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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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线上直播）

透过服事他人来服事神
讲员：David Yeh 牧师

教会周报

2021年3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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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和外展关注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诗96：3”

本周我们鼓励大家为吉穆提·吉布提（吉布提共和国）（非洲）祷告

祷告挑战
近年涌进吉布提的移民族群里面存在一些福音派团契 – 从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刚
果、菲律宾、厄立特里亚和其它一些地方。这些团契里很多人对给索马里和阿法人传
福音有强烈的属灵负担。祷告他们能作相关的有效的见证。祷告他们彼此间在基督里
的和好和合一能对分离仇恨的吉布提人作见证。

少数的索马里和阿法信徒常被孤立，遭受来自亲戚的很多压力。他们的家庭会因为他
们离开穆斯林而排斥、殴打甚至杀害他们。祷告他们能在委身跟随耶稣后站立得稳。
祷告他们的聚会中能有效地使用圣经，圣灵在每个生命中工作。祷告神兴起坚定的基
督徒领袖在索马里和阿法信徒当中。

更多资讯请查询 http://www.operationworld.org

地理
面积: 23,200 平方公里
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之间酷
热、干旱的沙漠，可能是地球上任何国家
当中最热的。
人口: 879,053
年增长: 1.78%
首都：吉布提
城市化: 88.1%
人种：11 (55%未得之民）
官方语言：法语和阿拉伯语。商贸语言为
索马里语和阿法语
语种：10

本周经文 (和合本) –加拉太书5: 13
弟 兄 们 ， 你 们 蒙 召 是 要 得 自 由 ， 只 是 不 可 将 你 们 的 自 由 当 作 放 纵 情
欲 的机会，总要 用爱心互相服 事。

最大宗教: 伊斯兰教 占人口 % 年增长
基督教 15,383 1.75         0.2
福音派 1,207 0.1           3.4
穆斯林 852,945           9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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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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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二至周五早上9：30 – 下午12：30 （其它时间请预约）

主理牧师 Abri Brancken: 027 2104 730, abri@mairangichurch.org.nz

协理牧师 David Yeh：022 5220 670, david@mairangichurch.org.nz

青少年牧师 Kierohn Sims: 021 0276 3488, 

kierohn@mairangichurch.org.nz

华语传道 Wendy Liu: 021 0265 4800, wendy@mairangichurch.org.nz

日语教牧关怀 Joji & Chihiro Kami:   027 8048 702, 

joji@mairangichurch.org.nz

教会行政 Ann Yao: 021 2322 009, ann@mairangichurch.org.nz

二手店经理 Sarita Trollip: 027 8840 303, sar3110@gmail.com

教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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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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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论世界各地发生什么，神的计划不

受阻拦

为下列事项祷告
• Elizabeth Busse 左腿受伤，在北岸医

院，为康复以及之后的住宿祷告
• 在流行病毒威胁之下，政府能采取更

明智的应对举措
• 基督教会能醒来，顺服主耶稣的大使

命，兴起年轻一代，传福音给失丧的
灵魂，预备主的再来

• 教会的儿童事工，包括主日学、幼儿
音乐谷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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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能影响更多的人的
生命，得救和更多亲近主。

• 为我们当中走出去服事万民的弟兄姐
妹。远近宣教禾场的种子能茁壮成长，
成为别人的祝福。

遇见神 (教会敬拜和祷告会) – 3月14日及3月
28日
每月的第二和第四周有两次教会祷告会，
由Abri牧师带领，欢迎每位来参加。您可以
在不同的语言组里用母语祷告。

不同语言的敬拜聚会
日语 –每月第二个周五，3月12日晚上7.00
中文 –每月最后一个周五，3月26日晚7.30
请邀请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用您的母语来
敬拜。

紧急救助食品银行

Caroline La Grange: 021 124 6996, carolinelagrange7@gmail.com
Fran Garside: 021 0528 065, fgarside@xtra.co.nz; 

二手店奉献
请不要把奉献物品拿到教会

可再出售的物品请直接送到二手店 (Shop 1, 408 Beach Road, Mairangi Bay) 谢谢！

新朋友吗? 
欢迎您聚会结束后移步门厅，我们的牧师很乐意认识您

如果您带着孩子来教会，我们的青年牧师 Kierohn Sims 也很乐意与你们交流！

生命小组组长培训
时间 9.30 am – 2.30 pm

13/3, 周六
地点 贺晓东和周奕的家
现在开始登记……

生命小组组长短会
15 分钟

7/3 (本主日) 聚会结束后
小厅

业务领袖早餐会
时间 8.30 am

10/4, 周六
地点 教会楼下
费用 $20/人
现在开始登记……

生命小组组长
逾越节晚餐

时间 5.00 pm – 9.00 pm
27/3, 周六

地点 教会楼下
现在开始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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