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我们鼓励大家为冈比亚共和国（非洲）祷告

祷告挑战
宣教工作是由圣公会和卫理公会发起的，大部分局限于阿库人（在班珠尔的解放出来
的奴隶，说克里奥尔语的后裔）。对于大多数宗派来说挂名基督徒现象是个挑战。祷
告外籍基督徒团体的有效事工能展现福音。祷告挂名基督徒能在耶稣里找到真正的生
命。

冈比亚福音派教会很小，委身的基督徒几乎没有。祷告冈比亚人能有异象来向他们的
族群传福音；祷告有智慧如何来帮助那些移居到更偏远地区的人。祷告原居民教会能
被圣灵释放得自由，脱离恐惧和缺少信心的辖制；祷告基督徒能有力和有效服事冈比
亚同胞。

更多资讯请查询 http://www.operationwor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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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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主更多 傳揚主更多

主日崇拜
9点和11点

末世系列

“以西结书38和39章中的歌革玛各战争”

讲员: Abri Brancken 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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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和外展关注

地理
面积: 10,689 平方公里。 400公里的河岸飞地
实际上将塞内加尔的卡萨曼斯与国土的其它
地方分隔开。
人口: 1,750,732
年增长: 2.78%
首都: 班珠尔
城市化: 58.1%
人种：32 （44%未达之民）
官方语言: 英语
语种: 23

今日服事

敬拜: Garrett 圣餐: David X 翻译: Catherine/Sunny

接待:  Sophia/David/Caroline/Susan 茶点: Jenny L/Yinqiu/Ping/Fiona L

主日学 小小羊: Mimi/Joy L Prescy / Christine

基督精兵: Maria / Rebecca Flora/Joy G

圣经探索: Ivy / Joy X Jack / Jonathan

本周经文 (和合本) –以西结书38：1-6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玛各地的歌革，就是罗施、米
设、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设、土巴的
王歌革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
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
拿刀剑。波斯人、古实人，和弗人（又作吕彼亚人），各拿盾牌，头上
戴盔；歌篾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迦玛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
的民都同着你。

最大宗教: 穆斯林 占人口 % 年增长
基督徒 78,433        4.48              3.6
福音派 13,351        0.8                8.9
穆斯林 1,566,730     89.49

http://www.operationworld.org/
http://www.mairangichurch.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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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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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联系信息

教会办公室: 09 478-6314 office@mairangichurch.org.nz

主理牧师 Abri Brancken: 027 2104730 abri@mairangichurch.org.nz

协理牧师 David Yeh：022 5220670 david@mairangichurch.org.nz

华语传道 Wendy Liu: 021 02654800 wendy@mairangichurch.org.nz

日语教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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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y Lam: 021 1788052 Ivywclam@hotmail.com

二手店经理 Sarita Trollip: 027 8840303 sar3110@gmail.com

教会消息 祷告 “你们要互相代求,”

雅各书5:1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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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年最后一次中文周五聚会。

为下列事项祷告
• 今天为来自Abri牧师的信息祷告。愿

大家被神的话坚固，过荣耀神的生活。
• 我们教会能正确分辨神所指的道路，

让我们能走在神的旨意中。
• John Tan带领的柬埔寨短宣队。远近

宣教禾场的种子能茁壮成长，成为别
人的祝福。

• 众新西兰教会都能被圣灵催醒，给新
西兰带来复兴，尤其是年轻一代。

• 越来越多的人投入教会各个事工的服
事。

• 教会的外展项目，如二手店、幼儿音
乐谷、英文班、CAP释放小组、福音
插花工作坊和金缮艺术工作坊，能影
响更多的人的生命，更多亲近主。

• 目前有各样需要的人，请为Dorothy 
Andreassend的健康，Elizabeth Busse
上周失去了亲爱的丈夫Eddie。

遇见（教会敬拜祷告之夜 – 12月8日）
教会的祷告会在每月的第二和第四个周日晚
间七点。每场聚会的前半小时也有祷告会。
如果您有代祷的呼召，请来加入我们。

来参加我们每月两次晚间七点在大堂的敬拜
祷告会。让我们求主用祂的圣灵充满更新我
们。Abri牧师带领敬拜。

今年最后一季因为教会活动密集，教会祷告
会每月举行一次，即, 12月8日。

不同语言的周五晚间敬拜
每月一次的周五晚间敬拜：
日语 –第二个周五，晚间7点，12月13日
中文 –最后一个周五，晚间7点半，12月没有
聚会，明年再相聚！

二手店
教会的二手店新年期间会关闭，12月23日到
2020年1月6日。我们的义工需要有个很好的
休息，因为这一年中他们工作非常辛苦。

花园
教会的花园需要一些爱和关顾。如果有人愿
意组个小队一起来清洁花园，请联络教会办
公室的Ann。让我们使教会外观更加美丽。

油漆
我们教堂外的那块广告牌需要油漆。假如有
人可以帮忙非常感谢。请联络办公室了解详
情。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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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would like to hear a Chinese or Japanese translation, please ask for 
a headset. Please put the low battery headset at the yellow tray and the 

normal ones back to the original slot.
如果您需要听中文翻译可以向服事人员要一个耳机。请将需要充电的
耳机放在黄色的盒子里，正常的耳机请关闭电源放回原来的盒子。

只有一场主日聚会
@9.00 早晨

2019年12月29日，2020年1月5日
2020年1月12日， 2020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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