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德华人基督徒祷告日

全德华人基督徒祷告日

德国中文图书馆
1.

为中文图书馆现在超过五千多的登记家庭读者(大部分是非基督
徒)代祷。愿这些不同的华人读者族群(如餐馆业工作者、学

亲爱的德国华人基督徒查经班/ 团契/ 教会弟兄姊妹：

生、学者、商人、难民， 甚至在监狱的人等)都能透过中文图
主内帄安！

书馆的书籍，福音书刊杂志等， 在异地得着心灵支持，有机会

自 1979 年起﹐许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学者﹐商人及餐饮业者在

认识基督信仰。(图书馆每年分发超过二万册基督教刊物， 圣

德国居留。 1998-2008 留学德国的中国大陆学生数目增加了超过五
2.

命和对华人的爱, 开始了德国华人福音的事工。今天，在德国的华人

堂，大学宿舍，亚洲商店和中餐馆发放图书馆的目录，通讯和

人口超过 20 万，德国也已有超过 60 个位于不同城镇的华人基督徒团

福音小册子祷告，愿有更多的在德华人认识图书馆的服务。

祷

体。福音已经开始被传，一批一批的信徒已被栽培起来。然而，福音
的需要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可及。因此，在 2010 年的德国华人福音事
工论坛里，我们商议约定以 10 月 3 日(也是德国教会庆祝感恩节的日

为有更多华人和德国基督徒能够帮助图书馆在当地的大学饭

凡
事
谢
恩

告

倍。从 80 年代开始，热心的德国宣教士与信徒，因著顺服传福音的使

经，传福音及栽培信徒资料)

3.

为图书馆的同工代祷，求主帮助带领他们每天继续忠心服侍，
愿主赐下智慧 ，加添他们力量。

同时间也请为图书馆急需要有更大的服侍团队 (全时间和义工)

彼此以祷告守望纪念。

代祷， 求主亲自差派愿意服侍，合他心意的工人。

住

子)为全德华人基督徒祷告日，在当天全德国的华人基督徒在聚会中，

我们的能力虽然有限，但我们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同心关心
福音的传扬，彼此相爱，彼此代祷，必蒙神的悦纳，怜悯，让福音传

不

遍德国，信徒得蒙栽培。弟兄姊妹们，无论你现在身处德国哪一个角
落，这场属灵的战争断不能单打独斗，愿意我们同心以祷告彼此守望，
站稳岗位，侯主再临！
请查经班/ 团契/ 教会参与 10 月 3 日全德华人基督徒祷告日，各
自决定和应的方式；你们可以在当日聚会的祷告中特别纪念德国的
华人福音事工，或安排当日聚会前后有特别的祷告会，或鼓励弟兄姊
妹禁食祷告，接力祷告，或弟兄姊妹/ 小组按祷告日手册的内容分工
专注关心不同地方，为不同的需要祷告。也期望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
继续定期使用这本祷告手册，为德国华人福音事工代祷。
德国教牧同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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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琛基督徒团契（Aachen）

Ansbach 团契

1.

1.

求神，但还是感到在认识和服事神上有太多的不足和缺乏，愿
神借到我们中间服事祂的仆人来帮补和供给神的众儿女们。另

恩典加能力，兴起他的工人。
2.

我们团契大部分都是学生，愿神也能给牧师或传道人些许来自
差传机构的支持，加上弟兄姊妹们的奉献，这样不至于让神的
仆人受太多的苦，也能让弟兄姊妹们减少些对神和对祂仆人的

3.

告

亚琛有很多中国学生，但福音工作还处于萌芽状态，请为我们

奥格斯堡查经班(Augsburg)

里认识并得着神；也愿神激励孩子们的心，让他们愿将已经得

1.

祷

祷告，愿亚琛成为神所喜悦的土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在这

多，原来的聚会场所已经渐渐显得拥挤，有时甚至已不够用，

2.

住

兴起些热心服侍的同工。

3.

