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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S MESSAGE

牧者介紹

歡迎⼤家來到長堤台福基督教會這愛的⼤家庭，我們⼀同相聚在基
督的愛裡，願我們教會成為您海外移⺠的家。 
  1997年上帝⽤路加福⾳10章42節呼召我--選擇上好的福⾳，因為不清
楚是出於⾃⼰的感動，還是出於神?⼼中禱告反覆思想查驗兩年後，內⼼
仍有強烈的感動，得到妻⼦的同意後，1999年神帶領我們全家從台灣移
⺠到紐⻄蘭，當年八⽉開始就讀美國台福神學院，2002年賣房全家搬到
美國，希望能在主任牧師的遮蓋下負責牧養華語堂，但是神的意念道路
都⾼過我們，⼼中⾃⼰清楚，留在美國的動機是為⾃⼰，回紐開拓教會
是為上帝。2003年我們願意順服神的帶領(撒上15:22)，決定放下⾃⼰，
體貼主的⼼腸，舉家⼜回到奧克蘭全⼼開拓長堤教會，⼀切從無開始，
從租借聚會場地，數次搬遷，家庭查經⼩組，⼀對⼀個⼈栽培，帶領青
年團契⾼中與⼤學⽣，第⼀年聚會⼈數已超過九⼗⼈，有三⼗四⼈受
洗。

「你⼀⽣⼀世必得安穩─有豐盛的救恩，並智慧和知識；
你以敬畏耶和華為⾄寶。」以賽亞書33章6節

龔偉鴻主任牧師



2004年上帝⽤⾺可福⾳6章37節: 「你們給他們
吃罷」，神的靈感動我開拓梅⻄⼤學校園福⾳事⼯，
並在校園內申請正式的學⽣社團MCCF(Massey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每週提供六⼗份便
當(三菜⼀⾁)餵養海外華⼈留學⽣，每年發送1560個
便當，週五在校園內聚會: 查考聖經、阿法課程、專
題講座，每週有固定⼆⼗多⼈參加，每年平均有兩⾄
三位受洗。 

2015年上帝⽤羅⾺書15章20節: 「我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傳福⾳，免得建造在別⼈
的根基上。」在華⼈集中聚集的地⽅卻沒有華⼈教會
的區域建立教會，當年九⽉先成立⽊槿灣開拓⼩組禱
告會，2016年3⽉差派住在當地的九個家庭在
Silverdale成立⽊槿灣台福教會，2017年6⽉聘請黃
俊翔傳道夫婦⼀起參與開拓牧養，⽬前聚會⼈數成⼈
有九⼗多⼈，兒童有六⼗多⼈。 
這些年來Long Bay新區從原來的農場保留地紛

紛變成住宅區，政府要興建2500⼾，有完善的週邊
建設與造鎮的計劃，加上Torbay老社區有5000多
⼾，但沒有⼀間華⼈教會，2018年10⽉我們決定在
Long Bay成立開拓禱告⼩組，12⽉舉辦第⼀次聖誕
晚會，2019年6⽉將正式設立長灣台福教會，並在週
間開設:查經⼩組、親⼦⼩組、夫妻成長⼩組、老⼈
事⼯，作為社區關懷的事⼯，滿⾜⼈⼼靈的需要，引
導進入教會。 感謝 主的恩典，讓我們可以長期租借

St. Mary by the Sea洋⼈教會作為主⽇崇拜的聚會
場所。 
   這⼗六年來，神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祂的路徑
都滴下脂油(詩篇65:11)，耶和华果然为我们⾏了⼤
事，我们就欢喜（诗篇126：3）。每⼀个開拓的過
程，都有上帝雲柱火柱的引領，但我們也經歷神許可
的創傷，神使我們進入網羅，把重擔放在我們⾝上，
祂使⼈坐⾞軋我們的頭，我們經過⽔火，祂卻使我們
到豐富之地(詩篇66:11-12)。回頭來看，萬事都互相
效⼒，叫愛神的⼈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
(羅8:28)，我們不禁讚嘆，⼀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
神的憐憫。 
長堤教會是⼀所注重聖經的教導與經歷聖靈的教

會，我們是⼀所⽤⼼靈與誠實敬拜神的教會，我們信
仰的核⼼是「五個唯獨」--唯獨聖經、唯獨恩典、唯
獨信⼼、唯獨基督、唯獨歸榮耀與神。我們每⼀個⼈
都是上帝⽤重價買贖回來的⼈，都要成全上帝所託付
的事，在⽣活中來榮耀上帝。我們期望建立⼀所持守
真道合⼀的教會，建立⼀所彼此相愛合⼀的教會，是
將信仰⽣活化，應⽤在家庭—改善夫妻關係、改善親
⼦關係，將信仰傳承給下⼀代，培養敬虔的後代。這
是我們的異象，這是我們的使命。 
   同是海外天涯同路⼈，我們願意在基督裡，在走
⼗架的路上，與你們⼼連⼼，⼿牽⼿，⼀起同奔天
路，⼀起經歷神信實的恩典與慈愛！



2019年長堤家庭⽣活營



主後1990年紐⻄蘭因移⺠政策的放寬，2000年開始對
海外留學⽣開放，從中國⼤陸來的新移⺠與留學⽣⼈數不斷
激增。紐⻄蘭各教會，特別是華⼈教會，體認這是上帝為我
們向中國宣教所開的另⼀扇⾨，均把握機會積極傳福⾳，聯
合舉辦佈道⼤會，進入校園向學⽣傳福⾳，並且也陸續產⽣
了⼀些新的華⼈教會，據2018年6⽉紐⻄蘭統計局表⽰紐⻄
蘭華⼈數量在2013年為20萬⼈左右，預計到2025年,這個數
字會增加到31萬到37萬之間，到了2038年華⼈數量最多可以
達到50萬⼈,比2013年⼤約翻⼀番。在奧克蘭城市就有七⼗
間華⼈教會，⼀萬個信徒，奧克蘭華⼈含中國留學⽣約有⼗
五萬⼈，平均信主⼈⼝比例是百分之6.6⼈，實在還有很⼤成
長的空間，華⼈教會當戮⼒以赴傳福⾳領⼈歸主。 

