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聚會/活動一覧 

 時間 地點 聯絡 本週題目 

主日崇拜(粵/華/英) 每主日 10:00am 小學禮堂 牧者  

成年主日學(粵/華/英
) 每主日 11:45am 小學禮堂 牧者 

1.從聖經看約書亞
(華)  
2.選擇與後果:士師
記研讀(粵) 

祈禱會(粵/華) 每主日 1:00pm 小學禮堂 牧者  

Zoom 祈禱會 每月第一周二 
8:00-8:45pm 

Zoom 麥海明執事 2/8 日  

常青團(長者、粵/華) 第四周五
10:00am 會址車庫 梁牧師  

迦南團(成年、粵) 第二周五 7:30pm Zoom Shirley Wong/
羅牧師 

12/8 日上帝洗淨的應
許 

但以理團(成年、粵) 每周五 8:00pm 小學禮堂 Gwendolin Lai/
梁牧師 

 

恩典團(成年、華語) 每周五 1:00pm Zoom 李瑋/羅牧師 靈修及生活分享 

婦女查經小組(粵) 每週一 10:30am Amy 家 梁牧師  

家長團(粵/小學至初
中孩子的父母) 第一主日 2:00pm 小學教員室 羅牧師  

職青團 (粵/華) 每周五 8:00pm 小學教員室 Jolly/ 
羅牧師 

 

男士小組 (粵) 第一周六 5:00pm 會址車庫 Danny Mak/ 
羅牧師 

 

英文團契 每周五 8:00pm 會址車庫 Ada Leung  

親子團契(BB、華) 第四周六 10am 弟兄姊妹家 
Jessie/ 
羅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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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曆 2022 年 7 月 10 日 主題：跟從耶穌、進入社區、作主門徒。 

本月經文  

但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 4:18) 

牧者的話: 信仰的反思 (梁樹基  10-7-2022)    

若有人問你：你信耶穌嗎？你信耶穌什麼？你會怎樣回答？非基督徒也可以說

他信耶穌，他只是信耶穌是歷史人物，跟他毫無關係。基督徒說他信耶穌，因祂

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捨身流血，救贖罪人。說到罪債，你認為耶穌為你付上了多少

贖價？耶穌在路加福音 7:41-43 對請祂吃飯的法利賽人西門說了一個比喻：「一

個債主有兩個人欠他的債；一個欠五十兩銀子，一個欠五兩銀子；因為他們無力

償還，債主就開恩免了他們兩個人的債。這兩個人那一個更愛他呢？」西門回答

說：「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穌說：「你斷的不錯。
47 
她許多的罪都赦免

了，因為她的愛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少。」親愛的弟兄姊妹，你的罪債

欠多少？五十兩？五兩？多一些還是少一些？你愛主嗎？你愛主的程度有多

少？1-10分你給多少？這分數是跟你對罪債的看法有關，那赦免少的，他的愛就

少。那赦免多的，他的愛就多。有一首詩歌「奇妙的愛」，副歌這樣說：主的愛

是何等奇妙，主的恩是何等豐富，我這白白蒙受主愛主恩的人，真感到無以能圖

報。 

撒種的比喻(路8:5-15)講到人聽了神的道有不同的反應。第一種是撒在路旁的，

這種人就是左耳入右耳出，完全沒有將神的道放在心裡。第二種是落在磐石上

的。這種人聽了道，歡喜領受，但心中沒有根，不過暫時相信，及至遇見試煉就

退後了，站不住腳。來 4:2 告訴他們：只是所聽見的道於他們無益，因為他們

沒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第三種是落在荊棘裡，荊棘與他一同生長，把他擠

住了。就是人聽了道，走開以後，被今生的思慮、錢財、宴樂擠住了，便結不出

成熟的子粒來，這是掛名的基督徒。來 12:1 提醒他們：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

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第四種是落在好土

裡的，生長起來，結實百倍。就是人聽了道，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裡，並且忍耐

著結實。這些是愛主的真基督徒。這四種人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別呢？是因為他

們對罪債的看法不同，愛主的心不同。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要時刻反思我們的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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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堂主日崇拜程序(崇拜前當關掉手機，安靜預備心靈, 以心靈和誠實敬拜主。) 

