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和外展关注
本周我们鼓励大家为 卢旺达共和国（非洲） 祷告
地理
面积：26,338 平方公里
肥沃多山的国家，与它南部邻居布隆迪相似
人口: 10,277,212
年增长: 2.71%
首都: 基加利
城市化: 18.9%

認識主更多 傳揚主更多

人种：13（23%未达之民）
官方语言：法语，英语，卢旺达语。整个国
家讲卢旺达语
最大宗教:
语种：5
基督教
福音派

教会周报
基督教
宗教构成
9,159,051
2,761,140

占人口 %
89.12
26.9

年增长
2.7
3.0

2018年3月18日

祷告挑战
（新闻来自微信公众号JesusChrist, 3月12日）
卢旺达一个省份的六名牧师以“策划”反对政府命令的罪名被捕，超过700座教堂被关闭。这些牧
师被控举行“不良意图的非法会议”，BBC报道。
据南非新闻24报道，中央基加利省的教会被命令停止运作，直到他们满足建筑，安全，卫生标
准以及污染法律等条件为止。其它省的教会可能也在接下来的这个月面临被关闭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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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针对信仰组织正在制定一项新的法律，要求牧师必须经过神学课程培训。当局想要通过这
项法律更好的控制传教士。

更多资讯请查询 http://www.operationworld.org

主日崇拜
9点和11点

本周经文 （新译本）
路22:19-20 他拿起饼来，感谢了，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
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记念我。” 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
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

“免得我们忘记”
讲员: David Yeh 牧师
经文：路加福音22:7-20

今日服事
敬拜: Abri

圣餐: David X

招待: Gloria/Sheldon/Maree/Jack
主日学 小小羊班:

翻译: Ann/Sunny
读经: David Kim/Joanne Xu

Rowena/Emily Han

Prescy/Christine

Michelle/Angela Z

Flora/Joy G

基督精兵班:
圣经探索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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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1日和3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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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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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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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候大家！上周日我们失去了亲爱的姐妹Frances Helleur。她是一位充满信心和能力带
着基督馨香的神奇姐妹。我曾有机会在Wendy Webster带领的姐妹查经组里遇到她和她
谈话，也很兴奋地了解到1970年代，神对新西兰教会以及她年轻时的带领。这也将我
带回那时我在上高中和大学的记忆。我们分享了那时在新西兰有祷告会和各样聚会。
神在对神和圣灵饥渴的人身上作神奇的工作。我感到那个时候的运动更加单纯，单单
对神真正的饥渴，但现在的常常混合了现代的技术和程序，试图制造气氛。我不是说
技术和程序不好，事实上它们很好地帮助了事工，但它们不能成为焦点或者被依赖的
因素。
我同时感到，目前我们对神的渴望主要的目的还是在寻求祂的祝福和能力来解决我们
的问题，是要神来为我们做事，而非寻求神本身。
我祷告神恢复真正的复兴，人们认罪悔改，渴慕祂的同在祂的圣洁，单单寻求神自己。
这样我们才能看到神开始改变我们的情形、环境，看到人们被神超自然地触摸，来到
基督面前接受救主。

教会消息

祷告 “你们要互相代求,”

逾越节特别敬拜晚会 – 3月30日，晚上
7.00~8.00
每月一次的中文周五聚会（每月最后一个周五）
本月应在3月30日，本月将取消一次，和逾越
节特别敬拜聚会联合，记念主耶稣基督的得胜。
请邀请你的朋友们一起来参加！

雅各书5:16下.

支持年轻人的咖啡亭
您可能有注意到每次聚会结束，有一组年轻人
在门口的咖啡亭服事。何不为自己或朋友买一
杯咖啡以示对年轻人的支持？$4/杯，可以付
现金或者刷卡
照看小孩
因为没人照看小孩，一些夫妇想要晚上一起参
加教会的课程变得非常困难。假如您有可能帮
到他们（有付费），请告知文华传道或者叶牧
师，未来有需要可以联络您
教会二手店 - 招募义工
教会二手店（在麦朗依湾）需要义工加入，周
二至周六（半天），如果您可以帮忙半天，可
以找Julie Klapf
男童童子军 – 需要爸爸帮手
哪位爸爸有可以传承给男孩的技能，请帮忙童
子军，一个学期一次也可以。请找Mike和
Kuniko Thomson夫妇。另外也需要一些帮手作
出于安全因素的监督
主日学 – 需要食物
请家长有心奉献一些饮料（Raro) 和饼干（不
要带果仁的）给主日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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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下列事项感恩
• Joji和Chihiro Kami, 教会的日语事工领袖，
最近得到了两年的工作许可签证。感谢神
听了我们的祷告，并且感谢教会的弟兄姐
妹一起支持他们

为下列事项祷告
• 继续为Kami一家祷告，求神坚固他们，
铺平他们前面的路
• Mark 和 Pam Helleur，他们的母亲Frances
Helleur上周日下午平静安息主怀。赞美神
她留下作为神所爱的儿女如此蒙福的美丽
见证
• 本月底即将来到的逾越节特别敬拜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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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异象学校和中文的异象
学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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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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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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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祝福大家

教会联系信息

David Y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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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服事表 2018年3月25日，9点和11点
带领敬拜
Garrett

司琴

音响

带领圣餐

读经

迎宾/领位

清点奉献

同声翻译

插花

茶点

Louis/Tommy/Darren/Michael

Abri

Emily R/Joy X

Kelly/Jing Gao/Fiona/Alison

Kevin/Tina Ren

Flora/Rebekah

Wendy

李宏/Jessica/Emily P/Mabel/P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