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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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线上直播）

这种心态和思维会毁了你的生活！

罗马书 12:2 

讲员：Abri Brancken 牧师

教会周报

2022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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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万国祷告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诗96：3”

本周经文 (和合本) –罗马书12：1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由约书亚计划 Joshua Project提供
沃罗杜古人在科特迪瓦
许多沃罗杜古人是小村庄里自给自足的农民，
种植水稻、玉米、山药、腰果和棉花。有些
年轻一代已经搬到大城市，他们的祖父是第
一个成为穆斯林的人。但在大多数小村庄，
年轻人只是名义上的"穆斯林"，大多数人不
去清真寺。真正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是精灵
崇拜或祖先崇拜。人们害怕巫师、死亡、地
狱和祖先，把大部分钱花在各种"保佑"上。
他们背诵《古兰经》，却不理解它。凡是有
钱的人都要把最年长的亲属送到麦加去朝圣。

事工阻礙: 这个非洲人的群体只有几部分的
《圣经》可读。

外展創意想法: 求主差遣懂得用沃罗杜古语讲
述圣经故事的福音工人，去到这个部落。

經文焦點: "我的民哪，你當聽，我要勸
戒你；以色列啊，甚願你肯聽從我。

"
- 诗篇 91:1

禱告重點 祈禱來自今日的未得之民群體中的
許多人，在與主的關係中尋得安息。 在沃罗
杜古部落当中有基督徒，求主让这些人能够
找到彼此，以便得到鼓励。 求主让他们学会
研读经文，并一起祷告。 求主让沃罗杜古这
个部落的识字率和就业机会提高。 求主使沃
罗杜古人能够经由信靠基督而摆脱恐惧。 求
主在这十年间，在沃罗杜古人当中兴起归向
基督运动。

10/40之窗: 沒有

總人口數: 124,000

世界人口: 124,000

主要語言: Worodougou

主要宗教: 伊斯兰教

圣经:
擁有部分聖經書
卷

線上語音NT: 沒有

耶穌傳: 有

錄音: 沒有

基督的追隨者:
少數, 少於百分
之二

狀態: 未接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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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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非常乐意回答您有关教会的问题。我们是个国际性多元文化教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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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中国朋友参加. どの国の方も大歓迎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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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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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would like to hear a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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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及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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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特殊紧急的祷告需求，请联络叶牧师
/文华传道，教会的代祷服事团队会为您
祷告。

感恩和祷告
• 从MBCC出去的宣教团队（青少年和成

人，长期和短期）全部平安回来！
• 神保护我们，赐给我们明辨和异象，在

末世敬虔警醒，完成祂的大使命，预备
主的带来

• 在封城期间失去亲人、失去工作的家庭。
求主赐给他们平安来处理事务，尤其在
额外的艰难时刻，坚固他们能奔走前面
的道路完成从上来的使命。

教会外展项目
➢ 街头传福音

每周六上午10.00 – 12.00 
Flora: 021 201 9577

➢ 幼儿音乐谷
每周四 (学期中) 上午10.30 – 12.00 
向红: 021 909188 （中文）
Maki: 027 3803627 （日文）

➢ 二手店周二 –周六（上午）
联络 Sarita 经理

➢ 食物银行联络 Caroline/Fran
➢ 英语课周一

Grace （初级）：022 6387288 （上午）
Roger （圣经）：021 725246（下午）

➢ 中文课周一
Anny Yu: 022 0826298

➢ 福音插花不定期
Annie Zhang: 027 3939345

➢ 启发课
週日第二堂教會教室

➢ CAP 
Gloria：022 0371281

➢ 各生命小组联络叶牧师和文华传道

遇见神 (教会敬拜祷告会)
每月第二和第四个主日晚上七点至八点
5月22日 @小厅

由Abri牧师带领，欢迎大家来参加。
您可以在不同的语言组里用母语祷告。

紧急救助食物银行
Caroline La Grange: 021 124 6996, carolinelagrange7@gmail.com
Fran Garside: 021 0528 065, fgarside@xtra.co.nz

通过在本教会奉献支持神的事工？
联络教会办公室，或只需简单填写下列内容并递交给前台

（请自己也务必保留此记录！！）

• 请给我一个奉献号 (并非必须，但如果您有了奉献号作为参考备注，请连贯一致地使用）

需要 不需要

• 我需要奉献收据 (用作税务局退税，每个财务年度结束后开具）

收据上请开具我的名字 (请拼写清晰)：

并发至我的电邮信箱（请拼写清晰）:

一般/什一奉献 12-3050-0301948-00；食品银行 -03；外展事工 -04

其它晚间敬拜聚会
中文 每月最后一个周五

晚7.30 （5月27日）

青年（英文）每月最后一个周日
晚5.30 （5月29日）

邀请您的亲朋好友用您的母语来敬拜

主日聚会义工
您可能已经留意到主日聚会需要各个
岗位的服事，迎宾、音响、翻译、茶
点、停车场、清洁等。如果您有心服

事，请联络我们：
office@mairangichurch.org.nz

非常感谢！

奉献收据
请发电邮至教会索取，请注明您在IRD

的姓名

新生命小组（英文）
5月27日星期五晚上7:00

在Abri牧师办公室

儿童主日学老师会议
本周日第二堂聚会结束后，12:45分开
始，教會提供简单的午餐。诚挚的邀
请所有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参加。

谢谢

员工休假
Ann  - 10/5 – 30/5

Ann休假期间，行政事务请联络叶牧
师和文华传道.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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