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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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昕婷執事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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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日上帝賜安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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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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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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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澗清流 - 林維東牧師 

經文：『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

與罪斷絕了。12 親愛的弟兄阿，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

事)；13 倒要歡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在祂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

樂。』(彼前 4:1 、12-13) 

 

最近所閱讀的經文，都與「苦難」相關。彼得書信的信息，是與初期教會受「宗教和政治」逼迫

有關的。使徒彼得受主的感動，談到「肉身受苦」的教導，對我們活在這苦難不斷的末後世代，

正好是必須要明白的信息。 

信徒遇上苦難，確實是平常的事，不過信徒與世人有不一樣之處；因為在苦難中，信靠神的人常

常經歷父神的陪伴與同行，又在他們心中加上安慰與能力。另外，天父允許苦難臨到祂的眾兒

女，主要是在其中展開鍛煉的工作，好讓眾兒女們從中得著「多樣」的益處。 

 

談到「鍛煉」的信息，就聯想到俄烏戰爭的新聞資訊，內中說及有趣的武器知識。一次談到坦克

戰具前方的抵禦能力，是否能抵禦反坦克火箭的穿甲彈？原來關鍵不單是鋼板的厚薄，重要的地

方在乎這鋼板是「鑄造」還是「鍛造」的。鑄造的鋼板，出自溶鐵倒模鑄成；那鍛造的鋼板，則

有多重工序，需用鐵鎚猛力敲打而成；這樣鍛造出來的鋼甲，時間比鑄造多了幾倍，成本也大大

增加。因此鍛造的鋼板，具備堅強的延展韌力，自然「抵禦力」就更強了。 

 

從這一個報告，讓筆者認識到父神允許「苦難」臨到祂的兒女，確實存著「嚴父的愛」；正如經

文所訴說的，人因著苦難而可斷絕罪惡；又能抵禦仇敵；更是成為得勝的兵器；並有助通往榮耀

與喜樂的道路。 

這時，想起了使徒保羅的話：『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祂受苦。』(腓 1:29)。

說明「得救恩」和「為主受苦」，都是父神命定的。願我們有肯為主受苦的生命，好讓我們被模造、

被打造成更合用的器皿，叫我們一生得以榮耀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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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 

當感謝祂，稱頌祂的名！因為耶和華本為善。 

祂的慈愛存到永遠；祂的信實直到萬代。 
(詩 100:4-5) 

主席 

祈禱 主席 

歌頌 紅 19、432 領詩 

領受主言 讀經 約伯記 38 章 主席 

證道 自然話你知 牧者 

同遵使命 回應詩 紅 23 祢真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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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zabeth Tan Ian, Edward 

Mandy 

Clara 

證道 梁樹基牧師 Mrs. Grace Chan-Nuualiitia 

傳譯 湯佩瓊姊妹  

司琴 梁昕婷姊妹 Jonathan Chieng 

司事 許慧貞姊妹、李艷芬姊妹 Jonathan Wong 

音響 黃建智弟兄  
場務 左先裕弟兄  
插花 李 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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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季的事奉人員表已發出，請到司事檯領取。 

3 會址出租: 會址有一房一廳出租, 請向執事查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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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患病及在家隔離的家庭禱告，求神醫治保守，並祝福他們盡快康復。 

2 為紐西蘭國際關懷協會的本地跨文化探訪，食物銀行，難民兒童補習中心，無家者，癌症家庭等事工禱

告。同工的健康和體力及各教會團隊的配搭禱告。 

上周出席 

大堂崇拜:  71 人  英文崇拜 20 人 兒童主日學 18 人 
祈禱會:     5 
人 

     

新來賓: 鄭嘉敏 王柳丹 Philip Lo Vera Chan  Havey Feng  
      

上週奉獻 :19/6/2022 

常費 084-$70  499-$20  感恩 084-$30  

兒童主日學 138-$20    差傳 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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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                                              

 中文崇拜 English Service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黃文熙執事 Andy Leung  Edward 

Jolly, Hilda 

 

證道 梁樹基牧師  

傳譯 黃佩書姊妹  

司琴 梁浩恩弟兄 Elizabeth Tan  

司事 劉傳禮弟兄、司徒雯姊妹 Vanessa 

音響 黃建智弟兄  

場務 左先裕弟兄  

聖餐員 梁師母、王納新執事、 
黎一萍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