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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祂而行 Wandel in 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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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穫 與 感 恩 節

「又要守收割節，所收的是你田間所種、勞碌得來初熟之物。」
-出埃及記 23 章 16 節

數千年前，上帝直接對摩西說話，並為祂的子民設立一個新的節
期。根據摩西在出埃及記 23 章 16 節的記載，上帝說：「要守收割節，所
收的是你田間所種、勞碌得來初熟之物。」
現在，世界各國都有類似慶祝豐收的節日。在迦納，人們藉由番薯
節歡慶收成；在巴西，感恩節是感謝莊稼收成、出產食物的時間；在中國
的某些地區，中秋節是慶祝秋天豐收的季節。在美國和加拿大，則有感謝
上帝豐盛賜與的感恩節。
要瞭解慶祝豐收的意義，不妨看看挪亞在洪水退去之後的行動。上
帝提醒挪亞和他的家人（以及我們），是上帝的供應使我們在地上興旺，
地球也才會有夏熱冬寒、白晝黑夜，以及播種收割的季節（創世記8章22
節）。當我們因收成得著飽足，最應當感謝的就是上帝。
不論你住在哪裡，如何慶祝土地的出產，你我都可以在今天向上帝
表達感謝。若沒有上帝美好、奇妙的創造，我們就無法慶祝收成。--白德夫
思想主恩，心中喜樂，就是感恩。
親愛的上帝，我們的創造主，感謝祢
用奇妙的方式讓這個世界有四季更迭、收割節期，
以及維繫我們生命的一切所需。
求祢悅納我們的感謝。
選自：«靈命日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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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崇拜聚會, 請勿遲到, 聚會之先
請預備心靈敬拜 , 請關手機 , 以
免影響聚會。奉獻是基督徒的
本份, 表達我們感恩的心, 請不
要勉強。)
宣召:
我的神我的王啊，

Liturgie Eredienst
(U wordt verzocht op tijd te zijn voor
de eredienst. Tevens wordt
u
verzocht uw GSM uit te schakelen.
Tijdens de dienst zal er collecte
gehouden worden, waarmee u uw
dankbaarheid voor God kunt uiten.
Deelname hieraan is vrijwillig.)

Aankondiging:
U, mijn God en koning,

我要尊崇你！

wil ik roemen,

我要永永遠遠稱頌你的名！

uw naam prijzen tot in eeuwigheid.

詩 145:1

Ps 145:1

1 靜 默

主在聖殿中

眾坐

1

Stilgebed

2 宣 召

.................

眾坐

2

Aankondiging

3 頌 讚

.................

眾立

3

Lofzang

4 禱 告

.................

眾立

4

Gebed

5 唱 詩

.................

眾坐

5

Gezang

6 讀 經

詩 67

眾坐

6

Schriftlezing –Ps 67

7 唱 詩

.................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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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zang

8 代 禱

.................

眾立

8

Voorbede

9 唱 詩

.................

眾坐

9

Gezang

10 講 道

.................

講員

11 唱 詩

.................

眾坐

12 奉 獻

.................

眾坐

13 報 告

.................

主席

14 唱 詩

.................

眾立

15 祝 福

.................

眾立

16 默 禱

.................

散會

10 Preek
11 Gezang
12 Collecte
13 Mededeling
14 Gezang
15 Zegen
16 Stilgebed
einde eredie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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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Bijbelvers van de week

詩篇 Ps 103:2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Prijs de HEER, mijn ziel, vergeet niet één van zijn weldaden.
本週靈修經文 Bijbelteksten voor stille tijd
( van NBG leesrooster 2020, 取自荷蘭聖經公會)

