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和外展关注
本周我们鼓励大家为 菲律宾共和国（亚洲） 祷告
地理
面积：300,000 平方公里
80个省；7,250个岛屿，其中700个有人居住，
11个有非常大量的人口。最大的岛是吕宋岛
（ 11,6,000 平 方 公 里 ） 在 北 部 ， 棉 兰 老 岛
（102,000 平方公里）在南部。超过75%是山
区，容易产生毁灭性台风。
人口: 93,616,853
年增长: 1.83%
首都: 马尼拉
城市化: 66.4%
最大宗教:
人种：186（11%未达之民）
官方语言：菲律宾语（基于塔加拉族语），
英语
语种：181

基督教
福音派

認識主更多 傳揚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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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宗教构成
86,361,547
11,558,344

占人口 %
92.25
12.3

年增长
1.7
3.1

祷告挑战
特别的事工挑战：
a) 学生，1,800个高等学府和大学有超过250万。祷告有效的福音事工合作，信主的人数倍增，
全国性的学生宣教运动发展。
b) 孩子，超过一半的人口年龄小于20。学龄孩子24%不能上学；大部分不是因为工作就是没有
当地学校。单在马尼拉就有75,000名孩子流落街头。几十个宣教机构中只有三个是关注儿童
事工的。
c) 性交易工作者。有100,000孩子和400,000妇女参与，大多数人被运往其他国家。性产业显然
是第四大收入来源。祷告有关机构能拯救，改造和惩戒这些不幸的罪恶受害者。

更多资讯请查询 http://www.operationworld.org

本周经文 （新译本）
路加福音1:26-28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 神差遣，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到了一个童贞女那
里，她已经和大卫家一个名叫约瑟的人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是马利亚。天使进去，
对她说：“恭喜！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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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第二讲）”
讲员: Abri Brancken 牧师
经文: 路1: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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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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3日和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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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第二讲）
今天我们继续天使的系列。整本圣经我们都会读到有关天使。圣经中描述天使的词汇
有很多，比如，万军，被造物，信使，等。我们相信天使是在大地最初被造之前，被
神创造的，因为天使见证了神奇的创造。神问约伯一个问题，“我奠定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就只管说吧。”（伯38:4）。“那时晨星一起歌唱， 神的众
子也都欢呼。”（伯38:7）。可见神创造世界时，天使在欢喜快乐。大卫王敦促天使赞
美主，因为它们是被祂造的（诗148:2-5）。你可能记得第一讲中我们讨论过一个事实，
就是尽管天使是灵体，它们有能力以人的形象显现（创19:1；出3:2；士2:1；太1:20；
路1:26；约20:12）。
圣经时代天使向许多神的儿女们显现。不仅那时，如今它们依然是神的军队和代理人，
服事那些承受永生的人（来1:14）。神以祂的智慧，让天使来帮助我们，与祂同行。

教会消息

祷告 “你们要互相代求,”

教会祷告会 – 今天
今晚七点让我们在教会一起祷告，为教会实现
神的计划。每个人都可以来参加。

雅各书5:16下.

欢迎新朋友 – 今天
假如您是新来我们教会的，请在聚会结束后留
步，让我们彼此认识更多。通常我们每月最后
一个周日聚会结束有个简短的会议，欢迎新朋
友。
从怀疑到相信课程
请报名参加课程的弟兄姐妹留意时间安排，
6月1日（周五）晚上6点半到9点半
6月2日（周六）早上9点到下午6点
6月3日（周日）下午4点到晚上9点半
6月4日（周一）早上9点到下午5点
AGM预算预备会 – 6月3日，周日
请全体会员6月3日第二场聚会结束后留步，参
加会议讨论下个财务年度教会预算，您可以对
教会这一重要事项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洗礼 – 6月10日，周日
有打算受洗的请和牧师或者文华传道联络。洗
礼安排在6月10日第二场聚会。提前会有洗礼
班。
日语青年团契 – 6月14日，周四
每周四，晚间六点开始
邀请讲日语的青少年朋友来教会参加日语团契
联系人：Joji & Chihiro Kami

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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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们经历到教会一起祷告病得医治

为下列事项祷告
• 即将来到的洗礼。愿人们能听到主的呼召
并且顺服。
• 青少年异象学校，每周五晚上在教会。愿
孩子们被激励得鼓励跟随主耶稣，他们的
生命能被改变，能影响到他们周围的人，
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
• 中文异象学校，每周一晚上。愿学员在过
程中得到神清晰异象，看到要服事的道路。
• 即将开始的日语青年团契。愿那些讲日语
的青少年被呼召，一起学习一起服事，爱
耶稣基督的心一起成长。愿主赐带领的同
工智慧和爱心服事。
• 大家能更多参与在小组以及各项事工的服
事当中，要让生命成熟起来
• 今年教会举办的各样课程和活动，比如婚
姻课程，启发课程以及洗礼前课程等，来
帮助大家更好更深地认识主，清楚神的呼
召，以极大的喜乐和祝福来服事主
• 继续为楼下装修工程的经费祷告
• 目前有各样需要的人，签证、居留、工作、
健康问题，财务问题，关系问题，亲子教
育等等。

Abri Brancken 牧师

教会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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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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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