基督里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成为这世代的明灯、神话语的出

不

为奥堡能够有固定长期服侍的弟兄姐妹祷告。因为目前能在当
地固定服侍的基督徒只有一人，希望主能够多多看顾奥堡，多

为这里的基督徒祷告:愿每一位在亚琛的弟兄姊妹都跟主建立日
益亲密的关系，借着聚会、彼此之间的扶持真认识祂，得以在

为奥堡的学生当中能够兴起基督徒代祷，求主能够亲自兴起可
以带领当地学生的学生基督徒。

愿神提供我们一个更大的场地。

为我们已经有了的 3 个慕道友祷告，希望他们在今年之内可以
受洗。

口和祝福的管道。也求神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和朋友们的身体
健康，让我们也学会爱护自己的身体，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4.

还有那些已经或多或少听过福音的，求神继续开路，也感动他
的工人能继续在这些人中间做工。

着宝贵恩典传递出去。也请为聚会地点祷告，随着人数的增

3.

求神祝福看顾 10 月份的迎新活动，圣灵在这些新生的心里动
工，听到福音、愿意来到我们中间、来到神的面前。

亏欠。
2.

虽然团契里剩下的基督徒人数不多，信主时间不长，希望神赐

凡
事
谢
恩

甚愿神赐给我们一位传道人或牧师，尽管弟兄姊妹们很渴慕追

也让有疾病的都因神的怜悯而被医治。特别求主保守看顾方敏

班贝格查经班 (Bamberg)

弟兄的身体，完全医治他的癌症，不再复发和扩散。

1.

福音工作

为杜塞教会代祷，他们长期支持和帮助我们，愿神纪念，特别

2.

现有基督徒生命的坚固以及成长

3.

基督徒同学在一年内可能要毕业，希望能有新的基督徒同学加

求神祝福时常到我们中间服事的同工们，保守他们的灵、魂、
体都兴盛；也愿神赐福给他们教会的各项事工，保守众儿女同
心合意的侍奉。

3

入我们查经班，希望慕道友同学能接受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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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华人教会 (Berlin)

柏林基督新生命堂 (Berlin)

1.

1.

2.

为青少年事工团队继续成长祷告，求神复兴这群年轻人，使他

有姐妹的丈夫家庭是烧香拜佛的，最近大家迫切的祷告，感谢

们属灵的复兴成为柏林和德国许多活在社会边缘的华人年轻人

神，现在她丈夫愿意来听神的话，来读圣经。求神继续加添我

的祝福。

们力量，为他祷告，使他归向主。

为这里许许多多还没信主的华人祷告，为教会的宣道事工和建

2.

立成熟稳定的宣道团队祷告，求神使用教会成为福音的出口，

有些墓道友因遇到生活上的难处，感情上的挫折，由此对信仰
有疑惑，求神坚固他们的信心。

成为更多没信主的华人接触福音的管道。

祷

的事工接触更多的德国人。

柏林宣道会信望爱堂(Berlin)
1.

比勒费尔德查经班(Bielefeld)
1.

2.

住

3.

和团契，在工作上继续为主作盐作光。

不

为家庭和下一代事工祷告。求神帮助夫妻持守合神心意的婚姻
关系， 教会能帮助下一代突破各种自我冲击和引诱，让各家庭
成员都以神为首，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3.

为向在 Bielefeld 地区生活，学习，工作的华人传福音祷告。

不伦瑞克华人基督团(Braunschweig)
1.

同工合一 : 求神教导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六位同工有合一的
心，尽职尽责，彼此相顾，在人前作好见证。

求主在 2012 年前赐更适合的场地(购堂或租堂)，使教会能成为
华人的聚脚点，服务社区，为主作见证。

为团契的弟兄姐妹信仰根基的正确，扎实；属灵生命不断成长
祷告。

上、社交和信仰生活上的帮助。又赐回国的兄姊们适合的教会
2.