讀經運動
每天三章

主日 zondag

但 Dan 12:1-4

箴言 Spr 2-4

週一 maandag

但 Dan 12:5-13
詩 Ps 97

箴言 Spr 5-7
箴言 Spr 8-10

週三 woensdag

太 Mat 24:45-25:13

箴言 Spr 11-13

週四 donderdag

太 Mat 25:14-30

箴言 Spr 14-16

週五 vrijdag

太 Mat 25:31-46

箴言 Spr 17-19

週六 zaterdag

賽 Jes 1:1-9

箴言 Spr 20-22

週二 dinsdag

代禱事項 Gebedspunten
主日：為弟兄姊妹禱告，要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侍主。
週一：為弟兄姊妹禱告，要聽道，要行道。
週二：為受新冠感染的世人禱告，求神醫治，求神拯救他們的靈魂。
週三：為教會牧者同工禱告，求神賜下智慧能力，在這特殊困難時期，帶領教會
興旺福音。
週四：為教會第二代及青年事工禱告，興旺福音及委身事奉教會。
週五：為教會長者及身體軟弱的禱告，求神同在，賜下平安。
週六：為美國總統政權順利移交禱告，新總統有屬靈智慧管理國家及國際事務。
Zondag:

Bid voor broeders en zusters, dat we vlijtig zijn en niet lui, vurig zijn en de Here
steeds dienen.
Maandag: Bid voor broeders en zusters, dat we het Woord volgen en ernaar handelen.
Dinsdag:
Bid voor de mensen die Covid-19 hebben, bid voor genezing fysiek en geestelijk.
Woensdag: Bid voor de herders, voor wijsheid en kracht om in deze moeilijke tijd de kerk te
leiden het evangelie te verkondigen.
Donderdag: Bid voor de tweede derde generatie en jongerenwerk, dat het evangelie verkondigt
wordt en dat ze de gemeente dienen.
Vrijdag:
Bid voor de herders en degenen die lichamelijk zwak zijn, bid voor Gods nabijheid
en voor vrede.
Zaterdag: Bid voor een voorspoedige machtsoverdracht in Amerika, dat de nieuwe president
geestelijke wijsheid heeft bij het besturen van het land en internationale z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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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 消 息
1. 問安與歡迎
弟兄姊妹們、慕道朋友們，主内平安！感謝神在過去一週的帶領與保守，讓我們又能
夠相聚在一起。