2002年2⽉紐⻄蘭區會為配合總會0575計劃﹝2005年台
福教會成長達到75間教會﹞，決定奧克蘭北岸的Albany 
區，並靠近Massey梅⻄⼤學，開拓第四間台福教會。教會
草創時期租⽤洋⼈教會下午2:00聚會，週間開放⾃⼰家庭有
查經⼩組、以及進入會友家庭帶領基要真理課程、⼀對⼀陪
讀聖經、週末有青年團契聚會(⼤學與⾼中⽣)，都提供飯食
以增加彼此的了解與代禱，第⼀年聚會⼈數就超過九⼗⼈(成
⼈)，兒童⼆⼗⼈，受洗⼈數34⼈。 

在教會開拓之前，2002年底劉富理院長差遣我們回紐⻄
蘭開拓教會，美國柑縣台福教會陳敏欽牧師與劉富誠長老以
及長執會願意與台福總會共同⽀助我們三年的經費，使我們
長堤教會成為美國柑縣台福教會的海外教會，2007年4⽉份
復活節，陳敏欽牧師更帶領⼗八位柑縣教會短宣隊員，來紐

⻄蘭帶領四間台福教會青年營會，堅固建造激勵⼀百⼆⼗六
位青年愛主的⼼，有三⼗多位決志信主，為主結出許多美好
的果⼦。因著總會與柑縣教會的⽀持，長堤教會得以全⼒發
展教會、傳福⾳領⼈歸主、⾨徒訓練、建立⼩組、帶領⼤專
青年，第⼀年主⽇崇拜聚會的⼈數已⾼達九⼗⼈，有三⼗四
位弟兄姊妹受洗，會友來⾃中國⼤陸的弟兄姊妹⾼達百分之
九⼗，對⼀個來⾃台灣剛從神學院畢業的傳道⼈，是⼀個極
⼤的挑戰與艱辛的服事，但也堪稱是教會⼀⼤特⾊，台灣⼈
的牧者，牧養⼀群來⾃中國⼤陸的弟兄姊妹，雖然彼此間存
在著很⼤的⽂化差異，但因為有主的愛，許多的困難與挑戰
皆能迎刃⽽解，當他們認識主、接受福⾳以後，他們對信仰
的追求很認真，經歷神也非常實在。焦點若是基督，順服遵
⾏主道，教會就會跟著興旺。所以，重點不是⽂化差異，⽽
是⽣命的改變。  

這⼗六年來教會也曾經歷許多危機，經歷⽔火，回頭來
看，這也是神所允許的，為要更多熬煉我、鍛煉我的信⼼，
要我更專⼼信靠祂。在禱告中等候神，親⾝經歷神⽤雲柱火
柱的引領，神⽤耶利米書30章18-19節: 「耶和華如此說：我
必使雅各被擄去的帳棚歸回，也必顧惜他的住處。城必建造
在原舊的⼭岡；宮殿也照舊有⼈居住。必有感謝和歡樂的聲
⾳從其中發出，我要使他們增多，不致減少；使他們尊榮，
不致卑微。」八年之後，我們真實經歷神的信實與安慰，神
使我們聚會⼈數增長四倍，從原來只剩下三⼗多⼈，增長到
⼀百四⼗⼈(成⼈)，兒童有三⼗多⼈，另外還開拓兩間教會
—⽊槿灣台福教會，長灣台福教會。神除去我的羞辱，在我
這軟弱的器⽫上，彰顯祂的榮耀(詩篇66:12)。 

WELCOME

歡迎介紹



兒童主⽇學表演

青年團契

師資培訓

主⽇聚會



新舊約聖經是上帝所啟⽰無謬誤的話語，陳明上
帝完備救⼈的聖旨，是基督徒信仰與⽣活最⾼權威。
⾃有永有的真活上帝，永存於聖⽗、聖⼦與聖靈三位
⼀體。 三位⼀體的上帝創造、維護並統管宇宙萬物，
但祂在⼀切受造物之前，且與被造物有別。⼈類始祖
亞當是按上帝的形像被造，但因得罪上帝⽽失去原有
純真本性，遭致本⾝及其後裔的定罪及死亡，因此⼈
類需要救贖，但卻全然無能⾃救。  

上帝因祂的慈愛與憐恤，在⼈類墮落之後為⼈類
預備救贖⼤功且與祂的⼦⺠訂立恩典之約，上帝不但
應許⽽且實際地賜下救主耶穌基督，使信靠祂的⼈得
以稱義與享受永⽣。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獨⽣⼦，由⽗
上帝所差遣，從聖靈所感孕，藉童女⾺利亞出⽣，祂
⼀⽣無罪順服，並為那些相信祂的⼦⺠受苦被釘在⼗
字架上，上帝使祂從死裡復活，並且⾼昇祂為主為基
督，並將所應許之聖靈賜給教會。  

⼈的得救本乎恩也因著相信耶穌，被救贖的罪⼈
得以成為上帝的⼦⺠，承受永⽣，耶穌基督是上帝與
⼈之間的唯⼀中保，唯獨藉著祂才能到⽗那裡去。 
信徒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蒙召順著聖靈⽽⾏，向
罪死、在義上活、效法基督、顯出聖靈的果⼦。善功
是基督徒⽣活的本份⽽不是稱義之根據。唯獨上帝才
是我們良⼼的主宰。  

