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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果子:恩慈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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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 Leung/ 
羅牧師 

標竿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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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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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8 日 主題：跟從耶穌、進入社區、作主門徒。 

本月經文  

「我要使其中的糧食豐滿,使其中的窮人飽足。」(詩 132:15) 

牧者的話: 母親的撫慰 (靈命日糧精選篇：孝敬父母) 

金句：「問在主蒙揀選的魯孚和他母親安；他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羅
馬書 16 章 13 節） 
 
有位協助安頓孤兒到不同家庭的基督徒，提到有個可愛的俄國小男孩伊凡。
當伊凡知道他可以離開孤兒院時，他對這位基督徒說：「拜託你幫我找一個
媽媽，好嗎？」雖然父親也很重要，但有些時候唯有母親的撫慰能奏效，即
使是成人也需要。 
 
使徒保羅在大概五十多歲時，特別問候了在羅馬的信徒魯孚。有趣的是，保
羅還向魯孚的母親問安，並說「他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羅馬書 16 章 13
節）。他為什麼這樣描述她呢？ 
 
保羅在那些佈道的年間，遭遇了很多困難（林多 6:4-10）。有可能魯孚把疲
累的保羅帶回家，在那裡保羅得到魯孚母親安慰的話語、一件新衣、一頓美
味營養的餐食？或許保羅從她得到了只有母親能給予的理解和溫柔？我們不
確定到底保羅經歷了什麼，但這些也許能解釋經文中他特別的問候。 
 
我相信上帝賜給了母親一種獨特能力，使她們展現溫柔和憐憫，也能在屬靈
方面影響子女。讓我們感謝母親，也感謝那些像母親一樣對待我們的每一位
女士。 
 
上帝榮授母親，真實高貴品性； 
欣然盡其天職，她能塑人命運。D. DeHaan 
 
千人建造一座城，但一位母親就可營造一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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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 

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祂的名！ 

天天傳揚祂的救恩! 
(詩96:1-6) 

主席 

祈禱 主席 

歌頌 主, 祢配得、 當孝敬父親與你母親 領詩 

領受主言 讀經 哥林多前書 13:1-7 主席 

證道 
蒙神所愛的女兒 

牧者 

同遵使命 回應詩 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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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母親節聯合崇拜侍奉人員名單 

 聯合崇拜  English Service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黃文熙執事  Ada, Jonathan 

Wong 證道 羅楊慧敏師母  

傳譯 麥葉思明姊妹  

司琴 梁浩恩弟兄  

司事 陳觀麗姊妹、張月優姊妹  

音響 黃建智弟兄  
場務 林靈鋒弟兄  
插花 梁家寶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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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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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址出租：會址有一房一廳出租，請向執事查詢。 



3 新一季主日學：今天 5 月 8 日崇拜後 11:45 開課：1. 從聖經看約書亞(華

語) 、2. 選擇與後果：士師記研讀(粵) 。請向羅牧師報名。 

4 請假回港探親：羅牧師將於 5 月 18 日-7 月 10 日請假，7 月 12 日(二) 上

班，期間請弟兄姊妹多行一步，互相關懷，大力支持執事會。有需要請聯繫

執事或梁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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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母親們禱告，求主記念母親們的勞苦，施恩給她們，保守她們常在神的
愛中，常存喜樂和滿足！ 

2 為初信及重新建立得救確據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堅固信心和持守跟從
主。 

上周出席 
大堂崇拜: 60 人  英文崇拜: 28 人  兒童主日:14 人  
祈禱會:  10 人      

上周奉獻 

常費 014-$400 084-$70 196-$100 499-$40 感恩: 084-$30 113-$50 
 139-$50 159-$20      
4 月份網上 002-$120 006-$120 013-$700 015-$95 026-$120 038-$240 044-$100 
奉獻: 051-70 058-120 065-$200 156-$150 181-$100 182-$40 191-$70 
 204-411.82 205-$500 225-650  建堂: 051-$50  
 差傳: 051-$30 130-$50     
 英文崇拜: 104-$300 188-$500 19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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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崇拜侍奉人員名單(5 月 15 日)                                              

 中文崇拜 English Service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張  文弟兄 Edward Tan Ashlee, Jono 

 證道 羅劍輝牧師 Ms.Grace 

Nuualiitia 

傳譯 吳翠珠姊妹  
司琴 羅楊慧敏師母 Elizabeth Tan 

司事 郭具純姊妹、許慧貞姊妹 Alex Zheng 

音響 麥海明執事  

場務 丁業恩弟兄  

插花 梁家寶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