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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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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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聖靈果子:溫
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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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牧師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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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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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從耶穌、進入社區、作主門徒。 

經文：約翰福音 21：1-19 

一） 我們更深感受耶穌救恩寶貴 

 

 

二） 我們更深認識主使命的託付 

 

 

 

三） 我們積極回應委身跟從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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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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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在戰火中的祈求 

弟兄姊妹，烏克蘭距離奧克蘭非常遠，我們也面對這裡疫情的挑
戰，但請不忘為被強權入侵；生命、家庭、財產可能儘毀的烏克蘭
人民及教會代求。 
 
基督徒；就是教會，神往往要使教會在這樣危難的時刻，成為祂的
見証。教會在大患難中的同在、同行、分享，不離棄、不單顧自
己，就是最好証明所傳之道的時刻。以下是烏克蘭一些教會領袖的
心聲和代求(資料來自 Christianity Today 24th Feb.)： 
 
「首先，停止那些入侵的行為，心中存著和平，以基督徒的樣式去
回應而不是人的仇恨。」 
 
在被俄羅斯直升機轟炸的城市中，一位神學院長表示：大部分年長
牧者留在城市，年青領袖嘗試把年輕人疏散到郊外。很多教會開放
地下室給鄰舍躲避轟炸，牧者們繼續代禱，安撫人心，幫助有需要
的人。他請求為門徒訓練、人民的生命平安和在戰爭中仍對別人能
慷慨關懷祈求。 
 
因為烏克蘭已徵召所有 18-60 歲男人，有牧者呼籲為他們的妻子及
兒女代禱，很多太太不願徹離，等候丈夫回來。 
 
一位牧師兼神學院老師決定留下來：「當戰爭完結後，基輔(烏克蘭
首都) 的人民會記得，基督徒在他們有需要的時候如何回應；我們
將使軟弱的得保護、受苦的得服侍、破碎的得醫治。我們所做的，
是給人耶穌基督那不能搖動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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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 

因為祂行過奇妙的事；祂的右手和聖臂施行救恩。 

耶和華發明了祂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 
詩 98:1-2 

主席 

祈禱 主席 

歌頌 紅 337、396 領詩 

領受主言 讀經 約翰福音 21:1-19 主席 

證道 講題：跟從耶穌、進入社區、作主門徒。 牧者 

同遵使命 回應詩 白 58 藉我賜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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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劍輝牧師 Elizabeth Tan Ashlee, JW 
證道 吳文瑞牧師 Mr Bruce Edmond 
傳譯 黃文熙執事  
司琴 羅楊慧敏師母 Andy Leung 
司事 李惠萍姊妹、鄭  紅姊妹 Alex Zhang 
音響 黃允聰弟兄  
場務 丁業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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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進入禮堂前，請戴好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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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通行證」請留在家中參與崇拜直播。
http://www.facebook.com/ccmanz 

http://www.facebook.com/ccmanz


2 Omicron 第三期防疫措施應對：教會仍然維持現行聚會防疫措施並要求家
居接觸者，密切接觸者和普通接觸者，或有任何不適者，留在家中參與網
上崇拜。此建議比政府的防疫要求嚴格，請大家體諒。Health & Safety
小組持續密切留意疫情發展，如有進一步消息，會儘快知會各會眾。 

3 週二晚上 Zoom 祈禱會: 會議 ID:811 7454 5242 密碼: 576143。下一次
聚會: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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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的確診人數上萬，求主賜平安、盼望和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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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烏克蘭求平安：求主憐憫被入侵的人民，生命受極大威脅中得蒙保護，
惡人被神審判。 

上周出席 
大堂崇拜:  38 人  英文崇拜: 14 人 兒童主日:    7 人  
祈禱會:     7 人  決志: 張镝   

上周奉獻 : 20/2/2022 

經常費:  182-$70 196-$100 499-$20 506-$5    
感恩: 2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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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聖餐主日崇拜侍奉人員名單(3 月 6 日)                                              

 中文崇拜 English Service 兒童主日學 

主席 羅劍輝牧師 Andy Ashlee, JW 
證道 梁樹基牧師 Mrs. June Mak 
傳譯 吳翠珠姊妹  
司琴 羅楊慧敏師母 Jono C  
司事 李惠萍姊妹、鄭  紅姊妹 Alex Zhang 
音響 黃允聰弟兄  

場務 丁業恩弟兄  

聖餐員 梁師母、王納新執事、黃文
熙執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