所有真信徒是屬於基督，是聖靈的居所，是基督
的⾝體，亦是無形的教會；教會在基督裡是聖潔、普
世性與合⼀的。無形的教會藉有形的教會表明出來，
地⽅教會包括⼀切因信基督⽽受洗，作為上帝的⼦
⺠、祭司的國度。教會必須漸漸長⼤，滿有基督成長
的⾝量，藉著運⽤聖靈的恩賜在崇拜、聖禮、團契、
訓律與服事、⾒證等事上完成宣教的聖⼯。信徒皆為
祭司，受職者與平信徒同⼼服事。在末⽇，基督將親
⾃有形體的再來，審判活⼈與死⼈。死⼈將有形體的
復活，信徒藉聖靈承受永⽣，不信的⼈被定罪，新天
新地於是開始。

BELIEF

我們的信仰



JESUS CHRIST  
We believe that Jesus Christ was born of the 
Virgin Mary, lived a sinless life, died for our sins, 
was raised from the dead and is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Father as true God and true man.  
Matt 1:18-25. Rom 9:5. Heb 12:2

THE BIBLE  
We believe the entire Bible is the inspired, 
infallible, authoritative Word of God and should 
be the supreme and final authority in our lives 
and faith. 2 Tim 3:16-17. 2 Peter 1:20-21

ONE GOD 
We believe in one God who exists and reveal 
Himself in three person: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Deut 6:4. 2 Cor 13:14 

SALVATION  
We believe that all mankind was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but fell from relationship with God 
by voluntary disobedience. Only through 
accepting Jesus Christ’s substitutionary 
sacrifice of His shed blood for our sins, can we 
be forgiven and restored into fellowship with 
God. Gen 1:27. Rom 3:23. Eph 1:7. Rom 6:23 

ETERNITY 
We believe in the personal and imminent return 
of our Lord and the following bodily resurrection 
of the just and the unjust, with everlasting joy for 
the saved and everlasting, conscious 
punishment of the lost. Acts 1:11. Rev 20:4-6. 
Rev 11-15. 2 Cor 5:10. 1 Thes 4:13-17

THE CHURCH 
We believe that the Church is comprised of all 
those who acknowledge Jesus as Lord and 
Saviour and that scripture instructs believers to 
identify and regularly assemble with other 
believers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worship, 
prayer, teaching of the Bible, fellowship, and 
works of service. Heb 10:24 

THE HOLY SPIRIT 
We believe that at the point of salvation the Holy 
Spirit fills each believer to be a source of 
strength, assurance, and wisdom. 1 Cor 2:9-14. 1 
Cor 6:19-20. Matt 3:11. Acts 2:4. Acts 38-39 

THE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We believe that the Holy Spirit has supernatural 
abilities to distribute to Christians for the 
instruction and empowering of every believer 
and when operated in balance and order will 
bring God glory. 1 Cor 12:1-12. 1 Cor 14:40. John 
16:13-14 

COMMUNION 
We believe that the holy ordinance of 
Communion should be received by believers 
walking in fellowship with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a remembrance and celebration of what 
Christ accomplished for them on the cross. Luke 
22:19-20. 1 Cor 11:23-29 



CELL GROUPS

教會⼩組

兒童主⽇學 
讓更多的孩⼦們在最珍貴，未喪失童真與單純的兒童時期來認識

主耶穌，並接受祂作為 我們⽣命中的救主。在這個不平安的世
代，把孩⼦帶到教會，接受主⽇學，以聖經為原則的品格教育，

是很需要的。我們有愛⼼付出的老師，⽤神的話來餵養激勵我們

的下⼀代；活潑的教學⽅式，配合遊戲和活動來啟發孩⼦對內容

的深度思考；有系統的聖經故事，打下穩固紮實的聖經知識基

礎！我們歡迎所有的⼩孩⼦來到主⽇ 學，讓我們在年少時就有幸
來認識神，依靠神，經歷這⼜真⼜活的主耶穌基督。 
週⽇上午 10:00 | 郭⼼瑜 Cindy Guo - 09 4736841 | Mairangi 
Bay Primary School

親⼦⼩組 
我們歡迎⽗⺟帶學齡前的孩⼦⼀同參加，並備有遊戲區供應孩⼦玩耍。我們聚會內容讀書會⽅式共同

研讀有關親職教育的書籍，彼此分享交流。透過專業的⾓度及先進的正⾯⼼理學來幫助⽗⺟培育禮貌

優秀的下⼀代。週⼆上午 10:00 | 1010A East Coast Road, Torbay  
郭⼼瑜 Cindy Guo - 09 4736841  

家庭查經⼩組 
透過團契讓我們互相學習，勉勵彼此造就弟兄姊妹中家庭⽣活中能領受更多神的恩典！ 
磐⽯⼩組 週⼀晚上7:30  | 130 Greenhithe Road, Greenhithe | 龔牧師 09 4769930 
恩典⼩組 週五晚上 7:30 | 3 Richards Avenue, Forrest Hill | 杜敬軍 09 4491178 
活⽔⼩組 週三晚上 7:30 | Sushi Factory 170 Wairau Road | 黃⼦瑄 09 4107877 
盼望⼩組 週四上午 10:00 | 31 Braemar Road, Castor Bay | 黃⼦瑄 09 4107877

老⼈院信⼼⼩組 

我們有詩歌，活動，遊戲，聖經分享並且為老⼈

家禱告祝福。定期會帶領青年團契探望老⼈並有

按摩服務與活動以及每年聖誕節報佳⾳。 
週五上午 10:15-12:00 
634E East Coast Road Rest Home 
黃⼦瑄 09 4107877 



愛加倍⼩組 
課程⽬的: ⽤聖經真理來 建立基督化家庭,將信仰納入婚姻和家庭⽣活中。 
課程內容包括:(1)瞭解和發揮各⾃⽣命潛能與恩賜--《⾃我認識》、(2)教
導情侶認知基督徒的婚姻藍圖--《情侶必修》、(3)堅定丈夫與妻⼦的正確
婚姻信念--《豐盛婚姻》、(4)建立⽗⺟與孩⼦和諧的互動關係--《親⼦教
育》、(5)傳遞基督化家庭的⽂化及價值觀。期望能藉著實際的婚姻輔導的
個案和經驗、互動式的現場演⽰和遊戲、分享夫妻的溝通技巧與障礙,在危
機和衝突中體驗愛以及如何應對因離婚、再婚所帶出的困惑以及如何按孩