Welkom allen! In het bijzonder onze gasten die voor het eerst zijn. Vrede zij met u !
2. 11 月網絡培訓講座：
日期：11 月 28 日 週六 10:00－12:00 Zoom Webinar
(有即時荷文傳譯）
題目：「基督門徒的使命和見證」
講員： 王美鍾院長 （馬來西來浸信會神學院）
請參加者先掃描以上二維碼或登入以下鏈接填寫資料報名，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https://us02web.zoom.us/webinar/register/WN_QP7lz8hQQuCsxi8kDghAJQ
3. 疫情消息
荷蘭政府在 17/11 新聞發佈會宣告，雖然過去兩週感染人數已經回落了不少，但仍未
達到理想目標，所以只能撤銷兩週前的加强條例，國民仍需嚴守 13/10 公佈的局部封
鎖條例至 12 中旬。
https://www.rijksoverheid.nl/onderwerpen/coronavirus-covid-19/nederlandse-maatregelentegen-het-coronavirus
~無論何時何地，公衆場合每人都當遵守 1,5 米距離及其它基本條例，如勤洗手等等；
~室内聚會人數 30 人，家庭訪客每天不超過 3 人；在外聚集不超
過 4 人；
~盡量減少外出；工作以在家為首；
~在各公衆室内地方、超市或商店、學校、公車都必須戴口罩（13 歲開始）；
~避免不必要旅行；
~餐館、酒吧等暫停營業，外賣除外；
~嚴禁商店在 20:00-07:00 售賣含酒精飲品；在 20:00-07:00，禁止在公共場所儶帶或飲
用酒精飲品；
~商店在 20:00 停止營業，取消夜市；超市除外；
~01/12 開始可以為懷疑被感染者（不需要有病徵）作病毒檢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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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接納荷蘭司法與安全部與跨教會代表聯絡機構（CIO）協商之後的結果，遵行以
下條例，為期四週，請各位弟兄姊妹留意。
1 實體崇拜人數限制至 30 人 (事奉同工不算在内)，參加崇拜者須要登記；
2 以政府疫情措施 1,5 米條例為出發點；
3 崇拜聚會中不開聲唱詩 ，台上帶領者除外；
4 在教會人群移動時要戴口罩；
5 聚會盡量網上舉行。
教會由七月五日起 恢復各堂實體主日崇拜聚會。各人要保持 1,5 米距離，參加聚會者
需要預先登記，聚會人數有限制及遵守政府的防疫措施。各堂均定出「疫情期間使用
禮堂守則」，請各會友遵照守則指示。
4. 十一月崇拜聚會消息：
1. 參加崇拜者 需要之前登記報名。
2. 由九月起各堂會有自己的主日崇拜錄播，歡迎未能參加崇拜的弟兄姊妹收看 ，各位
可以在 youtube 荷蘭華人基督教會總會 ccgn nederland 頻道下選擇觀看其堂會的錄
製崇拜。
歡迎各位主日回到神家敬拜又請切切為教會恢復聚會一事禱告，願主的旨意成就，
求主帶領施恩。
5. 參加祟拜注意事項
1. 登記： 參加聚會者需要預先網上登記，請弟兄姊妹們配合。若不懂如何在網上報
名，請向堂會聯絡人提出幫忙登記。各堂會保留當天聚會者的名單及聯絡方
式，以備有需要時可以聯絡。
2. 口罩： 荷蘭政府將公佈規定全荷蘭國民在公衆室内地方必須戴口罩並保持 1,5 米
距離。
3. 唱詩： 崇拜聚會中不開聲唱詩 ，台上帶領者除外。鼓勵會眾在崇拜中默想歌詞，
或在心裏跟著唱，只要我們心靈誠實敬拜神，祂定會悅納。
6.

