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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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聖經看約書亞(粵) 入

生四季: 春、夏、秋、冬

(華) 
祈禱會(粵/華) 每主日 1:00pm 小學禮堂 牧者 祈禱會 

Zoom祈禱會 
每月第一及三周二
8:00-8:45pm 

Zoom Danny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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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柔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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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禱告圍牆：如
何為配偶和孩子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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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pose Drive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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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3 日 主題：跟從耶穌、進入社區、作主門徒。 

本月經文  

祂喜愛仁義公平; 遍地滿了耶和華的慈愛。(詩 33:5) 

牧者的話: 真實的信仰 (梁樹基) 

很多人信神(包括假神偶像)是因為自求多福，希望神祗能保佑他們風調雨
順，生活平安。在聖經中，耶和華神嚴嚴的囑咐以色列人不可效法迦南人敬
拜和侍奉他們的神巴力。為什麼以色列人總是不聽？巴力是迦南眾偶像的代
表，巴力是一個掌管生育的神祗，他能使土地生產農作物和使人們生產孩
子。迦南人認為當地國家的經濟繁榮，都有賴於敬拜巴力所致。當時以色列
人進入迦南地得為業，也十分仰賴農作物的出產來維持豐饒的生活。他們認
為明智的做法，是繼續遵循相同的方式來敬拜巴力。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也可以反省一下自己的信仰，你信神是為了什麼？是
否人云亦云，人信我信？是否你想討好別人，才信耶穌？是否想得到好處？
如果是這樣，這跟拜假神偶像(如黃大仙)沒有兩樣﹗又是否你很需要神的
愛，讓祂保守你生活平安，凡事順利？又或者是相信神是賜福給人，賜人平
安喜樂，你才信靠祂？ 
 
前幾天聽聞一個不好的消息，一個 30 多歲愛主侍奉主的年青人，不幸在車
禍中喪生。這對你的信仰有什麼回響？你或許會發出很多問題，為什麼神容
讓這件事發生？為什麼神不保守他、不醫治他？… 比這件事更難過、更悲
痛的事也曾發生在約伯的身上，約伯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如此嚴重的事
情，但他清楚知道也認定的說：「難道我們從神手裡得福，不也受禍嗎？
(伯 2:10)」福禍都是神所賜的，祂有絕對的主權，祂有祂的美意和時間，每
一件事發生在我們身上，祂都會負責到底。神賜給我們的東西，包括親人和
財物，祂隨時都可賜予或收回，所以約伯又說：「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
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伯 1:21)」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能像約伯一樣看得開嗎？你能像約伯一樣「無故」的敬
畏神嗎？無論如何，讓我們思想一節金句：「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
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羅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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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祂的奇事！ 

因耶和華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 

祂在萬神之上，當受敬畏。 
詩 96:3-4 

主席 

祈禱 主席 

歌頌 紅 296、24 領詩 

領受主言 讀經 路加福音 5:27-32 主席 

證道 
跟從基督—講求順服, 不講求資歷 

牧者 

同遵使命 回應詩 紅 199 我聽主聲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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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zabeth Ada, Ashlee, 

Angela 證道 羅劍輝牧師 Mr. Bruce Edmond 
傳譯 湯佩瓊姊妹  
司琴 梁浩恩弟兄 Tony Zhang 
司事 葉簡慧潔姊妹、許慧貞姊妹  
音響 吳海燊弟兄  
場務 李瑞錦弟兄  
插花 黎瑞貞姊妹  

家事分享 (一同留意教會家裡的大小事)  

1 疫情提醒：教會非常珍惜現場的崇拜，相信大家都是一樣。在政府政策容許

及做足防疫措施下，會盡力維持，讓選擇回來小學聚會的會眾能維持現場的

崇拜，但同時提供 Facebook 直播。疫情下現場崇拜免不了風險，但出席者

全都打了二或三針疫苗。讓我們日常做足防疫措施、繼續彼此關懷代禱，並

關懷鄰舍的需要。當您有需要，或因曾出現在涉疫點而需家居隔離，甚或確

診，請知會牧者關顧支援。 



2 參與崇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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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謹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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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崇拜會透過 Facebook 直播(沒有 Zoom)，如果身體不適,年老體弱，或
未有「疫苗通行証」,請留家中參與直播。網址：http://www.facebook.com/ccmanz 

3 週二晚上 Zoom 祈禱會: 會議 ID:811 7454 5242 密碼: 576143。下一次聚
會: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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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香港及奧克蘭的疫情：兩地的確診人數上升，求主賜平安和醫治。 

2 為在疫情中的靈性學習：求主幫助我們在此非常時期，學懂祂要我們每個
人不同的功課：愛心、忍耐、信心、等候、依靠…。 

3 為三福佈道訓練：為決志者得栽培、三福學員的學習和教師的教學和帶領. 

上周出席 
聯合崇拜: 78 人    兒童事工: 兒童 16 人    成人 5 人  決志：Kitty，趙良好、葛杉杉  
      

上周奉獻 

經常費:  120-$400 159-$100 196-$2000 219-$50 499-$20   
差傳: 084-$100 159-$100  感恩: 13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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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 日)                                              

 中文崇拜 English Service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麥海明弟兄 Jono Ada, Sarah 

and Angela 證道 羅劍輝牧師 Mr. Karl Udy 

傳譯 黃佩書姊妹  
司琴 梁浩輝弟兄 Elizabeth 

司事 葉簡慧潔姊妹、李惠萍姊妹 Alex Zhang 

音響 吳海燊弟兄  

場務 李瑞錦弟兄  

插花 黎瑞貞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