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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神 高举十字架的道和爱 见证耶稣复活的大能 

 

   
 序乐（默祷）  

 肃静歌  

 宣召 【诗篇 150:1-6】 

 歌颂赞美  
(立) 祷告  
(立) 宣读使徒信经  

 宣读圣经* 【诗篇 18:1-19】 
 聆听主道 【回首神隐秘大能的看顾】 
 回应诗歌 【赞美诗 282：虽然四面狂风大作】 
 奉献  

(立) 三一颂  
 成人洗礼  
 林巡珉神学生差遣礼  
 欢迎与家事分享  

(立) 差遣诗歌 【赞美诗 283：有一安息宁静之处】 
(立) 祝福  

(立) 阿们颂  

 殿乐（默祷）  

 平安散会、欢迎移步副堂茶叙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

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

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

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

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

信永生。阿们。  

教会现提供电子主日周报。但聚会中除了用手机看圣经、主日周报和作

听道笔记，请不要使用手机作其他用途。让我们彼此善意提醒、专心参

与崇拜。请记得将手机设定为静音或请勿打扰模式。 

主日崇拜程序 

使徒信经 

 我们教会的讲台圣经是

《新译本圣经》，若需要

可在招待处借用一本。 

http://www.wwbible.org/%E6%96%B0%E8%AD%AF%E6%9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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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圣经圣洁  生命影响生命 

  
 

圣工 12 月 30 日（本主日） 1 月 6 日 

证道 沈俊廷牧师 沈俊廷牧师 

领会 陆汉江 賈寅 

领唱 林峋光 许桂平 

司琴 Nicole Lok 蒋艾玲、刘菁萍 

多媒体 黄祈宾 Betty Liu 

招待 Clement, Kathy 
Yiin Lau、Angela Chieng 

Nancy Wong 

陪谈 刘菁萍、许桂平 黄传钦、林月凤 

交通 陆汉江、许桂平 陆汉江、黄传钦 

儿主老师 
刘会群、Christina Sim 

黄美花、沈师母 
Family worship service 

儿主厨房   

茶点 
钱超凤、刘思华 

邵    娟、王小玲 

陳冠慧、黄勤燕 

刘本娴 

清洁 英语团契 英语青年团契 

点算奉献   

  

1. 欢迎来到美恩堂。主日崇拜后，欢迎您移步副堂茶叙、彼此联谊。  

2. 请参加来临星期三的教会祷告会，同心为神国度祷告。 

“忽略了祷告会的基督徒就如同在危难中离弃了前线战友的士
兵。”                                                                            - Derek Prime 牧师 

3. 近期教会的聚会或事工前瞻，欢迎代祷关心及预备心前来参加： 

日期 聚会 讲题 讲员/系列 

6/1 圣餐主日 
前瞻顺服和蒙福的道路， 

诗 18:20-50 
沈俊廷牧师 

13/1  待定 朱建辉牧师 

20/1  
面对不公时心态上的更新，

罗 12:19-21 
陈礼亮牧师 

27/1  
基督徒的公民责任：顺服政

府（ㄧ），罗 13:1-7 
陈礼亮牧师 

欢迎与家事分享 

主日事奉轮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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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神 高举十字架的道和爱 见证耶稣复活的大能 

4. 上主日崇拜奉献： 

主日奉献 中英文: $611.10, 儿主: $16.50. 

十一奉献 3:$40, 11:$450, 16:$300, 64:$120, 71:$100, 74:$50, 89:$100, 
90:$50, 92:$1000, 43:$950, 62:$230, 92:$50, 21:$150, 81:$5, 
36:$400, 80:$1000, 14:$50, 41:$100, 33:$20, 32:$72. 

建堂奉献 1:$20, 3:$20, 16:$100, 64:$170, 71:$50, 43:$50, 106:$120. 
感恩/其他 10:$200, 101:$100, 103$100. 新普利茅斯布道所: 11:$100, 

16:$50. 林巡珉弟兄神学教育: 64:$30, 3:$20, 21:$50.  

若对奉献有疑问，请联络财政关敏仪姊妹：kwanmunyee@gmail.com。 
教会银行账户: 12-3077-0658357-02. 请注明您的姓名/编号和奉献类别。  

5. 本财政年差传奉献与建堂奉献情况： 

 建堂 正堂装修 
新普利茅斯
布道所 

林巡珉弟兄 
神学教育 

总额 

目标 $90,000.00 $15,000.00 $30,655.00 $30,000.00 $165,655.00 

实收 $30,751.16 $2,145.00 $7,510.00 $3,810.00 $44,216.16 

6. 若您要奉献支持 Khine姐妹明年 1 月尾前往菲律宾短宣，您可以将
奉献放入奉献信封，注明是给 Khine 姐妹，在主日放入奉献袋中；
或直接转账给她至银行账号：03-0905-0309627-000。 