請會友注意以下防疫建議
-

請留意 RIVM 衛生局最新的指引。教會會以 RIVM 為依據，再提出相應措施。

-

彼此不握手，彼此要距離 1,5 米。

-

勤洗手，咳嗽時使用衛生紙遮住口鼻。

- 有不適症狀 如發燒、打噴嚏、喉嚨痛、咳嗽等感冒症狀要留在家中。
-

減少參加人流多的活動，盡量減少社交活動，留意個人健康狀況，請盡量保護自
己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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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各堂主日崇拜與團契消息
-

每主日中文崇拜時間 10:00；荷文崇拜時間 13:00；Amersfoort 堂主日崇拜 13:00；
預特勒堂荷文崇拜 10:00 ；Delft 崇拜：週六 17:00。查詢請與各堂教牧或同工聯絡。

-

聚會中的奉獻，都採用掃描 二維碼或將奉獻投入奉獻箱
或作網上奉獻。

-

各人靠神恩典作奉獻，求主悅納。
在這疫情期間 ，各堂會的團契、小組、查經、禱告會都會
盡可能利用互聯網繼續進行。請弟兄姊妹們多關心身邊的
人，愛神愛人、彼此扶持，靠恩渡日。 求主保守我們身體
健壯，靈魂興盛。

網絡崇拜址：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R4YlKY3samUZFLVXgkacw
若有會友要重溫或轉介網絡崇拜，請電郵至此網址：helpdesk@ccgn.nl 提出，
以能收到網絡崇拜重溫的鏈接。
***崇拜網絡直播也可以 在教會網站 www.ccgn.nl 點擊「崇拜直播鏈接」。
8. 十一月份聖餐時間：29/11 主日：亞美斯科堂。
9. 2020 教會主題：門徒導向的教會－遵從基督、遵祂而行 Wandel in Hem, 西 Col. 2:6－7
主題經文 取自歌羅西書 2:6－7「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
在他裏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鼓勵每一位會友在新的一年認定耶穌基督是我們的主，遵從主基督的教導，遵祂而行！
在主裡生根建造，操練更大的信心及感謝的心，作主門徒，成為別人的祝福。
CCGN Jaarthema: Een discipel schap gerichte kerk - Wandel in Hem
De thema verzen komen uit Kolossenzen 2:6-7,
‘Zoals u dan Christus Jezus, de Heere, hebt aangenomen, wandel in Hem, geworteld en
opgebouwd in Hem, en bevestigd in het geloof, zoals u onderwezen bent; wees daarin
overvloedig, met dankzegging.’ We bemoedigen ieder gemeentelid in het nieuwe jaar
Christus te kennen als Heer, het onderwijs van Christus te gehoorzamen en in hem te
wandelen. Dat ieder gemeentelid, in de Here geworteld en opgebouwd, traint in geloof en
dankbaarheid, discipel is van de Heer en een zegen is voor anderen.
10. 網絡研討會－ Webinar 荷蘭華人基督教會每月網絡培訓：「廣闊屬靈視野，在至
聖真道上造就自己」
鑒於疫情緣故，教會原定的培訓及營會聚會均要取消，為使各會友仍能有一些裝備，
總會由五月份開始每月舉辦一次網絡培訓。
時間： 每月第二週六 10:00－12:00
內容： 聖經、教會、領導、靈命、家庭、佈道、生活
11. 財務組已派發教會財務收支，請為教會在疫情期間財政上面對的不敷禱告，求主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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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 特 丹 堂 消 息
1. 將臨節點燭禮：從 11 月 29 號那個主日起就進入今年的將臨節節期，教會年曆即將進入
新的一年。在這個為期四個主日的節期中，每次主日聚會開始時，我們都會舉行點燭禮，
點燃一根將臨節的蠟燭。求主在這段日子中，預備我們的心，等候迎接慶祝救主為世人
的降生。
2. 兒童主日學的安排：幼兒組、兒主 4-0 歲、10-12 歲會繼續暫停實體上課至 12 月份，目
前暫定 12 月 13 號主日重新恢復。
3. 敬拜禱告會：11 月 21 號（週六）19:00-20:00 在教會舉行
敬拜禱告會，願神幫助我們舉起聖潔的手，用合一的敬拜，
同心的禱告來宣告耶穌基督已經得勝，在祂的大能恩典中
我們必站立得穩。歡迎大家屆時來到教會參加實體聚會
（之前請向羅弟兄報名），或者也可以掃描二維碼通過
網絡直播參與。
4. ZOOM 的使用：接下來教會將有一些活動，如禱告會、見證分享會、團契聚會等，會通
過 ZOOM 軟件來進行，為了幫助一些還不會使用這個軟件的弟兄姊妹可以學習使用，
教會製作了一個短片，詳細介紹了使用過程的每一個步驟，大家可以在教會 YouTube
頻道上收看。如果還是有使用問題的話，也請和申牧師聯繫，教會會安排同工提供進一
步的幫助。鼓勵大家可以學習使用新的工具，在這個特殊的階段來促進我們靈命的追求。
5. 本週代禱事項：
1. 請為教會將臨節和聖誕節期各項服事的安排禱告，求主使用教會在這段日子裡可以
把救主降生的大好消息傳揚出去。
2. 請繼續為教會裝修事工禱告，求神預備適合的裝修公司和工期，以及裝修所需的一
切資源。
6. 團契消息：
團契名稱
精兵團契
橄欖樹團契
仁愛團契