为长期生病的王勇弟兄及他的妻子（卫爱娟）所能承受的负担
祷告。

求主保守教会十月份的学生迎新工作；并赐新来柏林的学生们
语言恩赐和聪明，应付入学和学习需求；让教会成为他们情绪

凡
事
谢
恩

为我们的德中婚姻家庭的属灵复兴祷告，求神让我们透过这样

告

3.

2.

弟兄姊妹得胜生命 : 查经班的弟兄姊妹有在等候婚姻，在恋爱
中及进入婚姻的状况，愿神在我们的情感及工作学习中作王掌
权。让我们在个人的生活中洁净自己的心，做好自己的本分，
不断操练顺服神的话语及带领，抵挡恶者的攻击，活出得胜的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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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宣教事工 : 求神坚固并扩张我们的团契。求神看顾团契现有

克劳斯塔尔中文查经班 (Clausthal- Zellerfeld)

的 3 位慕道友，愿神除掉他们心中各样的顾虑与拦阻，引导他

1.

们认识永生真神。求神加添我们爱心去关怀几位曾经来过团契
的慕道友。同时，让弟兄姊妹有力量在自己能够接触的华人中
间放胆传讲天国的福音，用生命作见证。

同工会的交接工作，希望有更多愿意为主摆上的弟兄姊妹加
入。

2.

希望能引领查经班福音活动（传福音，特别是迎新活动）。

3.

为已离开的信徒和慕道朋友们的属灵生活祷告。

不莱梅中文基督徒团契(Bremen)

工的团契，同时是一个同心合一的团契，是让神话语来率领、

2.

祷

塑造我们生命的团契。

求神使用团契的福音小组、信徒小组和 Oldenburg 小组，使弟

1.

10 月份的迎新活动：希望更多的学生能够认识主，愿父神给我
们清洁的属天的智慧与他同工。

2.

弟兄姐妹在学业上、工作中、服侍里都希望更能真实经历到神

兄姐妹，以及慕道朋友之间有更紧密的关系，一起经历神的爱

的大能，更加的渴慕、忠心跟随主，并求神亲自用大能的手医

和恩典，也让神的话语来率领我们生命的路，塑造我们的性格

治、托住每一位有疾病的家人。

住

心思，彰显神的荣美。
3.

Cottbus 华人基督团契

凡
事
谢
恩

为团契的成长，求神让我们不单是一个传福音的团契，为主作

告

1.

3.

团契接待的每一位主内的仆人、牧师、长老、老师、弟兄姐

请为 Bremen、Bremerhaven、Oldenburg 以及 Wilhelmshaven 的

妹，愿神看顾他们的脚踪，保守他们和他们的家，加添他们的

华人、学生祷告，求主祝福他们在德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力量！

不

更求神的救恩临及他们。

Darmstadt 查经班

Chemnitz 华人基督团契

1.

1.

为弟兄姐妹的灵命健康成长祷告。

2.

为弟兄姐妹在主里的合一侍奉祷告。

3.

为在德华人的信主祷告。

求神建造查经班的弟兄姊妹，有帄安喜乐的心，健康积极的生
活，委身的心志，预备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2.

求神怜悯 Darmstadt，并其中的中国学生，家庭，愿透过查经
班使每位都得听福音。

3.

求神亲自预备法兰克福教会的牧者，并在其到来之前，祝福保
守教会的讲台，关怀等各样的事奉。

7

8

德国基督教华人宣道会多蒙恩典堂 (Dortmund)

杜塞道夫華人教會 (Düsseldorf)

1.

新的聚会地址：求神开路，使我们可以找到在下午聚会的场

1.

为同工董事代祷，求神带领大家看到教会发展的异象。

地，可以有更多时间、空间使用，便于各项事工的开展。

2.

为聘牧代祷，预备弟兄姐妹的心，求上帝带领合祂心意的牧者

2.

身体软弱的、生病的弟兄姊妹：求神医治软弱的身体、扶持疲
乏的心灵，陪伴他们走过这段特殊阶段。

3.

