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和外展关注
本周我们鼓励大家为黎巴嫩共和国（亚洲） 祷告
地理
面积：10,230 平方公里
东地中海肥沃多山地区。在以色列和叙利亚
中间。古腓尼基所在。
人口: 4,254,583
年增长: 0.83%
首都: 贝鲁特
城市化: 87.2%
人种：23（35%未达之民）
官方语言：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普遍使用
语种：9

認識主更多 傳揚主更多
最大宗教:
基督教
福音派
穆斯林

穆斯林
宗教构成 占人口 %
1,360,190
31.97
21,410
0.5
2,508,502
58.96

年增长
0.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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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蒙垂听
对属灵事物开放和从其他宗教转成基督教的数目在增长。赞美神基督徒对2006年因以色列入侵
而被迫离开的人彰显恩典。传福音的信徒有异象，对外展有爱的委身。
祷告挑战
在过去70年黎巴嫩的历史是悲惨的，有公共战争，外国干涉和劫持人质。在政治稳定情况下，
黎巴嫩表现巨大的复原力和重建的潜力。尤其为以下祷告：
a) 政府及其领导。祷告政府为共同利益，平衡传统价值和人口现实来制定规则。
b) 获得充分的政治自由，宗教自由得到保护。黎巴嫩尽管有种种麻烦，但在中东地区的自由
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c) 在社区，家庭和个人当中的极深的伤害得医治。
d) 属灵上的饶恕。所有人都遭受痛苦，有无数的痛苦和仇恨机会。祷告圣灵能完成祂和解的
工作。
e) 在经历了多次战争和占领之后，南方的重建。很多在2006年未爆炸的弹药使重建变得危险。

更多资讯请查询 http://www.operationworld.org

本周经文 （新译本）
马太福音24:4-5
耶稣回答他们：“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人迷惑；因为许多人要假
冒我的名而来，说：‘我就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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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9点和11点

“末世迷惑 (第一部分)”
讲员: Abri Brancken 牧师
经文: 马太福音2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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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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8日和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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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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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爱真理
不管真相如何？！在我们这个世界，绝对真理 – 就是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对的，并且与
我们生命相关 – 这样的想法在变得越来越绝迹。绝对真理在社会中被当作童话故事，
是一种过时的想法，或者是让人智力受到侮辱的，今日的口号是“随便怎样！”相信你想
要相信的。做你觉得最好的。过能给你带来愉悦的生活，只要它没伤害到别人。当然，
要容忍。不要告诉别人他们是错的。然而，事实的真相就是绝对真理是存在的。
真理是强有力的。它带来生命。它在起初就存在，直到今天。真理让所有寻求耶稣基
督的人都能寻见。尽管我们的社会告诉我们相信绝对真理太狭隘了，支持绝对真理的
证据是压倒性的。基督说真理能使我们得自由。这个应许在任何时候都是真实的。我
想鼓励大家要爱神的话，花时间去研读。

神祝福大家

祷告 “你们要互相代求,”

教会祷告会 – 今晚
雅各书5:16下.
欢迎大家参加今晚教会祷告会，七点，在小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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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周五聚会 – 7月13日
中为墙上的代祷事项祷告
每月一次的日文周五聚会，7点到9点，每月第
二个周五。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敬拜主耶稣。
为下列事项感恩
紧急救援课程开始报名
7月14日周六在教会将举办一次紧急救援课程。
费用是每位50元，可以有20人参加。完成课程
后您将得到一份两年有效的证书。First Aid NZ
来提供培训。家长，老师或者任何干与人接触
工作的都会从中受益。请填写门口桌上的表格
报名注册。可以向办公室咨询详情。

• Pat 和 Kevin 黄弟兄 健康状况好转。Pat已
经出院回到老人院。

为下列事项祷告

• 继续为Pat和Kevin祷告，也要为Doreen,
Stephanie Chen 以及家珠姐妹的健康祷告，
求神触摸和医治她们。
• 即将来到的洗礼。求神坚固新信徒的信心，
洗礼– 7月15日
圣灵充满他们，使他们得释放开始新生活。
本月15日教会将有洗礼。任何在考虑要受洗的
•
我们的年轻人，祷告每一位都能被主耶稣
请联络牧师，将有受洗前课程提供。
触摸，透过他们的团契，宣教培训以及
职业男士早餐 – 7月28日，周六
RICE运动，等。为Jonathan， Samuel和
Montrose Café, I Montrose Terrace, Mairangi Bay
Cathy去中东国家的两周短宣祷告，求神
早晨 7.00 am ~ 8.15 am
保护他们，触摸他们，有更强的热忱去宣
$20/ 位
教。
现在开始预定，Abri牧师带领的一次受激励的
• 新的日语青年团契，6月14日开始。讲日
聚会。一起来享受团契和彼此支持，给我们的
语的青少年能聚集在一起学习，服事，在
国家带去神国的影响和改变。向Ann了解详情。
耶稣基督的爱里成长。求神赐带领者有智
慧和爱心来服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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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服事人员
有大量空缺需要服事人员，门口的迎宾，大厅
的领位，厨房的茶点，聚会后清点奉献，还有
楼上的音响，等等。如果您考虑要加入服事队
伍，请告诉牧师或者Ann.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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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服事表 2018年7月15日，9点和11点
带领敬拜

司琴

音响

带领圣餐

读经

迎宾/领位

清点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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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a/M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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