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語聚會報告：(11:30-12:30主日崇拜,每月最後一周 14:00-15:00)
1.本主日：華/德語堂聯合崇拜

2.下主日證道經文：彌迦書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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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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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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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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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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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六日(第二十四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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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祈禱
頌讚: (頌) 4神聖主愛

詩歌: (新)開我的眼睛, (讚)一生愛你
奉獻禱告

啟應經文:詩篇 148;背誦金句:詩篇 90:17
信息:我們如何認出耶穌? (路加福音 24:13-32)

(頌) 333堅立在應許上
歡迎;報告

(讚)賜福與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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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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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劍雯,張桂宏/
張威,馬軼男

孔德茹/
蔡詩恩

盧鳳琴,劉桂紅,劉祖雲/
盧鳳琴,周琛,吳小玉

何施微/
曹斐斐

兒童詩班/
家鄉團契

Jakob Böckle/
黄嘉松牧師

上週統計數字

華語堂崇拜 177 兒童詩班 11 葡萄樹團契 17 華語堂奉獻 € 1608.55

德語堂崇拜 20 活水團契* 13 家鄉團契 18 德語堂奉獻 € 84.00

兒童主日學 27+4 Glow團契 1 9 磐石團契 16 週日禱告會 5

少年主日學 29+4 喜樂團契 7 和平團契* 6 *前週數字

下週主日崇拜的頌讚,講題及詩歌
宣召:詩篇 145:17-18;啟應經文:詩篇 67;背誦金句:詩篇 90:17

頌讚: (頌) 1聖哉聖哉聖哉;詩歌: (有情天)坐在寶座上聖潔羔羊, (新) 152揚聲歌唱
信息:莫非這就是基督嗎? (約翰福音 4:25-42)

回應詩歌: (新) 217人們需要主

祝福詩歌: (讚)賜福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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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及儿童夏令营：8月 18-24日的少年夏令营和 8月 22-24日的儿童夏令亲子营,今

天截止报名,请家长们尽快向相关的负责同工郑春燕,古爱玲或陈玲姐妹填表报名。
2.感谢牧者：下主日(6/23)将是黄嘉松牧师这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最后一次证道,隔周一
(6/24)他将返回美国。感谢黄牧师在这段时间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也感谢师母的陪伴关
怀,愿主纪念他们为主所做的一切。

3.神学班毕业：为期两年的神学班课程已經完滿结束,我们教会有 11位同学将在下主日
崇拜结束之前,由黄嘉松牧师代表北美创欣神学院颁发如下毕业证书:教牧文凭 (42-45
学分) 8位:刘祖雲,刘良纯,刘晓玉,古爱玲,古笑雲,陈小妹,曾彩娥,彭剑雯;教会事工证
书(30学分) 2位:王剑,俞文欣;信徒事工证书 (24学分) 1位:刘桂红。

4.追思礼拜：长执会定于本周六 (6/22)在教会大堂举行陈龙淑庄伯母追思礼拜,请弟兄
姐妹拨冗参加。创欣神学院的正副院长暨董事会及同工寄来的慰电,及朱牧师/师母的
慰信,都张贴在布告栏。

5.受洗报名：夏季受洗典礼预定 8月 24日 (周六下午 3:00)在多瑙河溪畔举行,请有意
愿受洗的慕道朋友,务必认真参加“基础信仰班”,并尽快向执事徐信生姐妹填表报名,
本月底 (6/30)将截止报名。

6.图书馆事宜：自本主日起,每主日10:45至11:45有图书馆同工专人负责图书还借工作,
请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借还图书。教会圣经的借用、赠送、代购,也由图书馆负责。

7.长执会议报告：6月份长执会议报告张贴在布告栏上,请弟兄姐妹们关心神家里的事。

代祷感恩
1.本周为教会肢体及家人代祷:刘军/邹倩//刘雅妮,小满;刘超/王晓利//刘晴,刘毅;刘桂红/
Nikolaus Heeger//Marcel,Daniel;刘阳;刘永莉/Robert Herfort;刘祖云//余曼华;刘晓玉/刘德
龙//刘博文,婉芬;赖小燕;钱琦娜,钱意珺。

2.请为秦迅传道预定今年夏天到我们教会牧会,他们全家在这段时间各方面的预备代祷。
3.请继续为徐香微,刘晓玉,秦文,王医生,王师母,严伯伯,严妈妈,邹积海,周妈妈,吴青青,

赵玉华,张平洋,陈苗知,及其它身体欠安和家人最近过世的肢体代祷。
。
每月背诵金句诗篇 90:17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作的工;我们手所作的工,愿你坚立。

立”。

我们如何认出耶稣? (路 24:13-32)

总结：

正如那两个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需要时间才能认出身边陪他们走路的
“陌生人”是复活的主一样，我们也需要时间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些领域来认
识陌生的上帝，认识这位我们尚未完全认识的上帝。并且，我们的主也将
一样充满耐心、体贴与理解地待我们，直到我们心里能明白，就像祂当年
遇见那两个门徒时所做的。

结论：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上帝是如何能让我们的心火热起来，让我们渴望更
加理解祂的话，渴望更加认识祂，与祂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且使我们
对神的认识不断地发生飞跃。

而这一切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并影响那些生活在我们周围、且通过我们
的生命、以及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而认识祂的人的生命。

Wie können wir Jesus erkennen?
(Lukas 24:13-32)

Zusammenfassung:
So wie die zwei Jünger auf dem Weg nach Emmaus Zeit brauchen, bis sie

den unbekannten Begleiter als ihren auferstandenen Herrn erkennen, so
brauchen wir Zeit,bis wir Gott in bestimmten Bereichen als den erkennen, als
den wir ihn noch nicht erkannt haben. Und so wie Jesus den beiden Jüngern
geduldig, unaufdringlich und verständnisvoll begegnet, bis sie verstehen, so
begegnet er uns geduldig, unaufdringlich und verständnisvoll,bis wir
verstehen.

Schluss:
Und so zeigt uns das Beispiel beschließend, wie Gott unser Herz brennend

machen kann, sehnsüchtig danach machen kann, noch mehr von seinem Wort
zu verstehen, ihn noch besser kennen zu lernen, noch mehr Gemeinschaft mit
ihm zu haben – und schließlich in einem Er-
kenntnissprung doch zu verstehen, bleibend!

Und das alles zusammen hat Auswirkung auf unser Leben und auf das
Leben unserer Mit-menschen, die Ihn durch unser Leben, unser bleibendes
Erkennen der Person Jesu, erkennen können.

长执会特别报告:

*会友资料表：根据欧盟信息保密法的规定,我们需要请所有的会友重新填写并签署会
友资料表,未填写者将自动失去在维也纳华人基督教会的会籍,并丧失在本教会选举及
被选举为同工以及其他相关的权利。请会友们务必尽快到司事柜台领取表格,并交回
给文书档案组同工郑春燕姐妹或王萍萍姐妹,填表日期将于 9月 1日截止。

*同工退修会：9月 27-28日教会计划在外地 (下奥州 Niederösterreich) 举办关于同工配
搭,小组带领的同工退修会,讲员苏文峰牧师。欢迎现任及前任执事、各组核心同工、
各团契负责人向姜蔼勤姐妹报名参加,名额有限,7月 14日报名截止。报名费 20欧元,
报名缴费后不退。同工退修会时的外地住宿和早餐教会统一组织和负责。午餐,晚餐
和来回路程参加者自行安排和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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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