讚美感恩 肅靜歌 “上主在祂的聖殿中” 眾立 

宣召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祂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祂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祂。 
(詩 107:1,8) 

主席 

祈禱 主席 

歌頌 白 2、16 領詩 

領受主言 讀經 約伯記 42:7-17 主席 

證道 信仰的整全 牧者 

同遵使命 回應詩 紅 146 我知所信是誰 眾立 

領受差遣 報告 歡迎新來賓 主席 

三一頌, 祝福, 阿門頌,  

彼此問安 

平安散會 

眾立 

本周崇拜侍奉人員名單 

 中文崇拜  English Service  兒童主日學 

主席 王納新執事  Ian,  Jolly, 

Malu 證道 梁樹基牧師 English Service at retreat 

傳譯 吳翠珠姊妹  

司琴 黃讚美姊妹  

司事 劉傳禮弟兄、司徒雯姊妹  

音響 吳海燊弟兄  
場務 丁業恩弟兄  
插花 許慧貞姊妹  

家事分享 (一同留意教會家裡的大小事) ` 

1 參與崇拜注意事項: 進入禮堂前，請戴好口罩、潔手、剔出席表及保持社交距離。 

崇拜仍然會有 Facebook Live 網上同步直播。 

2 英文部星期五，六，日舉辦退修會。願他們有美好的時光及靈命復興。 

 

3 羅牧師今天主日 10 號中午到 Auckland 。請大家繼續代禱。 

4 會址出租: 會址有一房一廳出租, 請向執事查詢。 

5 免費書刊及教會掛曆: 請在入口處拿取書刊或本會掛曆, 送贈適合親友認識神。 



代禱事項(當遵行聖經的教訓為主的工, 為神的家, 為各人需要祈求) 

1 為羅牧師夫婦能順利平安回港探望父母感恩，也求神繼續保守他們回新西蘭後有健康的身心靈，

重新得力侍奉神。 

2 為教會在父親節、中秋節、十月份紐宣總會的週年宣教事工禱告，求神保守疫情受控，使所籌備

的事工能順利推行。 

上周出席 

大堂崇拜:  67 人  英文崇拜 22 人 兒童主日學 17 人 
祈禱會:     7 人      
新來賓:      
      

上週奉獻 :3/7/2022 

常費 002-$60 006-$60 084-$70 137-$150 159-$20 217-$25 499-$20 

兒童主日學 193-$50 194-$50 145-$5.40 505-$12.90 感恩 084-$30 138-$50 
6 月份網上奉獻 002-$60 006-$60 010-$200 013-$700 015-$50 020-$200 026-130 
常費 038-$240 044-$100 051-$70 058-$120 065-$300 070-500 083-$800 
 096-$500 121-$650 130-$400 156-$120 173-$20 178-$1100 181-300 
 182-$185 203-$20 204-$689.30 205-$500 227-$200 231-$100 506-$700 
感恩 225-$430  差傳 051-$30 130-$50 建堂 051-$50 
英文崇拜 104-$300 188-1300 190-$350 191-$80 212-$400 233-$150  
本會銀行賬號：ASB BANK 12-3233-0118900-01  
當將十分之一的奉獻歸入 “經常費”，其餘項目可按感動奉獻。 請使用奉獻箱旁的奉獻封，並清楚登
記姓名/號碼，作為退稅用. 

下主日崇拜侍奉人員名單(7月 17日)                                              

 中文崇拜 English Service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張  文弟兄 Johnathan Chieng  Ian 

Sarah, Malu 

 

證道 楊廣生牧師 Mr. Bruce Edmonds 

傳譯 黃文熙執事  

司琴 羅楊慧敏師母 Edward Tan 

司事 陳鳳玲姊妹, Alex Zhang 

音響 吳海燊弟兄  

場務 丁業恩弟兄  

插花 許慧貞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