7. 上周出席人数： 

中英联合崇拜 150 儿童主日学 32+4 总数 186 

中文周三祷告会 - 英文周五祷告会 - 总数 - 

8. 鼓励大家参与正堂维修的奉献。茶点时有售卖咖啡，收到的净收入
完全作正堂装修的经费。请购买预付卡（5 杯$20; 10 杯$35）。 

9. 《一年走过旧约圣经》读经计划：鼓励弟兄姐妹每日读经祷告亲近
神。请在招待处免费领取一本读经计划。  

10. 鸿恩堂初成家庭营：《如何培养敬虔优秀的后代》讲员：何仲柯医
生、苏绯云博士（初成）；Ian Fletcher, Lyn Anderson（儿童）。日
期：2019 年 6 月 1-3 日（Queen’s Birthday Weekend）。报名费：成
人$330pp；儿童 $130 pp （十二岁以下）；三岁以下免费（Early 
Bird 31/12/2018 前）地点：Wairakei Resort Taupo。报名详情请参
阅： www.lovemyfamilycamp.org。 

11. 来临星期三有 2019年第一个祷告会。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参
加。 

http://www.lovemyfamilycam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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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圣经圣洁  生命影响生命 

 

 

 

 

 

“20但现在肢体虽然很多，身体却只是一个。21眼睛不能对手

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

们。」”（林前 12:20-21） 

12. 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参加团契生活。请按照以下资料选择适合您
的团契，联系所属的联系人。若没有交通，团契可以帮忙安排。 

13. 我们的聚会，欢迎参加和邀请朋友参加： 

中文祷告会 每周三 7:30pm 副堂 

儿童主日学 每主日 1:30pm Kent Room (后分班) 

美恩堂诗班 每主日 11:30am 副堂 

儿童诗班 每主日 3:30pm 副堂 

青少年团契(英)  暂停 (Samuel 021-026 59880) 

职青

团契 

中区小组 
（查经） 周六(5/1) 7pm (传钦 021-1371782) 

姐妹小组 暂停 

初成
团契 

团契聚会 
(年头展望分享会) 周五(11/1) 7:30pm (贾寅 021-707574) 

东区小组 周五(4/1) 7:30pm (Richard 021-482443) 

Mt Roskill 区 
小组 周五(4/1) 7:30pm 

705 Mt Eden Rd, Mt Eden. 
 (徐达雄 021-1080110) 

Hillsborough 区 
小组 周五(4/1) 7:30pm 

41 Eaton Rd, Hillsborough 
(景逸 021-484302) 

北岸小组 周五(4/1) 7:30pm (隆昌 021-528880) 
成年团契聚会 

(赞美操+信徒灵命造就
课程) 

周六(5/1) 10am Lounge (刘孝祥 021-
2124633) 

妈妈小组 暂停 (沈师母 832-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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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神 高举十字架的道和爱 见证耶稣复活的大能 

 

1. 为身体有病痛的祷告，特别为 Sofie 姐妹（类风湿性关节炎）、
Judy 姐妹的母亲（中风后的康复）、Anslem 弟兄 （淋巴癌）、刘
桂梅姐妹（中风）、杨慧英姐妹（脑瘤）、林炽龙弟兄（右肩）、
王飘萍姐妹（乳腺癌）。求神大能手医治和坚固他们。 

2. 为斐济布道所的成立继续祷告。求神为这布道所差遣和设立牧者去
牧养主的羊群，在当地带领教会广传福音。求神为这个地方的华人
再次大开传道和福音的门。为现在在当地考察的李轩建宣教士和师
母祷告，求神亲自引导他们明白神的带领。  

3. 为圣诞节布道会感恩，求神继续带领慕道的朋友来到教会，最终接
受主耶稣基督作他们的救主。 

4. 为儿童主日学校长的需要继续祷告！求神亲自感动，让一个合适的
弟兄或姐妹，得以看见这个圣工的需要，依靠神的能力，愿意在这
个事奉岗位上事奉神。 

5. 为林巡珉弟兄去美国路易斯维尔的美南浸信会神学院读神学祷告。
求神保守他一家的行程，无论学习、事奉、家庭生活、孩子的教育
等等一切的需要，都有神奇妙恩典的带领。 

6. 为在中国受逼迫的教会祷告。求神保守在受逼迫的教会弟兄姐妹。
求神使用他们为基督作美好见证。求神藉此更加的复兴中国教会。 

7. 为津巴布韦祷告，有约一千七百万人口。虽然
有约 76%是基督徒，但是大多基督徒持某种与
当地宗教结合的基督教信仰。求神差遣忠于教
导真理的传道人，引领教会归正于纯正的信仰
和生活。求神帮助这个国家解决艾滋病泛滥和
贫困的问题。（点击看代祷视频） 

8.   

