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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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開課 

祈禱會(粵/華) 每主日 1:00pm 小學禮堂 牧者 宣教祈禱會 

Zoom祈禱會 每月第一及三周二
8:00-8:45pm 

Zoom  18/1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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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主日 1:30pm 小學教員室 Shirley 
Wong/羅牧師 

聖靈果子: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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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pm Oak Eatery 李瑋/羅牧師 靈修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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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牧者 

「與青少年溝通的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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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pose Drive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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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er Me 姊妹小組 第二至四主日
1:00pm 

小學音樂室 Ada Leung/ 
Pastor Grace 

Purpose Driven 
Life 

英文團契 每周五 8:00pm 小學音樂室 Ada Leung/ 
Pastor Grace 

 

親子團契(BB、華) 第四周六 10am 弟兄姊妹家 
Jessie/ 
羅牧師 

 

聽道筆記 

 

 

 

 

 

 

 

 

 

 

 



     基督教中區宣道會 
        Central Christian & Missionary Alliance Church 

      
 聚會地點：Cornwall Park School [Wheturangi Road/193 Greenlane West Rd] 

辦公室地址 (通訊地址)：25 Rockfield Road, Ellerslie, Auckland 1061. 
聯絡電話： 09 974 5177 (辦公室) 電郵：ccma@ccma.org.nz 網址: www.ccma.org.nz   
主任牧師：羅劍輝牧師 022 0478663  義務牧師：梁樹基牧師 021 2981489 
www.facebook.com/ccmanz    
 

主曆 2022 年 1 月 16 日 主題：跟從耶穌、進入社區、作主門徒。 

本月經文  

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睦。如此, 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同在。(林後 13:11下) 

牧者的話: 跟從耶穌、進入社區、作主門徒。 

各位弟兄姊妹，今年教會的主題是「跟從耶穌、進入社區、作主門徒。」這
個主題是怎樣來的？教會最重要的是遵行主耶穌在聖經中的教導。如果濃縮
來說，就是大誡命：盡心、盡性、盡意愛主和愛人如己(太廿二 37)。另一方
面，就是大使命：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廿八 19) 
 
中區宣道會使命大家熟悉嗎？ 

• 讓每一位中區的華人，都有聽聞福音的機會。 
• 在中區建立一間信仰純正、傳講聖經真理的教會。 
• 使每一位信徒都成為主的門徒。 
• 願成為一所有宣教心的教會，實行並推廣本地及海外的福音事工。 

 
我們的使命宣言本身已包涵進入社區的期盼，而教會的將來除了委身於教會
的基督徒外，最重要是委身於基督的門徒。2022 年講道將以福音書為主，和
門徒一起學習跟從主。 

 

在［教會動力大轉化:五步轉型門徒訓練］Putman, Harrington, 和 Coleman
（2013）特別強調門徒訓練的五種文化，必須要幫助教會產生這幾樣的文
化，或者說從原來的文化裡轉化成門訓的土壤 (Transformation) ：1. 從尋找
到建立 From Reaching to Making（挑選門徒），2. 從教導到裝備 From 
Informing to Equiping（訓練模式），3. 從節目到目標 From Program to Purpose
（事工導向），4. 從活動到關係 From Activity to Relationship（事工基礎），5.
 從積累到調配 From Accumilation to Deploying（恩賜管理）。 
 
這些文化的核心就是要建立合乎聖經的門訓，方法就是藉著一個能夠深入關
係的環境。建立門徒可說是一種事工，也可以說是一種關係，更可以說是一
種文化，就如同大使命是一個命令，也是一個責任，更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http://www.facebook.com/ccma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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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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我們要來感謝祂，用詩歌向祂歡呼！ 

(詩95:1-2) 

主席 

祈禱 主席 

歌頌 紅 110、140 領詩 

領受主言 讀經 約 1:43-51 主席 

證道 從偏見到看見:拿但業 牧者 

同遵使命 回應詩 紅 243 我要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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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主日崇拜侍奉人員名單 