来到我们当中牧养教会。
3.

学生们的学习和工作、有居留难处的弟兄姊妹：求神为他们开

祈求上帝透过教会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而兴旺福音引领更多
人来信主。

德莱爱西团契(Dreieich)

为明年 3 月份举行的华人特别福音音乐布道会代祷，求神特别

祷

1.

Erlangen 查经班
1.

为查经班的传福音工作祷告

2.

为查经班里的慕道朋友祷告，求主触摸他们的心，让他们被主耶
稣所吸引

预备讲员和服事的同工。
2.

在德莱爱西有大约 120 多家华人公司，生活在这里的华人近千

3.

住

求神兴起更多他自己的工人来参加事奉。

不

3.

为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服侍祷告，求神坚固每一位弟兄
姐妹。

余人，求神预备这个福音工场，求神将得救的数目加添给我
们。求神兴起更多他自己的工人来参加事奉。

凡
事
谢
恩

告

出路，看顾他们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

法蘭克福華人教會 (Frankfurt)
1.

牧师刚离开，求神预备合适的牧者，并且使用外请讲员及部分
弟兄姊妹，在讲台及主日学上，用圣经的真理及上帝的大能，
将弟兄姊妹的生命建造在稳固的根基上。

德累斯顿基督徒团契 (Dresden)
1.

为学生福音工作祷告，愿更多的学生听到福音。

2.

为在 10-12 月主办的圣经讲座，初信造就和门徒训练代祷。

2.

教会组成分子多元、复杂，不易落实关怀、餵养、供应，求神
赐下合一的心，兴起更多弟兄姊妹委身于教会、参与事奉，并
且拆毁偏见及成见，走出自我中心的围墙，在基督里学习彼此
相爱、彼此服事。

3.

教会涵盖周围九个查经班，求神使教会更好的组织各方面资
源，让各个查经班都得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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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iburg 查经班

汉堡华人基督教会 (Hamburg)

1.

求主更新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 使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

1.

2.

求主赐给我们更大的传福音的热忱， 为主做见证。

3.

求主兴起弟兄姐妹同工。

为寻找新的聚会地点祷告: 感谢神，不断加添得救的人数，并
赐下越来越多的孩子为我们的产业，求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更合
适的聚会地点，使我们众弟兄姊妹以及孩子们能在其中有美好
的崇拜生活；更愿神透过我们的“建堂基金”帮助我们学习信
心的功课。

2.

哥廷根华人基督徒团契 (Göttingen)

求神大大使用他们，使众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们在其中更多地

（离开德国或哥廷根）的弟兄姐妹，初信者和慕道朋友的信仰生

经历神的同在，在神的话语中彼此分享，学习和建造。

活祷告，求神保守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不论在任何地方，是

3.

祷

在一个教会，团契中还是孤身在外，身处顺境逆境，都有感恩的

帮助和安慰。

求神帮助哥廷根团契在主里的成长。让牧者及众信徒各尽其职，
在爱中建立基督的身体，令团契稳步成长，成为弟兄姊妹属灵的

汉诺威华人团契(Hannover)

大家庭。并求神兴起更多的信徒在团契中事奉，承担同工的职份。

1.

住

3.

为管惠萍的心理辅导事工祷告，求神赐她丰沛的身心灵力量，
并透过她的事工能给全德及至更多地方有需要的华人朋友带去

心，坚定的信仰，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2.

凡
事
谢
恩

为曾经在团契中与我们共同生活过，现在因各种原因离开团契

告

1.

为我们今年成立的三个团契(常青，伉俪以及青年团契)祷告，

人员，访问学者等从各地来的华人广传福音。

求圣灵做工，赐信徒有传福音的热情，向周围的人传播天国的

不

福音。也赐我们以智慧，可以在与慕道友及其他朋友交谈中，

2.