⼦的氣質做稱職的⽗⺟等希望能實際幫助移⺠家庭的需要。 
週四晚上7:00  | 68a Arran Road, Browns Bay 
週六下午 2:00 | 22H Manuka Road, Glenfield  
週六晚上 7:00 | 4 Unsworth Drive, Unsworth Heights 
倪耿忠 027 5584493 | 趙師⺠ 027 5579065 

“感謝主參加了愛加倍⼩組，學習了如何建立夫妻的關係，⽗
⺟與兒女的關係來榮耀神，還學到了男⼈與女⼈做家庭中各⾃

的職責，彼此配搭和扶持，⼀⽣為主⽽活做美好的⾒證。” 

“在這裡我們通過主的話語學習如何彼此相愛，彼此依靠；如何
⾯對過往，坦誠相待。在這裡我們通過問題討論，聆聽和回應

彼此建立更緊密的夫妻關係。感謝主，這真的是⼀個充滿愛和

美好⾒證的聚會。” 
Renee 周 

Sandy孫 



長堤台福⾼中青年團契固定每週五晚上有聚會。歡迎凡是11歲以上的⾼中⽣參與我們的聚會，與我們⼀同在當
中學習上帝的話語，明⽩⼗字架上的救恩對於我們的意義以及探索上帝在我們⽣命中所放下的美好旨意⼀同建

立美好的信仰根基。我們的聚會包括詩歌敬拜，破冰遊戲，活潑的聖經知識學習，分組討論時間和好吃的宵

夜。我們的團契⽬前每週聚會⼈數約有60位年輕⼈，由12位青年領袖，5位輔導以及龔牧師夫婦帶領。 

 
“歡迎來到我們團契，⼀個充滿愛的地⽅。這是⼀個基督徒屬靈的家。我們在這裡會⽤詩歌來敬拜神，⽤查經來
認識神，⽤活動來經歷神，⽤分享來感謝神。我們會⼀起學習神的話語，了解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

YOUTH GROUP

青年⾼中團契

AFTERSHOCK 餘震青年營會 2019

“來到神的⾯前，得到更多的愛和祝福” 
Rebecca Hu

“在團契裡我們學習如何把信仰⽣活化 
也帶給我們歡樂，愛，和接納” 

龔恩璐

“在團契裡我們⼀起成長，⼀起學會感
恩，也學會把從神⽽來的愛分享出去，
成為這世界的光和鹽” 

鍾學謙

倪酒鑫



梅⻄⼤學團契 
Massey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MCCF 



2000年開始，紐⻄蘭政府開放中國留學⽣進來，成千上萬
中國⼤陸的留學⽣湧到紐⻄蘭求學，⼤部分都會來到奧克蘭城市
(紐⻄蘭最⼤的⼯商業都市)，所以教會開始做⼤學⽣⼯作。從
2005年開始，教會也逐漸站穩腳步，有穩定的聚會⼈數與奉獻，
就開始進入梅⻄⼤學，並正式申請成立社團MCCF(Massey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該⼤學有七千位學⽣，有近
兩千⼈是中國留學⽣，在會計與商科的教室內上課，有百分之九
⼗的華⼈學⽣，讓⼈錯以為是在中國⼤學就讀，老師⽤英語教學
授課，我將這異象與感動與同⼯們分享，紐⻄蘭區會也認同並以
實際的⽅式⽀持這項福⾳外展校園福⾳事⼯。當我們正在思索如
何將福⾳帶進校園，神就⽤⾺可福⾳6章37節:「你們給他們吃
罷」，於是教會每週三中午11:30-下午1:00提供六⼗份點⼼，透
過吃與學⽣們建立關係，每週五晚上6:00提供免費晚餐，晚上
7:00⾄8:45有查經與專題講座聚會，都是針對海外華⼈留學⽣，
⽬前穩定的聚會⼈約有⼆⼗多位，我們也在校園舉不定期辦過幾
次的⼤型聚餐，每次都有上百名學⽣參與，也舉辦過幾次青年營
會，在每年三⽉開學新⽣訓練之際，連續三天，我們在校園內擺
攤傳福⾳，留下百多名學⽣資料，然⽽學⽣假⽇要打⼯，平常學
習⼜緊，真正來參加聚會的學⽣不多(只有百分之⼀的學⽣會留
下來)。 

我們傳福⾳的對象⼤部份是中國⼤陸的留學⽣，基督耶穌的
福⾳對來⾃無神論國家的他們來說是很陌⽣的，有些學⽣思想上
甚⾄是很排斥，有的⽗⺟在他們出國前就諄諄告誡，絕不可進入
教會，加上學⽣們⾯臨學習壓⼒、語⽂的壓⼒、經濟的壓⼒，打
⼯、移⺠、⼯簽和交友情感的壓⼒，所以根據學⽣們的實際情

