令营,感兴
趣者请在郑春燕姐妹处咨询及报名(手机: 06603961110),报名截止日期 6月 26日。

特别信息:「成功神学不是我的菜」,作者: Costi Hinn (连载)
二、一节改变生命的经文
这让我从前看为宝贵的三个“信念”变得支离破碎:
1. 上帝的旨意岂不总是要医治人吗？不是的,耶稣只是在众人当中医治了一个人。
2. 只有人有足够信心的时候,上帝才施行医治吗? 不是的,这瘸腿的人甚至不知道耶稣

是谁(更不用说相信祂了)。
3. 医治岂不是要求有一位得到膏抹能医治人的人、特别的音乐,以及收集奉献吗?不是

的,耶稣单凭一句话就立刻医治了一个人。(待续)

每月背诵金句 以赛亚书 49:15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
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