清楚，谦卑而温柔地讲述自己重生的见证并耶稣的福音。不仅
以言语，更以自己切实的、爱人爱神的行为彰显神的大能与救

福音的传播：求神坚固我们传福音的心志，可以向学生，劳务

信徒灵命的成长：在读经上下功夫，可以从喝奶到吃干粮，将

信仰的生命坚固在真理的磐石上。
3.

恩，让周围的人了解基督的爱，接受福音。

利用展览会城市的优势，在各个展览会中，向来参展的华人传
福音。

海德堡华人基督徒团契(Heidelberg)
哈勒查经班(Halle)
1.
1.

哈勒团契的灵命成长和人数增长。

2.

哈勒团契有更多的同工出来事奉。

求主带领并祝福给我们一位牧师或牧师顾问，牧养团契的弟兄姐
妹，带领团契成长。

2.

家庭在我们团契占有一定比例是我们的福气，求主继续保守带领
他们在主里的成长和侍奉。

11

12

团契里中德婚姻的家庭越来越多，求主带领预备适合的仆人服

卡尔斯鲁厄华人基督徒团契 (Karlsruhe)

侍中德家庭成员属灵生命，让他们在主里共同成长。

1.

习敬畏神，并不断吸引更多的儿童和家庭到我们团契来。
Ingolstadt 查经班
1.

求神赐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服事神。

2.

为余露姐妹,海贞姐妹与神的关系祷告。

3.

因为仅有的 2 个慕道友 9 月底回国，那么 10 月份就没有人参加

2.

们的各个小组，使我们在小组中效法基督的榜样，彼此相爱，
一起成长，共同见证神恩惠的福音。
3.

并且能够彼此同心，在主里合一。

告

底的福音营会。恳求神保守带领这些邀请工作。

祷

弟兄姊妹可以在主里持续地茁壮成长，按时候结果子。求神保守、

住

2.

若神允许，求神可以加添给我们新的、稳定在 Jena 的弟兄姊妹。

3.

弟兄姊妹的父母和家人都能信主。

卡塞尔查经班 (Kassel)
1.

为弟兄姐妹的灵命成长代祷。我们当中大部分是新信徒-求主借
着圣灵教导带领他们成长，成为我们主耶稣的门徒。

2.

为查经班兴起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代祷。求神感动及供应学习的
机会，好让这些弟兄姐妹能在未来的日子在卡塞尔或甚至其他
地方能够为神做带领的工作。

不

凯泽斯劳滕华人教会(Kaiserslautern)

3.

今年是我们教会的传福音年，为所有弟兄姊妹求传福音的能
力。

2.

牧者杨启诚长老将离开我们回美国 9 个月，在这段没有牧者的
时间里，求神为我们预备充足的讲台信息，使我们得着喂养，

坚固和继续带领我们的团契。

1.

团契的牧养及关怀工作是建立在小组的基础之上，愿神保守我

查经班了。想要在 10 月份邀请当地的中国人参加纽伦堡 10 月

Jena 查经班
1.

求神祝福和带领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让我们的儿童可以从小学

凡
事
谢
恩

3.

为未来一年查经班成长和传福音的需要和计划祷告。当中包括
弟兄姐妹学习及应用，还有我们将会接触的新朋友和慕道友。

4.

我们教会是学生教会，经济上一直很缺乏，很紧张，也求神在

为将要或者已经毕业的弟兄姐妹前面的道路和要找的工作代
祷。求主开路和引导供应他们生活上的需要。

经济上给添加。
3.

为我们教会里所有家庭的牧养祷告，教会一直没有开办儿童主

基尔查经班 (Kiel)

日学，孩子的母亲们不能参加主日。所以为我们预备儿童主日

1.

学的献上祷告。

从 2009 年 11 月份起，汉堡华人基督教会的吴振忠牧师夫妇接
管牧养基尔华人查经班。基尔查经班目前有固定聚会的基督徒
8 名和慕道友 2 名。初步统计，基尔有超过 500 名的中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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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由于石荷州是德国少有的几个还未实行收大学学费的联

Konstanz 查经班

邦州，而且基尔大学被评为 2009 年德国最优秀的青年科研学者

1.