況，我們每⽉在週五的聚會中都會安排⼀次專題講座，例如：如
何找⼯作、選科系、考雅思等，我們的⽬的是通過有效地幫助到
學⽣們，和他們建立關係，當然最主要的⽬的是和學⽣們學習並
分享聖經的真理，讓他們認識耶穌基督。我們也定期組織⼀些外
出郊遊的活動，我們也會不定期在同⼯家煮食、聚餐、吃火鍋等
讓學⽣們體會家的感覺。⾺太福⾳25章40節: 「這些事你們既做
在我這弟兄中⼀個最⼩的⾝上，就是做在我⾝上了。」這⼗五年
來，我們迎來送往了⼀批⼜⼀批的學⽣，我們的盒飯甚⾄傳到了
海外，曾有⼀位在加拿⼤的牧師說:「有位曾就讀梅⻄⼤學的學
⽣吃過我們的福⾳便當，來加拿⼤信主了」，有⼀次我們在超市
發福⾳單張時，有⼀位年輕⼈說:「他在幾年前也吃過我們在梅
⻄⼤學的福⾳便當，現他已經是基督徒並在另⼀個教會聚會;」 
還有⼀位梅⻄⼤學的畢業⽣，雖然沒有吃過我們的便當，但是看
⾒我們這⼗五年來仍然持守神的託付忠⼼服事，竟無條件借⽤我
們⼀間辦公室。梅⻄⼤學的事⼯，讓我們更清楚的明⽩開荒撒種
是何等的重要，沒有最初的撒種，哪有後來的結實。我們珍惜每
⼀次和學⽣接觸的機會，把每⼀次的服事都當成我們開荒撒種的
經驗積累，不斷地尋求神的⼼意和帶領。讓種⼦成熟，結實需要
時⽇，這是神的⼯和恩典，我們所需要的是「我們⾏善不可喪
志，若不灰⼼，到了時候就要收成。」（加拉太書六9） 

龔偉鴻主任牧師 

MCCF VISION

異象 | 開拓

“God doesn’t change your past, He alters your future.”



“耶穌說：你們給他們吃罷。”（路加福⾳9:13a）  

这节经⽂是長堤台福教會龚牧师在2004年所领受的梅⻄⼤學
事⼯的异象，到今年2018年已经14年了。这14年来，我們⼀直堅
持在梅⻄⼤學校園內免費發放盒飯及礼品，邀请学⽣来参加周五
的团契，举办各种活动，邀请他们来周⽇教会等来开展梅⻄⼤學
校园福⾳事⼯的。  

梅⻄⼤学⾥有相当⼀部分學⽣是来⾃中国的留学⽣，他们⼤
多数都没有接触到福⾳，可算是⼀片福⾳硬⼟。⼤学校园⾥有各
种宗教团体，社会组织存在，如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同性
恋组织、摩⻔教等，各个宗教和社团组织都有他们丰富的节⽬和
内容，吸引着学⽣参加，你不主动，其他宗教组织就主动，你不
主动宣扬基督的福⾳，其他的宗教组织就主动传讲他们的宗教和
潮流，相对與其他组织丰富多彩的吃、喝、玩、乐节⽬，我们的
华语团契唯有宣扬基督的救恩和圣经真理的学习为我们⼀贯特
点，让学⽣们感受到来⾃基督的爱以及家⼈般的温暖。  

感谢神，现在我们的同⼯团队和⼀些学⽣们已建立起良好及
稳定的朋友关系，当他们在学习⽣活中遇到困难时，他们愿意第
⼀时间来找我们的同⼯诉说，让我们有机会及时关⼼帮助他们，
建立彼此的关系。 

每⼀年我们都会迎来送往⼀些同学，我们的团契也经历过⾼
⼭低⾕，每⼀个学期都是⼀个新的开始。寻找和栽培服事梅⻄团
契的同⼯也是我们时时要⾯临的需要，感谢神带领，神在2017及
2018年将不同恩赐的同⼯赐给我们，我们⽬前的同⼯团队从最初
⼏个⼈发展到⽬前20⼈左右，其中有三位是今年新受洗的学⽣。  

校园福⾳事⼯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徒培训的必要。在学校
假期期间，我们有机会组织同⼯及学⽣们多次到野外露营活动，
玩不是我们的⽬的，我们最主要的⽬的建立造就同⼯和学⽣，在
这些活动中借着⼩组分享、灵修、活动的过程中经历神，並建立
⼤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平时在周传道家每周⼆晚有常规的⻔

徒培训，我们也是⼤家⼀起吃饭后，开始祷告、敬拜、事⼯安
排、⻔徒培训来造就同⼯的，借着各样的活动，同⼯们在主⾥建
立了亲密的关系，感受到了彼此如家⼈般的关系，学习彼此接纳
包容，操练意念相同，爱⼼相同，有⼀样的⼼思，有⼀样的意念
共同服事，来兴旺福⾳。感谢神让同⼯们珍视团队彼此间关系，
⼤家感受到团队的凝聚⼒。我们的同⼯团队不仅仅是在梅⻄团契
服事，每周⽇也都到教会聚会并积极参与各样服事，如招待、新
朋友接待、茶点、带领敬拜、策划参与福⾳主⽇及圣诞福⾳主⽇
等事奉。 

我们平时每周五晚的团契，在过去的这半年维持在30⼈左
右，特别是今年年初第⼀次聚会有近50个学⽣参加。周五团契的
内容包括诗歌敬拜、破冰游戏、新朋友介紹等，学习内容有
alpha课程，标杆⼈⽣，圣经学习，各种讲座等。⼤家都有⼀个
共识，就是积极邀请慕道学⽣和朋友主⽇到教会聚会，当有学⽣
参与了⼏次主⽇聚会后，我们就⿎励他们在教会中做⼀些服事，
如烧开⽔、搬椅⼦、准备新⼈礼品、茶点，或集体去超市，挨家
挨户发福⾳单张等活动，尽量让同⼯、学⽣们在教会中参与事
奉。最令⼈感动的是我们的同⼯主动承担起接送需要交通的新朋
友的事奉。 

我们要特别感谢多年来⻓堤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饭食预备的事
奉，教会也投入了⼤量的财⼒，⼈⼒和物⼒⽀持。如果梅⻄⼤学
团契是⼩团队事奉，那教会的⽀持同⼯团队，⼤家在⼀起就是⼀
个⼤的团队侍奉，同时来⾃区会的财⼒⽀持和其他教会的⽀持是
更⼤的团队侍奉，团队事奉是神的⼼意，团队事奉才能带出事奉
果效，愿神祝福我们的事奉，藉梅⻄⼤学团契这个平台将主的福
⾳传给近处的⼈，也传到远处的⼈，更多得着得救的⼈。 