 中文崇拜  English Service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張  文弟兄  暫停，6/2 恢復

聚會。 證道 羅劍輝牧師 Mr. Ian Ho 

傳譯 湯佩瓊姊妹  

司琴 梁浩恩弟兄  

司事 黎瑞貞姊妹、黃澤恆弟兄 Ariel 

音響 黃建智弟兄  
場務 左先裕弟兄  
插花 許慧貞姊妹  

家事分享 (一同留意教會家裡的大小事) ` 

1 返回小學聚會注意事項： 
a. 進入禮堂前，請戴好口罩、先預備好「疫苗通行証」(vaccine pass)給招待查
看。如果弟兄姊妹計畫邀請新朋友來教會，請確認新朋友也持有「疫苗通
行証」。 

b. 請在禮堂入口掃描行蹤記錄、在崇拜出席表上剔到、潔手及經常保持一米
社交距離。 

c. 兒童主日學暫停至 6/2 復課，歡迎家長暫時攜同小孩出席成人崇拜。小孩
不需「疫苗通行証」，但也請戴好口罩及潔手。 

d. 中文崇拜仍會透過 Facebook 直播(沒有 Zoom)，如果身體不適或年老體
弱，請留在家中參與崇拜直播。網址：http://www.facebook.com/ccmanz 



2 兒童事工導師訓練：模式將革新，並計畫在 2 月 6 日重啟聚會，所以請各
兒童事工導師務必出席於 1 月 22 日(六) 上午 10-12 時在會址舉行的訓
練，如有問題請聯繫 Ian 。 

3 家長簡介會：因應兒童事工的模式將改變 ，希望邀請各家長在 23/01(日)下
午 2:00(更正)出席 Zoom 簡介會，分享兒童事工的革新，和聆聽各家長的回
應。時間及 Zoom 連結將在家長群組發放，請預留時間參與 。 

4 成人三福隊長訓練：將於 19/1 起逢周三晚在 Zoom 上舉行，現有 6 位姊妹
參與；王納新 Fiona、許慧貞 Gladys、梁家寶 BoBo、陳仕姸 Sarah、鄭紅艷
Rose 及張藝萌 Martha，請為她們和教師(GiGi、Ada Law 和羅牧師)禱告。 

5 新一季主日學: 1 月 31 日開課， 請向羅牧師報名。A. 從聖經看約書亞
(粵) 、B. 人生四季：春夏秋冬(華) 

6 週二晚上 Zoom 祈禱會: 會議 ID:811 7454 5242 密碼: 576143。下一次聚
會:1 月 18 日晚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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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聘請半職英文傳道祈禱；求主賜聘牧委員會智慧和能力，新同工愛神愛
人和合一。 

2 為返回小學聚會祈禱；求主賜眾人平安的心，也喜愛一起敬拜主。 
3. 為新一輪 Omicron 疫情祈禱；求主恩待能儘快平息。 

奉獻 : 2021 年 12 月網上奉獻 

經常費:  002-$120 003-$300 006-$120 013-$700 015-$140 020-$200 026-$30 

 027-$5000 038-$240 051-$70 058-$120 065-$400 070-$150 083-$630 
 121-$500 130-$400 156-$120 160-$200 181-$200 182-$120 186-$400 
 204-$199.40 205-$500 222-$500 225-$430 231-$80   
感恩: 051-$350  建堂: 051-50 差傳: 051-$30 058-$80 
 130-$50 204-$192 222-$500 英文事工: 104-$300 190-$350 212-$800 
 218-$50   兒童事工: 2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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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主日崇拜侍奉人員名單(1 月 23 日)                                              

 中文崇拜 English Service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麥海明執事 Tony Zhang  暫停，6/2 恢復

聚會。 證道 梁樹基牧師 Ps. Grace Nuualiitia 

傳譯 黃佩書姊妹  
司琴 梁昕婷姊妹  

司事 黎瑞貞姊妹、黃澤恆弟兄 Alex Zhang 

音響 黃建智弟兄  

場務 左先裕弟兄  

插花 梁家寶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