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語聚會報告：(11:30-12:30主日崇拜)
1.本主日證道經文：詩篇 34:15
2.下主日證道經文：尼希米記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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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崇拜第一堂 每週日 09:30-10:45 張 威弟兄 0664/3040618
華語崇拜第二堂 每週日 11:30-12:45 張 威弟兄 0664/3040618
德語堂崇拜 每週日 11:30-12:30 鄭雪燕姐妹 0699/17170682
德語主日學 第二,四週日 12:30-13:00 鄭雪燕姐妹 0699/17170682
兒童/少年主日學 每週日 09:30-11:00 李惠瑩姐妹 0681/10327840
成人主日學 第一,三週日 11:45-12:45 徐信生姐妹 0664/2547565
教會詩班 每週日 13:00-14:00 白永軍弟兄 0650/8804090
兒童詩班 每週日 11:30-12:20 洪雅蓉姐妹 0660/2178757
青年夫妻團契 第二,四週日 11:3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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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三個週五 16:45-18:00 鍾秋月姐妹 0680/1169364
葡萄樹團契 第二,四週日 11:30-12:30 鄭文飛姐妹 0660/2931007
家鄉團契 第二,四週日 11:30-13:00 張 帆姐妹 069918471237
喜樂團契 每月第二,四個週三 10:00-12:00 徐 娟姐妹 0676/553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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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四週日 11:30-12:30 白永軍弟兄 0650/8804090
常青團契 每月第三個週六 10:3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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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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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日 15:00-17:00 吳惠君姐妹 0676/9258598

今年教會主題：更新成長,活出信仰
二零一九年一月六日(第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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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cegw.at

成人主日學課程 (每月第一及第三主日第 1堂崇拜,愛宴後 11:45上課)
主日學班名 課室 負責同工 學員對象

1 基礎信仰班 105 張 威,劉曉玉,盧鳳琴 初來教會者;慕道者;想要溫習信仰內容者

2 信徒造就班 107 王萍萍,謝倩雯 受洗的初信者(必修) ;願意接受門徒訓練者

3 聖經介紹班 103 王 劍,王珏 參加過信徒造就班,願意更認識聖經的信徒

4 聖經主題班 003 待定 參加過以上幾班的弟兄姊妹

序樂;宣召:詩篇 103:1-2;祈禱
頌讚: (頌) 1聖哉,聖哉,聖哉

詩歌: (頌) 2讚美全能神; (讚)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奉獻禱告

啟應經文:詩篇 150篇:背誦金句:詩篇 103:1-2
信息: 新年的稱頌 (詩篇 103篇)

千萬個理由

聖餐詩歌:(讚)因著十架愛

歡迎;報告
(新) 331願神賜恩祝福你;祝福

殿樂

預備來敬拜神
以詩歌敬拜神

以禱告敬拜神
以聽道敬拜神

回應主的話語

以餅杯紀念主
在主家中交通

領受主的賜福

感謝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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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劍,張桂宏/
張威,洪雅蓉

董馨鎂/
孔德茹

阮綠菊,古笑雲,李俊敏,劉桂红/
盧鳳琴,謝倩雯,林筱霞

陳可鵬/
潘洲芬

教會詩班/
---

張西平牧師/
張西平牧師

葉蘇珠/
齊春紅

吳慧華/
何施念

陳小梅/
蔡香萍

何施微/
何施微

---/
---

張西平牧師/
張西平牧師

上週統計數字
第一堂崇拜 145 兒童主日學 30+6 週六禱告會* 9 第 1堂/德語堂奉獻 € 2104.00
德語堂崇拜 16 少年主日學 22+4 週日禱告會 7 銀行轉賬奉獻 € 1300.00
年終感恩見證聚會 97 活水團契* 21 林牧師特別奉獻 € 100.00

*前週數字 年終感恩奉獻 € 500.00
下週主日崇拜的頌讚,講題及詩歌

宣召:路加福音 19:10;啟應經文:以賽亞書 55章;背誦金句:詩篇 103:1-2
頌讚:(新) 234開我的眼睛;詩歌: (讚)君王就在這裏; (新) 179敬拜主

信息:耶 穌,尋找拯救的主 (路加福音 19:1-10) ;回應詩歌: (頌) 275耶穌我來

祝福詩歌: (迦南詩選)我今天為你祝福

(第一堂崇拜後愛宴; 11:45成人主日學;13:00教會詩班練詩)