 
K & L 宣教⼠ 

He replied, “You give them something to eat.”  
Luke 9:13a



宣教 | 植堂 | 差派 
Mission | Plant | Send

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稱國的地⽅傳福⾳，免得建造在別⼈的根基上 
羅⾺書 15:20



植堂教會  
1) ⽊槿灣台福基督教會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Hibiscus Coast

Kingsway Primary School Hall // 2:00PM 
2 Bonair Cres, Silverdale



牧者領受神的異象與感動—羅⾺書
15:20「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
稱過的地⽅傳福⾳，免得建造在別⼈的
根基上」，積極尋找沒有華⼈教會的地
⽅開拓教會。為配合台福禧年2020-
200-20,000宣教植堂，個⼈就開始禱告
尋找合適的地區植堂，因為北岸Albany
地區居住飽和房價炒翻天，居住成本過
⾼，許多新舊移⺠與華⼈紛紛遷往北邊
⾞程⼆⼗多分鐘的Silverdale、
Millerwater遷徙，購地⾃建，加上政府
在當地造鎮計畫，許多⼤型商場都已具
雛型，或是在興建中，學校業已設立完
整，從⼩學、中學⾄⾼中，因應具備，
甚⾄，同⼀條街道有三間⼩學，其中⼀
間⼩學Kingsway⼩學，隸屬於基督教
⼩學，風評極好，吸引⼤量的華⼈家長
的青睞，附近⼤量的商場紛紛建立，吸
引⼤量新移⺠與華⼈前往居住，Orewa
地區地勢平坦，吸引許多退休⼈⼠前往
居住，當地住著許多洋⼈退休的宣教
⼠，深感華⼈移⺠眾多卻沒有⼀間華⼈
教會，就為此迫切禱告了三年，感謝主
的恩典，他們的禱告異象與我們的開拓
異象竟不謀⽽合。當時長堤教會有九個
會有家庭住在附近，距離⺟會開⾞距離
約⼆⼗多分鐘，並且該區沒有任何華⼈
教會。 

2015年9⽉我們先開始在該區成立
禱告站，每周⼀次帶領查經⼩組，聚集
⼈氣到20多位弟兄姊妹參加，就在2016
年3⽉6⽇正式開始第⼀次主⽇崇拜聚
會，並從⺟會長堤教會差派敬拜團、兒
童主⽇學老師，⾳控組的同⼯，牧師全
家出動⽀援，成立同⼯會(以⾺內利事⼯
團的前⾝)，開設查經⼩組、新⽣命⼩
組。2017年6⽉聘請黃俊翔傳道夫婦擔
任⽊槿灣教會傳道⼈，專⼼牧養關懷與
探訪會友，週間⼜多開設⼩組: 從懷疑

到相信⼀領⼀課程、受洗班基要真理課
程、我愛我家夫婦團契成長⼩組、查經
⼩組 (晨光⼩組、慕義⼩組、麥⼦⼩
組、平安⼩組、YOUNG道理青年團
契)，⽬前主⽇崇拜已有成⼈九⼗多⼈聚
會，兒童主⽇學六⼗多⼈，2019年有⼆
⼗八位弟兄姊妹受洗，求主繼續將得救
的⼈數天添加給教會。  



植堂教會  
2) 長灣台福基督教會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Long Bay

Long Bay地區是介於⺟會長堤教會與⽊槿灣教會之間，
是政府與建商新開發的社區，將要興建⼆千五百⼾，第
⼀期⼯程完成五百⼾，有⼆百⼀⼗三⼾華⼈入住，三年
之內將再繼續興建另外兩千⼾，半年之內將完成⼤型購
物中⼼餐廳店影院醫療中⼼，並將海濱公園連結在⼀
起，⽬前我們有百⼾華⼈微信群，2018年10⽉份我們已
開始成立禱告⼩組，以及查經⼩組。我們借⽤洋⼈教會
聚會(St.Mary By the Sea)，希望透過活動凝聚華⼈家
庭，2020年將在當地開設親⼦⼩組以及愛加倍夫妻成長
⼩組。歡迎住在Long Bay，Torbay附近的家庭⼀起來參
加我們的聚會。 

St Mary by the Sea // 4:30PM  
168 Deep Creek Road, Torbay  
會後有免費晚餐 

長灣教會聚會時間與地點 

聚會 時間 地點 聯繫⼈

主⽇崇拜 週⽇16:30
168 Deep 

Creek Road, 
Torbay

龔牧師  
09 476 9930

兒童主⽇學 週⽇16:30
168 Deep 

Creek Road, 
Torbay

郭⼼瑜 
09 473 6841

創世紀 
查經⼩組

週⼆10:00
28 Helen 
Ryburn 
Place, 
Torbay

龔牧師  
09 476 9930

親⼦⼩組 週⼆10:00
1010A East 
Coast Road, 

Torbay
趙師⺠ 

027 5579065



若主許可我們希望每三年開拓⼀
間教會。還有更遠的地⽅是在北邊的
Whangarei地區，開⾞距離北岸兩⼩
時的⾞程，⽬前有⼀個華⼈團契隸屬
於洋⼈浸信會，這幾年有許多華⼈以
及不同教會的同⼯家庭逐漸搬遷過
去，有⾺其頓的呼聲。⽬前沒有華⼈
教會，⾼速公路在附近Wellsford接
軌，將帶動附近經濟成長，是未來植
堂的地⽅。  

Hobsonville地區，開⾞距離⼆
⼗多分鐘，政府與建商已完成造鎮計
畫，社區功能良好，附近建也要蓋最
⼤的購物中⼼，已經有許多華⼈遷
入，⽬前有沒有華⼈教會，當地有兩
個家庭住在附近。  

Takapuna與Birkenhead地區: 
都是位於北岸⼤橋附近，是北岸發展
前期最繁榮的地⽅，有許多洋⼈教
會，也有韓國教會，獨缺華⼈教會，
教會也有⼀對夫妻住在其中，多次邀
請我們可以在那裏開拓植堂。 