聚會時間
週五 20/11 19:00
主日 22/11 13:30
週二 24/11

聚會地點
Zoom 網絡聚會
Zoom 網絡聚會
微信網絡聚會

聚會內容
禱告會
查經 «創世紀»
查經分享

7. 本週及下週事奉編排
22/11 主日

29/11 主日

主席

張惟馨姊妹

矯健弟兄

司琴
講道

施曉偉弟兄
潘紅兵牧師

王俊謙弟兄
申鵬牧師

代禱
投影

梁辰姊妹
張麗舍姊妹

黃碧麗姊妹

音響

史潔淨姊妹

楊肇元弟兄

大堂招待

羅傑生弟兄、楊寶泰執事

羅傑生弟兄、潘國傑執事

副堂招待

潘國傑執事

楊寶泰執事

直播錄影

羅明弟兄

值日同工

丁浩弟兄
謝正恩弟兄

羅傑生弟兄

9:00 禱告會

仁愛團契

羅傑生弟兄

徐添樂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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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堂消息
1. 家庭小組查經消息：
－ 喜樂團契： 每週五晚上 18:00~20:30 在教會聚會。 聯絡：傅爾康弟兄。
－ 感恩團契：每週二晚上 19:30-21:00 在線上聚會。聯絡: 于代明泉姊妹。
－ 夫妻團契：每月第三個週五晚上，20:00 至 21:30 在線上聚會。聯絡：于代明泉姊妹。
－ 姊妹團契：每月第四個主日 13:00 至 15:00 聚會(22/11). 聯絡：肖涵師母。
－ The BRiCKS Tienerclub 青少年團契: 每月第一週週五（4/12）,16:30-19:00 在線上聚會。
聯絡: Queenie 姊妹。
－ 青(少）年荷語查經班：每月第三週週五（18/12）, 18:30-21:00 在線上聚會。
歡迎 15 歲以上青（少）年參加。聯絡: Queenie 姊妹。
2. 兒童主日學消息:
從 11 月份起，每第 2、3、4、5 週有提摩太班。
3. 週間禱告會：
每週三晚上 21:00 在線上有禱告會，懇請弟兄姊妹參加。聯絡：袁安耀牧師。
4. 荷語崇拜
每月第一個主日(6/12)有荷語崇拜，開始時間 12:30。
5. 本週及下週事奉編排
22/11 主日

29/11 主日

主席

朱楚亨弟兄

董文玉弟兄

司琴

黎樂敏姊妹

黎樂敏姊妹

講員

申鵬牧师

袁安耀牧师

清潔

陳麗萍姊妹
李娜姊妹

宋友娣姊妹
陳碧華姊妹

招待 / 消毒

馮愛真姊妹

李娜姊妹

招待 / 引座

李娜姊妹

馮愛真姊妹

投影

胡瑞弟兄

傅爾康弟兄

音響

胡瑞弟兄

胡瑞弟兄

小羊班 2.5-5 歲

孫菲姊妹

汪穎姊妹

約瑟班 6-10 歲

于代明泉姊妹

肖涵師母

但以理班 11-14 歲

鍾梁坤儀姊妹

林戴美莉姊妹

提摩太班

Stephan

Sta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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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爾 夫 特 堂 消 息
1. Delft 堂崇拜聚會：每週六 17:00，疫情期間為配合政府有關條例，請弟兄姊妹和
朋友們提前報名參加聚會，報名鏈接為：https://forms.gle/q9bqtq69B2nv6s9F6。
2. 禱告會每週四 19:00，由弟兄姊妹輪流帶領，
疫情期間改為線上（zoom）進行，可諮詢
祁玉婷姊妹。
3. Delft 堂學生團契：每週六 10:00（線上團契），
請掃描二維碼關注團契訂閱郵件，及時獲取
聚會信息。如有問題請諮詢庫歐弟兄。
4. 代爾夫特堂已擁有自己的銀行帳號:
CCGN Delft -IBAN:NL51 INGB 0006 6707 62;
敬請弟兄姊妹把奉獻直接轉帳到以上帳號。
5. 本週及下週事奉編排
21/11/週六

28/11/週六

主席

李靜雯姊妹

暫

司琴

Andy 弟兄

講道

袁安耀牧師

招待

庫歐弟兄、張攀弟兄

投影

林玉蓉姊妹

停

亞 美 斯 科 堂 消 息
1. 十一月二十二日 De Brug 教會有特別活動，所以本堂在這主日沒有崇拜。
22 november is er geen zondagsdienst van onze gemeente vanwege een speciale
bijeenkomst in De Brug.
2. 本週及下週事奉編排