报告事项

1.教会主题： 2019年度的教會主題是“更新成长,活出信仰”，取自歌罗西书 2:6,我们期
盼全教会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都能够确实在主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灵命日日更新
成长,并在信仰生活上活出基督徒美好的见证。

2.新年读经：请大家继续使用苏颖智牧师的《每日与主同行》做每日读经指引;也欢迎
加入“维也纳教会晨祷群” ,听莊牧师和张威弟兄分别在 Line和微信的圣经语音信息。

3.新年度同工：请为列名在 2019年团队同工名单上的长执会各组执事,负责人,及一起配
搭的 100多位同工代祷,求主加添每位弟兄姐妹爱主爱人的热心,服事的能力以及做工
的果效,齐心为主的教会尽心尽力的摆上。

4.神学班开课：张西平牧师明天开始 (1/7-30)要开授“保罗书信与生平”课程,每周一至周
四晚上 6:45-9:00,共 15次;特别欢迎所有要参加 3月 4-16日土耳其/希腊“踏上先祖与
使徒脚踪行”的弟兄姐妹来上课或旁听,请大家向古爱玲或刘晓玉姐妹报名。

5.感恩崇拜：上主日神学班师生带领的年终感恩见证崇拜,激励弟兄姐妹敬神爱人,愿意
为主而活和敬虔度日的心志,也对如何在主日崇拜中引导会众敬拜神,做了美好的示范。

6.顾问牧师：朱乐华牧师虽已正式辞去多年担任我们教会顾问牧师的职任,但他仍然愿意
继续关心我们;也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他们在美国两间华人教会担任顾问牧师的服事。

7.特会视频： 12月 24日的圣诞特会视频已放在我们教会自己的 Youtube频道里面,只要
键入教会的中文或德文名称即可找到,请大家去观赏。

8.申报账单：2018年还未向财务同工申报账单的弟兄姐妹,请最迟今天申报结清。

代祷感恩
1.祝福1月上半月生日的弟兄:李托尼,干以谢,陈强,留伟;姐妹:赖小燕,李岩岩,谢倩雯,

赵洪喜,温春婷,张琪,张琇玲,任正红,刘桂红。
2. 本周为教会肢体家人代祷: 干陈云/金薇薇//干以谢;干以谢/周以帖//干慕泉,慕琳,慕恩;

于长仓/王秀芹//于洋;王艳玲;王萍萍//王剑,王茜;王爱琴/Arthur Fuchs//王茵;王珏;王玓;
王一华//金素菡,安东; 王子义。

3.请继续为陈伯母,刘晓玉姐妹,秦文,王医生,王师母,严伯伯,严妈妈,邹积海,周妈妈,谢倩
雯的父母,吴青青,吴海燕,赵玉华,张平洋,陈苗知,及其它身体欠安的肢体代祷。

。
每月背诵金句 诗篇 103:1-2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祂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

和华,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

”

新年的称颂 (诗篇 103篇)

一．独唱--我当称颂主 (1-5)

1. 提醒自己称颂 (1上)

2. 全心全力称赞 (1下)

3. 务要常常记恩 (2)

4. 数算一切恩典 (3-5)

二．合唱--万民当称颂主 (6-18)

1. 主是公义的 (6-7)

2. 主是慈爱的 (8-12)

3. 主是怜恤的 (13-14)

4. 主是信实的 (15-18)

三．大合唱--万有当称颂主 (19-22上)

1. 宝座与权柄 (19)

2. 大能的天使 (20)

3. 诸军与仆役 (21)

4. 一切的万物 (22上)

四．独唱--我当称颂主 (22下)

(普世大公教会三大信经之一,是真理最清楚完备又简明易懂的一个信经)

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之万物的。

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先为父所生,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
出于真神而为真神,被生而非受造,与父一性,万物都藉着祂受造;为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
因圣灵从童女马利亚成了肉身而为人;又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害,
埋葬;照圣经的话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从威荣中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祂的国度永无穷尽。

我信赐生命的主圣灵,从父、子而出,与父、子同样受尊敬,受荣耀,祂曾借着众先知说话。

我信使徒所立的独一圣而公的教会;我承认为赦罪所立的独一圣洗;我望死人复活和来世
的永生。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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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请大家在 10:45-12:00共享爱宴,彼此交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