植堂教會  
未來與展望



教會培育課程

從懷疑到相信

三元福⾳課程受洗班

新⽣命課程



愛加倍夫妻成長⼩組

爱加倍⼩组成立的宗旨是：⽤聖經真建立基督化家庭，將信仰納
入婚姻和家庭⽣活中。爱加倍⼩组的聚会主要以基督信仰的真理教導
为主，透过⼩組⼯作坊的醫治釋放、開放⽽深入的互動分享、課後家
中的實踐操練，来促进组员灵命⻓进家庭和睦，进⽽增进組員間彼此
關懷互相守望，成为教会和社群的美好⻅证。 

爱家倍⼩组⾃2018年成立⾄今已将近2年，在这两年⾥，但凡堅
持參加守望⼩組的弟兄姐妹，各⾃的⽣命都有了更新⽽變化，夫妻及
亲⼦关系也得以提升，不少⼈都已在教会或⼩组中做了他们⽣命成⻓
的⻅证分享，來感恩主的奇妙帶領。⽬前有六對夫妻已成為爱加倍⼩
组的核⼼同⼯，願意委⾝這項基督化家庭教育⽣活事⼯。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讓我們⼀同正視教會和家庭在末⽇所⾯臨的
挑戰和危機，在神設立的婚姻藍圖中尋求男⼈和女⼈在婚姻中當有的
定位。因著同樣的負擔與使命，我們真誠地邀請您前來參加爱加倍守
望⼩组。使我们的家庭回歸聖經真理，活出愛的真諦，享受婚姻的美
滿，培养虔诚的后裔。我們希望，通過每周⼀次的⼩组学习，使夫妻
在主⾥共同成長、彼此坦誠溝通、相互接納，从⽽建立起真正与主合
⼀的夫妻關係，使⼉女更加蒙恩得福。 

真誠祝願你我的家庭都能根植在耶穌基督裏，因為「若不是耶和
華建造房屋，建造的⼈就枉然勞⼒；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
⼈也枉然警醒。」（詩127：1）。 

倪老師 



我们从最初有感动要出去宣教到现在，终于要成⾏了。感谢

神，要让我们进入⽣命和事奉的⼀个新阶段，纵然我们不知道前

⾯的道路如何，我们也不能确定我们各样的计划和安排能否实

现，但我们⼼⾥的期盼却越来越强，确信神将带领我们做⼀件新

事。7年前，当我有海外宣教的感动时，我的两个女⼉刚开始上⼩
学，⼉⼦开始上⾼中，孩⼦的教育、海外⽣活的适应等等问题成

为我们海外宣教的拦阻，太太和我在这些问题上就有了很⼤的分

歧，后来，神的话语在我⼼⾥显明：“我岂没有吩咐你么？你当刚
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论往那⾥去，耶和华

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书⼀9）“耶和华必在你前⾯⾏。他必与你
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申
三⼗⼀8）后来，我太太在教⼉童主⽇学时也领受了这样的话语：
“我要向⼭举⽬，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
⽽来...你出你入，耶和华神必保护你。”（诗121：1，2，8） 

我太太的思想开始转变了，从刚开始的拒绝，到妥协，再后

来的慢慢的同意。我们全家要同⼼合⼀要到神呼召我们的地⽅去

了，神的话成为我们⼼⾥⼒量和出去的动⼒，我们就愿意顺服神

在我们⽣命中的带领，那么，神要我们⻢上就走吗？没有，神让

我们学习了⼀个重要功课 - 安静、等候、预备，7年过去了，在这
等待的时间⾥，我先后完成了神学院应⽤神学和硕⼠的课程，我

和我太太先后进入到北岸、北湾和⻓堤、⽊槿湾教会服事，操练

植堂、教导、讲道、服事、关怀、福⾳等⽅⾯的经验和事奉，在

属灵的⽣命上进⼀步被神改变和塑造，在⽣活中更多经历神的预

备和带领，并反复确认他的呼召。当我们越多服事神，就越多认

识神，越多认识神，就越多对他更有信⼼，越多知道：神必与我

们同在，他的恩赐和选召是不改变的。我们也更明⽩神在我和我

的家庭中的旨意- 就是要去他差我们的地⽅去传福⾳，我们就立定
⼼志，忠⼼摆上，尽管我们⼼⾥还有很多的惧怕和担忧。还有⼀

个⽉左右纽⻄兰的春天就要到了，我们相信，在新的季节，神要

差遣我们到新的地⽅做新的事，⼼⾥有种感觉，就是未来是充满

挑战的，但⼜会是有着丰盛的得着，充满恩典⻅证的事奉旅程，

我们越来越明⽩，不是我们要为神做什么，⽽是神要我们做什

么，不是我们想做什么，⽽是靠着主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在纽⻄

兰已⽣活了17年了，非常熟悉这⾥的⽣活、⼯作、事奉，如今我
们要走出⾃⼰的舒适区，进入不确定的未来，好叫我们不靠⾃

⼰，只靠叫死⼈复活的神，我们还要求神赐下突破的恩膏，让我

们的眼光从过去的各样经历中再次被调整，突破我们过去的盲

点、成功、失败，使我们忘记背后，努⼒⾯前的，求神赐给充⾜

的信⼼、热⼼和对神话语的饥渴的⼼，打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

刚强壮胆不惧怕，坚信越是艰难，越是神的能⼒要被彰显的时

候。 
前⼏天，我遇到⼀个朋友，那个朋友是个非常strong的基督

徒，他知道我要去宣教了，就说：你要去宣教了，你够不够

strong，你操练的⾜够强壮去宣教了吗？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
答，后来，我就想：我有没有strong了？strong了吗？唉，不对
啊？我还没有strong，我还常常胆怯、害怕，我不是因为strong
了才去宣教，刚强了我才去宣教的，我是因软弱才去的，因为“我
更喜欢夸⾃⼰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覆庇我…因我什么时候软
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林后12：9-10）原来，我去最主要的
原因是神的呼召，他应许要与我同在，使我的惧怕、软弱成为刚