主席

22/11 主日

29/11 主日

暫

杜鎮華弟兄

司琴
講道
傳譯

張蔡嘉雯姊妹
停

蔡達佳牧師
張蔡嘉雯姊妹

代禱

周燕姊妹

招侍

張文潔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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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恆

堂

消 息

主日崇拜於早上十時開始, 請大家準時出席, 以心靈誠實敬拜主。
1. 查經研讀班（Zoom meeting）: 11 月暫停，12 月 1 日恢復聚會。
2. 團契消息，鼓勵弟兄姊妹及慕道朋友週間參與團契聚會。
團契/小組
恩典團契查經

聚會時間
每月第二及第四週一 09:30-11:30

聚會地點
Zoom meeting

聯絡人
吳美蘭姊妹

恩典團契讚美操

每月第一及第三週一 09:30-11:30
每月第二及第四週五 09:30-11:30

Zoom meeting

吳美蘭姊妹

房角石團契

每月第二、三、四週五 20:00-21:30

Zoom meeting

曾韋智弟兄

葡萄枝子團契

每月第二、三、四週五 20:00-21:30

Zoom meeting

李夢帆姊妹

活水團契禱告會

每月第二及第四週五 20:00-21:30

Zoom meeting

陳福華執事

Follow Sheep

每月第一及第三週一 20:30-22:00

Zoom meeting

王詩韻姊妹

錫安團契

每月第二及第四週二 22:00-23:30

Zoom meeting

張招發弟兄

每月第三週六 10:00-12:00

Zoom meeting

吳美蘭姊妹

姊妹團契查經
3. 本週及下週事奉編排

22/11 主日

29/11 主日

主席

韓延明弟兄

周道明弟兄

司琴

林劉瑋琪姊妹

林劉瑋琪姊妹

講道

蔡達佳牧師

馮斯崎傳道

傳譯

鄧王詩韻姊妹

陳福華執事

代禱

周順滿弟兄

周邱海媚姊妹

PPT 製作

潘悅姊妹

甄林惠芝姊妹

PPT 投放

潘悅姊妹

甄林惠芝姊妹

音控

曾鄧佩芝姊妹

朱曉月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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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特勒堂消息
1. 本堂願意正面的響應政府剛剛出台的防疫準則，在防疫的方面做到我們的責任。我們
堂實體聚會限制人數到 30 人（不包括服事同工）。鼓勵大家在教堂帶口罩。因為荷
語部聚會在副堂，荷語聚會人數另外計算。請弟兄姊妹能懇切的為教會禱告，求神帶
領教會。
2. 代禱：
1. 為疫情中弟兄姊妹還是有正常靈修、敬拜生活禱告。
2. 為本堂感恩節安排的見證分享禱告，願主賜我們弟兄姊妹有感恩與報恩的心。
3. 為本堂聖誕節關懷行動禱告。
22/11 主日

23/11 週一

主席

陳川弟兄

司琴

Esther 姊妹

講道
代禱

袁安耀牧師
翁海燕姊妹

領詩

許侯薀哲姊妹

招待

29/11 主日

30/11 週一

陳麗丹姊妹

張雷弟兄

王彬弟兄

潘師母

吳鶴盈姊妹

蔡師母

蔡達佳牧師

潘紅兵牧師

潘紅兵牧師

林雲美姊妹

潘光權弟兄

林海遠弟兄

潘蓮蓮姊妹

曾衛偉姊妹

潘師母

黃欣怡姊妹

周燕姊妹

投影

付文斌弟兄

徐大衛弟兄

李丹彤姊妹

楊馨奇弟兄

清潔

同工組

恩玉姊妹

清潔小組 3

陳麗丹姊妹

CCGN Nederlandstalige erediensten 荷語崇拜
Rotterdam 鹿特丹堂荷語崇拜
1.
2.
3.
4.

