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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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熙執事 7/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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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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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Leung/ 
羅牧師 

CMI 本地事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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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竿人生 

英文團契 每周五 8:00pm 小學音樂室 Ada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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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5 日 主題：跟從耶穌、進入社區、作主門徒。 

本月經文  

「祢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祢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 16:11) 

牧者的話:    

三福招募見證  (陳仕妍) 

 
我從小就信主，但很慚愧這麼多年來都在岸邊徘徊，從未向人傳過福音。雖

然我知道這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做的事，但我不知道從那裏開始亦不知道

怎樣傳福音。感謝神！今年為我安排了充足的空餘時間。當我被邀請參加三

福的訓練課程，我一口便答應了。 
 
三福課程開課後，我感到非常緊張。 每次邀請朋友聽福音時，我都覺得很

難開口，也害怕他們會怎樣看待我。 但感謝神賜我勇氣，令我發現原來真

的沒有想像中那麼複雜。 就算邀請被拒絕了，也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起

初，我認為背大綱是沒有可能的，但我的隊長不斷地鼓勵我，還給了我很多

的建議。 當我學會了逐步背記後，就覺得簡單很多了。 
 
三福使我學會了怎樣以簡單的句語向陌生人講解自己的信仰。三福訓練班使

我無論在屬靈的知識和生命上均有成長，更令我再次確認了自己的信仰。 最

重要的是三福幫助我不再懼怕與任何人分享自己的信仰，並且在時間的運用

次序上，我知道我的主有必然的優先權。 更感恩的是，我和三福的隊友，隊

長和禱伴建立了更深的了解和感情。 
 

我實在為三福的教師和隊長感謝神，藉着三福，我有更好的裝備去與所遇見的

人談論永生的好消息，我亦很鼓勵你考慮在未來一期三訓練中成為我們的隊

員！ 

http://www.facebook.com/ccmanz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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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歡樂；要發起大聲，歡呼歌頌！ 

要用琴歌頌耶和華， 

用琴和詩歌的聲音歌頌祂！ 

(詩 98:4-5) 

主席 

祈禱 主席 

歌頌 紅 368 、349 領詩 

領受主言 讀經 馬太福音 20:1-16 主席 

證道 恩典葡萄園 牧者 

同遵使命 回應詩 感谢 眾立 

 聖餐禮 林前十一章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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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海明執事 Jono Ian, 

Elizabeth, 

Gladys Hui, 

Jessie 

證道 高德成傳道 Mr.Sunny Wong 

傳譯 黃佩書姊妹 Edward Tan 

司琴 梁昕婷姊妹 Ariel 

司事 顏含玲姊妹、梁家寶姊妹  

音響 吳海燊弟兄  
場務 李瑞錦弟兄  

聖餐員 黎瑞貞姊妹、王納新執事、 
黎一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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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退稅收據: 還未收到退稅收據的會友, 請與王納新執事聯絡。 



3 感恩今年的三福課程已經結束，上週二晚上在 zoom 也進行了結業分享禮。祝賀今年

參加課程的學員：陳仕姸, 梁家寶, 許慧貞, 王納新, 張藝萌和鄭紅豔, 願主繼續使用

他們廣傳福音，成為得人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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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的各項事工能夠順利進行禱告，求主加添執事們力量，同心合一，彼此服

侍。   

 

2 為老年人、生病和軟弱的肢體禱告，求主保守憐悯。 願弟兄姐妹們彼此相愛、關

心和支持，靈命不斷成長。 

上周出席 

大堂崇拜:  54 人  英文崇拜 20 人 兒童主日學 13 人 
祈禱會:     7 人      

上週奉獻 :29/5/2022 

感恩: 108-$20 159-$20      
五月網上 
奉獻:常費 

002-$120 003-$600 006-$120 013-$700 015-$150 020-$900 026-$230 

 038-$240 044-$100 051-$70 058-$150 065-$200 070-$500 083-$1600 
 121-$1300 156-$120 168-$240 178-$1100 181-$300 182-$230 204-$435.10 
 205-$500 231-$200  感恩: 130-$1000 225-$440  
建堂: 051-$50   差傳: 051-$30 130-$50 204-$79.70 
英文崇拜: 104-$375 145-$65.10 190-$350 191-$100 233-150 2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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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                                              

 中文崇拜 English Service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黃文熙執事 Andy Leung Ian, Elizabeth, 

Gladys Hui Jessie 

 

證道 張明杰傳道 Mr. Bruce Edmonds 

傳譯 湯佩瓊姊妹  

司琴 王讚美姊妹 Edward Tan 

司事 李瑋姊妹、鄭紅姊妹 Ariel 

音響 王允聰弟兄  

場務 林靈鍵鋒弟兄  

插花 李惠萍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