《信仰与奋斗力的建造》作者：唐崇荣 

『我们盼望有信仰的建立，也盼望有奋斗力的建

立，好叫我们这一生不是懒惰因循，坐下吃喝，起来

玩耍，就这样逢场做戏，虚度我们的年日。唯认识上

帝，人才能认识自己。当你认识真理的本体，将流浪

的理性归回上帝，就是信仰的建立。当你看到上帝的

旨意和人为自己所定的人生计划，是两回事的时候，

你就要重建人生的奋斗』  

书籍推介 

教会代祷事项 

欢迎您到图书馆借阅此书或其他书籍。 

https://www.facebook.com/praychangeworld/videos/113751986300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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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同歌颂赞美神： 

o 任选一首诗歌，或唱《坚定的爱 The Steadfast Love of the Lord》 

2. 一同学习神的话： 

o 可使用你所使用的儿童圣经或家庭祭坛材料，或一起诵读《一

年走过旧约》今天的经文并作分享。 

o 或使用以下材料： 

▪ 经文：“10 但以理知道这文告签署了以后，就上到自己家里

楼顶上的房间，这房间的窗户朝向耶路撒冷开着；他一日

三次双膝跪下，在他的 神面前祷告称谢，像往日一

样。”（但以理书 6:10） 

▪ 信息：但以理先知曾在大利乌王朝中为臣子。大利乌后来

被误导颁布了圣旨命令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

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麽，就必被扔在狮子坑中。但以理

被剥夺敬拜上帝的自由时，他选择了静默不语。他即没有

顺服王的圣旨停止敬拜上帝，也不遵王盖了玉玺的禁令，

继续一日三次向上帝祈祷。但以理之后被奸臣按圣旨把他

下入狮子坑中时，也是一言不发。他并没有因受到迫害而

公开批评王是邪恶的昏君。更惊人的是但以理对王的谦恭

态度。但以理蒙上帝在狮子坑中拯救后，依然谦恭对待大

利乌这位命令百姓敬拜他并把但以理丢进狮子坑的王。但

以理对王如此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

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

没有行过亏损的事。”（但 6:21-22）。但以理在专制武断的

政治环境下，选择了顺服君王并尊荣君王，在恶劣的环境

中更坚守他对上帝的敬拜。真是令人佩服。 

3. 一同祷告： 

o 各人可以提出希望祷告的事项。 

o 可以从此周报《教会代祷事项》提出一两样。 

o 学习自发的轮流开声为以上事项祷告。 

o 最后由父亲/主领作结束祷告。可以使用以下祷告： 

▪  “天父上帝，感谢祢，主耶稣也曾给我们留下为义受苦的榜

样！帮助我们学习祂的样式，口里没有犯罪，只把自己交托

那公义的审判者。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每周家庭祭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OFh9WFe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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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神隐秘大能的看顾 

诗篇 18:1-19 

 

 

 

 

 

 

 

 

 

 

 
 

本周金句：“6 急难临到我的时候，我求告耶和华， 我向我的 神呼求； 他

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在他面前的呼求进了他的耳中。”（路 1:46-47） 

会长：龚紫阳牧师 

顾问牧师：萧招和牧师 

奥克兰北岸 布道所 陈礼亮牧师 4:00pm(中) 
539 Albany Highway, Albany, Auckland.  
(09)5276898, acmc@xtra.co.nz 

奥克兰 鸿恩堂 陈礼亮牧师 10:00am(中) 
12 Young Rd, Mt Wellington, Auckland.  
(09)5276898, acmc@xtra.co.nz 

奥克兰 美恩堂 
沈俊廷牧师 

陈泳荣牧师 

1:30pm(中) 
1:30pm(英) 

12 St Vincent Ave, Remuera, Auckland. 
(09)8326278, aaronctsim@gmail.com 

汉美顿 布道所 何明道牧师 2:00pm(中) 
120 Masters Ave, Hillcrest, Hamilton. 
(07)9294053, hamiltoncmmc@hotmail.com 

淘朗加 佳恩堂 
王受宽牧师 

方玲爱传道 
2:00pm(中) 

56 Chadwick Rd, Greerton, Tauranga. 
(07)5745818, eunicehwong@yahoo.com 

新普利茅斯 布道所 陈则达传道 2:30pm(中) 
89 Liardet St, New Plymouth. 
(06)7579866, tcdting@hotmail.com 

威灵顿 惠恩堂 王世辉牧师 2:00pm(中) 
46-48 Boulcott St, Wellington. 
(04)4785003, pastor.wcmc@gmail.com 

基督城 颂恩堂 
龚紫阳牧师 

陈庆明传道 
10:00am(中) 

165 Papanui Rd, Merivale, Christchurch. 
(03)3557728, office.ccmc.nz@gmail.com 

但尼丁 宣恩堂 黄达传道 10:30am(中) 
500 Great King St, Dunedin.  
(021)1725480, huangda1983@hotmail.com 

皇后镇 布道站 黄达传道 
隔周 

1:00pm(中) 
1 Camp St, Queenstown. 
(021)1725480, huangda1983@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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