为查经班能有更多的华人来参加代祷。

2.

为我们周围还不信上帝的德国人代祷。

3.

为在德国出生，逐步进入青少年的孩子们代祷，希望他们能认

2.

求主复兴基尔查经班：祝福这里的华人福音事工，打开华人同
胞的心，使包括华人家庭和学生学者愿意谦卑寻求真理。在传

识耶稣，坚持信仰；也希望他们找到合适他们青少年，特别是

福音的过程中，求主加添我们的智慧和信心，亲自引领这些华

讲德语的团契。

人归向他。
求主维护查经班的主内合一：坚固查经班基督徒的信仰，使大家

告

3.

将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不被异教之风摇动；求主赐给
我们更多的爱心和饥渴慕义的心，使各体因着爱和真理紧紧连于

莱比锡华人基督教会(Leipzig)
1.

祷

4.

2.

住

3.

主也亲自带领新来基尔的基督徒来到查经班。

不

靠近市中心的主日崇拜场地：目前聚会场地比较偏远，交

1.

福音事工在 MAINZ 地区的复兴。

2.

为信主的弟兄姐妹的下一代的教育和信主代祷，并异国婚姻的

通不甚方便，比较不容易吸引慕道朋友。尤其是从波恩赶
来聚会的弟兄姊妹，来回时间太长。

2.

为 10 月份开始儿童主日学事工代祷。

Mainz 查经班

科隆渴恩华人基督徒团契 (Köln)
1.

为建立德东全职传道团队代祷（四个家庭）可以更加落实八个
城市的事工。

求主呼唤招聚失散的羊群：在基尔地区仍有一些基督徒未愿意
参加聚会，求主在他们心里做工，亲自感动和招聚他们归家；求

为教会聘传道基金代祷。（盼望王柏弟兄，王慧丽姐妹夫妇明
年从欧华神学院毕业，可以顺利返回德东事奉）

基督元首；求主让我们不单单听道，也在生活中行道，在这个世
上能够做真光真盐。

凡
事
谢
恩

基地，所以中国留学生来基尔求学的趋势仍在上涨。

不信主配偶代祷。
3.

信主之人的生命成长得坚固代祷。

成立同工会：十一月将是团契有主日崇拜以来的两周年。
我们希望年底将选出幷且成立同工会，一起计划幷且开展
明年的事工。

Magdeburg 华人基督团契
1.

弟兄姐妹在自己的学习工作中荣耀神，爱惜光阴，尽力服侍
神！

Köln 撒母耳查經班
求神帶領更多的渴慕主的人來參加查經班。
15

2.

为团契中的事物、人员交替代祷，求神不断兴起人加入服侍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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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弟兄姐妹的信仰代祷，让我们的信仰不至于和生活脱节，不

奥斯纳布吕克查经班 (Osnabrück)

仅仅是聚会时的弟兄姐妹。

1.

希望神能安排他的牧者来带领我们这个查经班。

慕尼黑華人教會(München)

2.

愿神使用我们，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中国留学生，特别是交换生。

1.

3.

求神赐下他的智慧，让查经班能更好的为神做工。

为将于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 日在纽伦堡举行的南德福音营代
祷, 求神引领许多慕道友信主。

2.

告

成为福音的管道。
3.

Pforzheim 查经班
为慕尼黑地区的福音事工代祷, 求主让弟兄姊妹能见证主并且

为我们当中将回中国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代祷, 圣灵保守他们坚

1.

团契需要固定的牧者。

2.

新生命的成长；现有信徒生命的扎根，并且能关怀和带领新生
命和慕道友。

祷

定信仰, 在神国度里紧紧的与主联合。

3.

慕尼黑主光教會(München)

2.

为主光这次对南德福音营的筹备工作，来参加的慕道友，讲员

1.

为慕尼黑的福音事工祷告，求主兴起更多的福音的使者。

2.
3.

