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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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粵/華) 每主日 1:00pm 小學禮堂 牧者 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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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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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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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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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友分享: 治安不好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吳翠珠姊妹)    

不知道弟兄姊妹最近有沒有留意新聞，現在奧克蘭幾乎每週都有商店打砸搶

劫案的發生，入屋搶劫案多了，犯罪率不斷攀升，而犯罪團伙大多數都是青少

年！這中間的原因當然跟世界經濟危機，通貨膨脹和政府制定一系列不合神

心意的政策有關，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的國家遠離神了。執政掌權的遠離

神，墮胎合法化，同性戀合法化，他們也推動大麻合法化；議會不要會前禱告

了；學校提倡信仰自由，不允許有聖經課了；慢慢地，我們遠離神，我們不要

那位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造物主了！ 

 
從舊約聖經的大小先知書來看，我們都知道遠離神的結局必定是墮落和遍地

滿了強暴。聖經告訴我們“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詩 33:12a）

而“以別神代替耶和華，他的愁苦必然加增。”（詩 16:4）那我們可以做什

麼？ 

 
“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

平安。”（耶 29:7b）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們所信的神是聽禱告的神，也相信我

們每一個合神心意的禱告都如香陳列在神面前，也能搖動神的手，讓神的旨意

通行在地如同在天。那麼，不知道弟兄姊妹多久沒有為我們所在的國家，城市

禱告了？我們沒法單顧自己的事，因為國家的安危與我們是緊緊相連的，所以

盼望每一位屬神的兒女們都能起來，舉起聖潔的手為我們所處的世代禱告，求

神在政治領域和教育領域興起更多像但以理和約瑟那樣敬畏神的領袖，合神

心意的器皿；禱告這世代更多人能悔改並回轉歸向神，認識獨一真神；禱告這

世代的年輕人不被世界擄去，能被神得著，興起而禱告。讓我們都一起來禱告

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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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今時直到永遠！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 
(詩 113:2-3) 

主席 

祈禱 主席 

歌頌 紅 396、337 領詩 

領受主言 讀經 哈巴谷書 2:1-4 主席 

證道 作神家的守望者 牧者 

同遵使命 回應詩 紅 178 教會唯一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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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文弟兄 Johnathan Chieng Ian, Sarah, Cl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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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  紅姊妹、張月優姊妹 Alex Zhang 

音響 吳海燊弟兄  
場務 丁業恩弟兄  
插花 許慧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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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址出租: 會址有一房一廳出租, 請向執事查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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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神帶領羅牧師、師母回到奧克蘭，並且在香港時與家人有很寶貴的

聚會和見面時間。 

2 感恩英文部的退修會完滿結束，弟兄姊妹都很享受神賜的美好時光。求

主帶領他們在主內繼續成長，作主的門徒。 

上周出席 

大堂崇拜:  78 人  英文退修會 20 人 兒童主日學 15 人 
祈禱會:     7 人      
      
      

上周奉獻 :10/7/2022 

常費 196-$400 499-$40  感恩 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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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崇拜侍奉人員名單(7月 24日)                                              

 中文崇拜 English Service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黃文熙執事 Edward Tan Ada 

Sarah, Clara 

 

證道 羅劍輝牧師 Mr. Bruce Edmonds 

傳譯 黃佩書姊妹  

司琴 羅楊慧敏師母 Johnathan Chieng 

司事 陳鳳玲姊妹、張月優姊妹 Ashlee 

音響 黃允聰弟兄  

場務 林靈鋒弟兄  

插花 梁家寶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