Elke zondag is er een Nederlandstalige eredienst om 13.00 uur in de Chinese kerk te Rotterdam.
Er zijn diverse fellowships op verschillende avonden in regio Rotterdam. De groepen komen
online, en soms in de kerk, samen.
CCGN-NL Rotterdam bankgegevens, IBAN: NL24 INGB 0006 0979 78
Voor informatie over de Nederlandstalige activiteiten van CCGN-NL Rotterdam, mail naar:
RotterdamNL@ccgn.nl

Utrecht 預特勒堂荷語崇拜
1.
2.
3.
4.

Elke zondag is er een Nederlandstalige eredienst om 10.00 uur in de kantinezaal van de Pniëlkerk
in Utrecht.
Er zijn online fellowships in Utrecht voor broeders, zusters en jongeren.
CCGN-NL Utrecht bankgegevens, IBAN: NL53 INGB 0009 1378 24
Voor informatie over de Nederlandstalige activiteiten van CCGN-NL Utrecht, mail naar:
UtrechtNL@ccgn.nl

CCGN-NL website: www.chinesekerk.nl

11

荷蘭華人基督教會
聚會時間  歡迎參加
 鹿特丹堂 CCGN Rotterdam

Westersingel 10
3014 GM Rotterdam
主日崇拜:上午 10:00
IBAN: NL97 INGB 0006 4967 89
 荷語崇拜 CCGN Rotterdam

安恆堂 CCGN Arnhem
Groen v. Prinstererstraat 5
6828 VW Arnhem
主日崇拜:上午 10:00
週二崇拜:下午 13:00
IBAN: NL48 INGB 0006 497089

 亞美斯科堂 CCGN Amersfoort
Schuilenburgerweg 2
主日崇拜:中午 13:00
3816 TB Amersfoort
IBAN: NL24 INGB 0006 0979 78 主日崇拜 : 上午 10:00
IBAN: NL90 INGB 0006 4967 21
 海牙堂 CCGN Den Haag
Nederlandstalige dienst

 代爾夫特堂 CCGN Delft
Marcuskerk
2512 HR Den Haag
Roland Holstlaan 755
主日崇拜: 上午 10:00
2624 HA Delft
IBAN: NL65 INGB 0006 4971 71 週六崇拜 : 下午 17:00
IBAN: NL51 INGB 0006 6707 62
 預特勒堂 CCGN Utrecht
Lessinglaan 33
 陳紹光牧師基金會
3533 AN Utrecht
Stg. Ds. John Chen Fonds
主日崇拜:上午 10:00
p/a Arie Hoospad 19
週一崇拜:上午 11:00
IBAN: NL98 INGB 0006 4958 98 3065 NM Rotterdam
Zoutkeetsingel 112

IBAN: NL67 INGB 0004 9235 04

荷蘭華人基督教會 Chinese Christelijke Gemeente in Nederland (CCGN)
總會會址：Westersingel 10，3014 GM，Rotterdam 網頁：www.ccgn.nl
電郵：info@ccgn.nl Tel : 0 1 0 - 4 3 6 9 9 0 1
KvK：41128226
IBAN:NL12 INGB 0004 3514 18 t.n.v. St. CCGN ANBI Per 1 Januari 2008
創辦人：陳紹光牧師
教牧同工聯絡電話/電郵：
陳師母
(創辦師母) 06-14 32 47 00
蔡達佳牧師 (主任牧師) 06-41 47 97 87 tkchoi@ccgn.nl
潘紅兵牧師 (預特勒堂) 06-41 03 87 18
hpan@ccgn.nl
袁安耀牧師
(海牙堂) 06-41 40 38 96 ayuan@ccgn.nl
申鵬牧師
(鹿特丹堂) 06-11 47 88 88 pshen@ccgn.nl
馮斯崎傳道
(安恆堂) 06-14 66 18 70 sfeng@ccgn.nl
徐玉明牧師 Ds. Yasmin Hsu (荷語事工） 06 83 11 81 06 ymxu@ccgn.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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