2.

不

纽伦堡華人基督教会(Nürnberg)
1.

信徒生命的联结，团契生活。

雷根斯堡查经班（Regensburg）

饶校楫牧师夫妇的身体和信息祷告。

住

1.

凡
事
谢
恩

3.

为南德福音营顺利举行祷告，愿更多的同胞能听到神的福音。
求神带领查经班，愿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有更多的长进。
求神保守已决志受洗信主的弟兄姐妹，靠主活出主耶稣基督的
样式。

为 10 月底的南德福音营祷告，希望有更多的慕道友因着这次福
音营可以认识主。

鲁尔区华人基督教会(Ruhrgebiet)

为纽伦堡周围的各团契的福音工作祷告。特别为 Ansbach 团

1.

为教会 10 月 24 日的福音主日祷告，求主亲自带领此次福音主

契，Bayreuth 团契，和刚开始的 Ingolstadt 团契祷告。希望

日的各项预备工作，求圣灵在众人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藉着此

神兴起当地的工人和福音事工。

次福音主日将得救的人数更多地加给教会。

3.

为在大纽伦堡地区的家庭能够信主祷告。

4.

为纽伦堡教会开始为宣教事工有份祷告。愿纽伦堡教会成为一
个宣教的教会。
17

2.

记念在鲁尔区各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求主怜悯、帮助他们尽
快适应德国的学习和生活，也求主吸引他们认识真理——耶稣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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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为鲁尔区华人基督教会祷告，求主保守，求主亲自用自己的

Waldshut 查經班

话语和真理建造教会和每一位弟兄姐妹。

1.

为姐妹查经班的灵命成长代祷，让她们可以愿意来参加教会生
活，为他们未信主的丈夫祷告。

斯图加特华人教会 (Stuttgart)
为 10 月 29 日-11 月 1 日参与南德福音營的服事祷告，求神使
用整个營会，使更多南德的华人能听闻福音，认识救主。为许
牧师、师母负责两次关于交友、恋爱、婚姻的专题讲座祷告，

告

求主使用，认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都能得着益处。
2.

为 12 月 5 日全教会会员大会暨同工选举祷告，求神亲自感动和

Weimar 查經班
1.

为我们查经班可以在灵命上更追求代祷。

2.

为 Weimar 需要传道人来牧养代祷。

祷

興起合祂心意的弟兄姊妹来服事祂和弟兄姊妹。
3.

为 12 月 19 日圣诞节特别崇拜祷告，求神使用这个聚会，使用

狼堡团契 (Wolfsburg)

弟兄姊妹们同心的摆上，见证主的恩典，让更多斯图加特的华

1.

人能听闻福音，认识救主。

住

在这里逗留时间大约 3 – 6 个月。狼堡团契刚开始大约半年的
时间，来参加聚会的福音朋友陆陆续续有二，三十人左右。请
大家为我们代祷：求神赐下丰丰富富的智慧、爱心和圣灵的大

为查经班的同工祷告，求圣灵亲自带领，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能，使我们能把握有限的时间/机会，更多地接触到来这里的中

为查经班的聚会形式和内容祷告，求神赐智慧给我们，让我们在

国人，向他们传福音，并引他们归主。

不

2.

每次聚会中长进。

3.

在 Wolfsburg 的大众汽车厂，常年有许多国内（上海，长春）
来的培训人员，以及中国的留学生在这里实习或写论文。他们

乌尔姆查经班 (Ulm)
1.

为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渴慕神的话语，生命的成长代祷。

凡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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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为 Ulm 的华人祷告，希望神打开更多人的心，让更多的人认识他

Zittau 查經班

的爱。
1.

为学生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以及被网络捆绑的痛苦走不出这困
境代祷。求神怜悯，引导与带领，使他们可以靠著神的力量摆
脱这捆绑，走出艰难之地。

2.

10 月份会新来 10 多个学生，求神赐力量，使我们有传福音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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