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和外展关注
本周我们鼓励大家为 墨西哥合众国（拉丁美洲） 祷告
地理
面积：1,958,201平方公里
拉美第三大国家。地形和降雨分布广泛，北
部高原干旱，中部是火山高原，南部是山脉
和雨林。该国只有10％是耕地。
人口: 110,645,154
年增长: 0.99%
首都: 墨西哥城
城市化: 77.8%
人种：317（4%未达之民）
官方语言：西班牙语；世界最大西班牙语国
家
最大宗教:
语种：297
基督教
福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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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蒙垂听
福音派稳定增长，1960年只有2.1%（800,000），但现在已经超过8%，人数超过900万。如果有
的话，这种增长似乎在加速，而不是放缓。
祷告挑战
墨西哥是一个在成长的国家，始终在确认她的身份。中美洲的起源，西班牙裔的历史以及与邻
国的动态但动荡的关系都深刻地影响了墨西哥。这种搜寻往往通过宗教认同（包括万物有灵和
天主教）以及不可避免的伴随反新教情绪而显现出来。祷告墨西哥人，无论是土著人还是混血
人，都能在基督的爱和上帝的旨意中找到他们的最终身份和命运。

更多资讯请查询 http://www.operationworld.org

本周经文 （新译本）
可16:1-5 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马利亚、雅各的母亲马利亚和撒罗米，买了香膏，
要去膏耶稣。礼拜日的大清早，出太阳的时候，她们就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
可以给我们辊开墓门的石头呢？” 原来那块石头非常大，她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
经辊开了。她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位身穿白袍的青年，坐在右边，就非常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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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的复活”
讲员: Abri Brancken牧师
经文：马可福音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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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大家加入聚会前祷告会 - 主日上午8:30教会副堂，10:30 牧师办公室
教会祷告会每月第二和第四周晚七点
4月8日和4月22日
49 Maxwelton Drive, Mairangi Bay, North Shore, Auckland 0630
电话 09 478-6314, 教会网站: www.mairangichurch.org.nz, 电邮: office@mairangichurch.org.nz

欢迎来到麦朗依湾社区教会 (MBCC)

教会消息

祷告 “你们要互相代求,”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请在聚会结束后到我们的欢迎角，
我们将有一点小礼物送给您，并且我们将非常乐意回答您有关教会的问题。我们是个
国际性教会，每周迎接来自各国的家庭和个人，向各样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会众开放。

生命小组组长会议 – 今天, 12:40
所有的生命小组组长请在今天第二场聚会结束
后参加一次会议，可以对小组的情况有反馈和
回顾

雅各书5:16下.

教会祷告会
每月两次的教会祷告会本月安排在4月8日和4
月22日，晚上七点。欢迎大家参加，可以用母
语祷告

为下列事项感恩

我们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欢迎中国朋友参加. どの国の方も大歓迎します。
如果您想用耳机听中文或日文的同声翻译，可以问服事人员要一副耳机，聚会结束后请
将耳机电源关闭归还原处。
牧者感言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在彼得前书2:21-25我们读到，“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
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 他被骂
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他在
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不活在罪中，就可以为义而活。因他受的鞭
伤，你们就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但现在已经回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
督那里了。”
主耶稣的死是为了使我们有不一样的生命，像基督那样活。祂为我们受苦，以至于死，
好让我们跟随祂在神面前有称义的生命，全心爱天父。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担当原
本我们要受的刑罚，却将祂的义给了我们。当我们信靠基督对我们的拯救，非常关键
的是，我们达成了一个交换。凭着信心，我们用罪以及它带来的死亡换来基督的义和
祂的生命。神将祂的愤怒倾倒在祂儿子的身上，好让我们免遭可怕的结局。这是十字
架信息的中心，也是我们有盼望的根据：神舍弃了祂的儿子，这样祂就永远不舍弃我
们。今年的这个时间我们定睛在耶稣为我们所作的，以致神的愤怒和惩罚越过了我们。
花点时间思考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大礼物你要怎么回应？愿基督的十字架对我们在
MBCC的每一个人都是真实可信！

欢迎新朋友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日，我们会在聚会结束后
去楼下有个简短的会议，假如您是新近来到我
们教会的，请在4月29日聚会后留步，让我们
彼此认识更多。请生命小组的组长们和欢迎事
工的同工也参加
学校假期 – 4月13日 ~ 4月27日
学校假期期间所有的小组，学习班以及儿童主
日学等都将休息调整两周。五月的第一周恢复
活动

KO & Stella
教会支持的宣教士家庭之一，KO & Stella
Okudaira 将要从日本回新西兰六个月。他们4
月15日会来教会，并且KO在22日会讲道。请特
别关注他们 – 他们在一个极其有需求的国家，
他们的工作非常有价值。
假如有短期房屋出租的消息也请联络教会办公
室。

神祝福大家

请在教会的祷告墙上留下你的代祷事项，蒙
应允的祷告或者见证。记得今天起在这一周
中为墙上的代祷事项祷告
• Mike Webster，他去中国一个月已经平安
回来

为下列事项祷告
• 新朋友在我们中间能感到受欢迎，灵性得
丰富，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能遇到救主并接
受来自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尤其是在这个
特别的季节
• KO 和Stella Okudaira, 他们感谢大家对他
们在日本的事工的关注，尤其重要的是为
他们离开日本这段时间那里教会的工作祷
告；也为他们在日本的未来事工祷告，因
为他们去那里的后期工作已经与初期不同，
主要是为宣教
• 大家能更多参与在小组以及各项事工的服
事当中，要让生命成熟起来
• 本月底即将来到的逾越节特别敬拜聚会以
及4月1日主日的聚会，大家能在这个时候
记念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的死，埋葬
和复活
• 今年教会将要举办的各样课程和活动，比
如婚姻课程，启发课程以及洗礼前课程等，
来帮助大家更好更深地认识主，清楚神的
呼召，以极大的喜乐和祝福来服事主
• 继续为楼下装修工程的经费祷告
• 目前有各样需要的人，签证、居留、工作、
健康问题，财务问题，关系问题，亲子教
育等等。

教会联系信息
Abri Brancken 牧师
想要了解我们更多吗?
请浏览我们的教会网页www.mairangichurch.org.nz
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周报，了解有关我们的生命小组以及其他事工，还可以点击
链接观看讲道以及得到其他更多的信息

教会办公室: 09 478-6314
主理牧师 Abri Brancken: 027 2104730 abri@mairangichurch.org.nz
协理牧师 David Yeh：022 5220670 david@mairangichurch.org.nz
华人教牧关怀 Wendy Liu: 021 02654800 wendy@mairangichurch.org.nz
日本人教牧关怀 Joji & Chihiro Kami: 027 8048702 joji@mairangichurch.org.nz
教会行政 Ann Yao: 021 2322009 ann@mairangichurch.org.nz
儿童事工 Maria Zhao: 021 1072918 zbmaria3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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