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和外展关注
本周我们鼓励大家为 南非共和国（非洲） 祷告
地理
面积：1,218,363 平方公里
拥有九个省的共和国，在非洲最南端。东部
相对多水；约往西越干旱沙漠
人口: 50,592,408
年增长: 0.99%
首都: 开普敦（立法上）；比勒陀利亚（行政
上）；布隆方丹（司法上）
城市化: 61.7%
人种：62（10%未达之民）
官方语言：多数人种的语言。英语和南非荷
兰语是受教育人群的主要语言
最大宗教:
语种：11
基督教
福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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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挑战
种族隔离的遗留问题继续冲击这个国家。尽管某些地区有进步，过去的不平等和不公义继续在
打造这个国家的未来。尤其为下列祷告：
a) 所有种族间的和解。不只是黑-白之间的张力，也有对有色人种和印度人以及各种黑色种族
的关系。“彩虹国”人种分布广而麻烦众多，人们需要继续面对彼此间鄙视，不信任和根深蒂
固的伤害和恐惧。祷告教会能引领一条道路，活出在基督耶稣里合一的真理。
b) 贫穷和经济不平等。土地再分配和就业平权运动是有争议的发起人，想要帮助先前不利的
人，但是他们以牺牲经济的有效运行为代价。极端的财富和贫困依然存在。黑人多数本身
也包括一个富裕的精英阶层和一个贫穷的多数派，但中产阶级正在增长。为经济措施祈祷，
能会提升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同时不会削弱经济的有效运行。
c) 强奸和恶性犯罪率惊人的高。非法枪支泛滥，贫困，绝望和缺乏正义助长了绝望和无政府
状态。为那些为正义和人民安全而工作的人祷告 - 特别是为陷入困境的警察祈祷。为基督教
事工为有风险的儿童，失业青年，囚犯和警察部队祷告。祈求暴力的灵 - 无论是身体上的还
是性上的 - 都在基督权柄的捆绑之下。

更多资讯请查询 http://www.operationworld.org

本周经文 （新译本）
利未记17:11 因为动物的生命是在血里，我指定这祭坛上的血代替你们的生命，因
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代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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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里有生命”
讲员: Abri Brancken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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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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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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的血使我们得自由
耶稣基督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完全顺服祂的父。耶稣只作祂父所作的只听说祂父所
说的（约5:19，约8:28）。祂给出祂的生命、祂的血，好让我们得生命。因为基督的血
我们得救赎，我们现在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林后5:17），因着祂的血，我们从罪中得
自由来服事活着的神，来荣耀祂，来享受祂的同在直到永远。
我被饶恕
“我们在他爱子里，借着他的血蒙了救赎，过犯得到赦免，都是按着他丰盛的恩典。”
（弗1:7）
在这节经文我们看到基督的血的大能 – 因为基督流血，所有人的罪被赦免。基督的血
能救赎。基督耶稣的血使我们在罪中得自由！保罗写道，“感谢 神，你们虽然作过罪
的奴仆，现在却从心里顺从了传授给你们的教义的规范。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
就作了义的奴仆。”（罗6:17-18）。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宝血的大能；从罪的捆绑中
我们得解救；世界的罪的赎价已经付清。你已经接受主耶稣的救赎了吗？

教会消息

祷告 “你们要互相代求,”

教会祷告会 – 今晚七点
每月两次的教会祷告会今晚七点在小厅。欢迎
大家加入一起祷告

雅各书5:16下.

欢迎新朋友 – 今天
我们很高兴能在教会遇到新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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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在聚会后留步，让我们彼此认识更多。请生
命小组的组长们和各项事工的领袖也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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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越节特别敬拜晚会 – 3月30日，晚上
为下列事项祷告
7.00~8.00
• 新朋友在我们中间能感到受欢迎，灵性得
每月一次的中文周五聚会（每月最后一个周五）
丰富，能遇到救主并接受来自主耶稣基督
本月应在3月30日，本月将取消一次，和逾越
的救恩
节特别敬拜聚会联合，记念主耶稣基督的得胜。
• 大家能更多参与在小组以及各项事工的服
请邀请你的朋友们一起来参加！
事当中，要让生命成熟起来
生命小组组长会议 – 8/4, 12:40
• 继续为Kami一家祷告，求神坚固他们，
所有的生命小组组长请在4月8日那个周日第二
铺平他们前面的路
场聚会结束后参加一次会议，可以对小组的情
• 本月底即将来到的逾越节特别敬拜聚会以
况有反馈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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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年轻人的咖啡亭
和复活
您可能有注意到每次聚会结束，有一组年轻人
•
今年教会将要举办的各样课程和活动，比
在门口的咖啡亭服事。何不为自己或朋友买一
如婚姻课程，启发课程以及洗礼前课程等，
杯咖啡以示对年轻人的支持？$4/杯，可以付
来帮助大家更好更深地认识主，清楚神的
现金或者刷卡，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呼召，以极大的喜乐和祝福来服事主
夏令时结束 – 下周日
• 继续为楼下装修工程的经费祷告
请大家留意下周日夏令时结束，记得在周六晚
• 目前有各样需要的人，签证、居留、工作、
将时钟拨慢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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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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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