强。 
K & L 宣教⼠ 

LONG-TERM MISSIONARY

差派宣教⼠



VISION FOR THE FUTURE

教會未來展望

感謝神莫⼤的恩典，新⻄蘭奧克蘭長堤台福教會⾃2003年三⽉開始，在奧克蘭北岸地區，以及整個奧克蘭⼤
區，有⼗七年之久忠⼼於神的教會服事，⽬前主⽇崇拜成⼈有⼀百⼆⼗多位，兒童有三⼗位。到如今，儘管教會沒
有⾃⼰的建築教堂，儘管⼀直租借當地Mairangi Bay School的學校禮堂聚會，神⼤⼤使⽤祝福了長堤台福教會，
藉著教會牧者龔牧師和師⺟，以及同⼼合⼀的教會同⼯事奉團隊忠⼼牧養教會，在⽣活和屬靈上，全⼒發展教會外
展與社區⼯作: 每週五進入北岸老⼈院、幫助當地新舊移⺠家庭、帶領⾼中青少年、梅⻄⼤學的海外留學⽣們、家庭
婚姻事⼯幫助會友建立基督化家庭以及將信仰傳承給下⼀代，成為傳福⾳的平台，積極帶領社區的家庭信主。在今
年八⽉份，長堤教會差派了第⼀對宣教⼠K&L夫婦去創啟地區宣教，在過去的⼀年裏，教會⼆⼗位的弟兄姐妹受
洗，成為神的兒女。不僅如此，神還親⾃把許多從⼤陸，台灣、⾺來⻄亞、香港、加拿⼤、澳⼤利亞和美國的弟兄
姐妹帶到我們這裏，⼀起同走天國的道路。 

教會在今年七⽉份舉辦短宣之夜，有⼆百多⼈參加。也在八⽉舉辦了OMF海外基督使團會戴繼宗牧師的宣教培
靈會，神帶領了多達350位的弟兄姐妹來到當中，很多弟兄姐妹因為無座位，便席地⽽坐。我們為這⼀切的神的供
應感謝神，耶和華以勒，是供應他兒女的神。 

長堤台福教會的異象就是不斷的傳福⾳與宣教植堂，不只是在近處傳福⾳，發展社區校園福⾳事⼯，也積極參
與遠處的宣教植堂，牧師領受神的異象「並且我立定主意，不在宣揚過基督的地⽅傳福⾳，免得建立在別⼈的根基
上」（羅⾺書15：20）。在2016年在往北邊開⾞三⼗分鐘距離的Hibiscus Coast 地區，⼜開拓⼀間教會—⽊槿灣
台福教會，發展⾄今已有八⼗多位成⼈，四⼗多位兒童，並且神也帶領了⼀對宣教⼠全職牧養教會，服侍著數百位
的弟兄姐妹們，今年有三⼗四位受洗。今年⼗⽉18⽇開始第⼀次Long Bay開拓⼩組禱告會，⺟會(長堤教會)與⼦會
(⽊槿灣教會)⼀起共同開拓長灣教會，在年底12⽉15⽇將舉辦社區聖誕晚會，向當地華⼈傳福⾳，我們計畫在明
(2019)年5⽉開始第⼀次主⽇崇拜，未來在五年之內，若主許可，我們希望再為主開拓植堂三間教會，求神帶領在附
近華⼈聚集的住房區，繼續開拓教會，服侍當地的華⼈教會，領⼈歸主，搶救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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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 時間 地點 聯繫⼈

主⽇崇拜 週⽇10:00 Mairangi Bay 
School

龔師⺟  
09 476 9930

兒童主⽇學 週⽇10:00 Mairangi Bay 
School

郭⼼瑜 
09 473 6841

磐⽯⼩組 週⼀19:30 130 Greenhithe 
Road

龔師⺟  
09 476 9930

親⼦⼩組 週⼆10:00
1010A East 
Coast Road, 

Torbay
趙師⺠ 

027 557 9065

梅⻄MCCF團契
⾨訓

週⼆19:30
4 Unsworth Dr, 

Unsworth 
Heights

徐浩 
021 844 4814

青年⼩組長 
訓練

週⼆19:30
35 Honeysuckle 
Lane, Mairangi 

Bay
龔師⺟  

09 476 9930

活⽔⼩組 週三19:30
Sushi Factory 
170 Wairau 

Road
黃⼦瑄 

09 410 7877

盼望⼩組 週四10:00
31 Braemar 

Road, Castor 
Bay

黃⼦瑄 
09 410 7877

聚會時間與地點 聚會 時間 地點 聯繫⼈

週四愛加倍A組 週四19:00 68a Arran Road, 
Browns Bay

倪耿忠 
027 558 4493

成⼈基要真理班 週五10:15
634E East 

Coast Road, 
Rest Home

黃⼦瑄 
09 410 7877

梅⻄⼤學團契 週五18:00
梅⻄ASA 學⽣活

動中⼼
徐浩 

021 844 4814

青年團契英語班 週五17:30 45 Anzac Road, 
Browns Bay

龔恩璐 
021 114 7610

青年⾼中團契 週五19:30 45 Anzac Road, 
Browns Bay

鍾學謙 
0204 0929 133

龔恩璐 

021 114 7610


恩典查經⼩組 週五19:30 3 Richards Ave, 
Forrest Hill

杜敬軍 
09 449 1178

週六愛加倍B組 週六14:00 22H Manuka 
Road, Glenfield

倪耿忠 
027 558 4493

梅⻄團契⾨訓 週六14:30
4 Unsworth Dr, 

Unsworth 
Heights

倪耿忠 
027 558 4493

週六愛加倍C組 週六19:00
4 Unsworth Dr, 

Unsworth 
Heights

倪耿忠 
027 558 4493



愛 是 恆 久 忍 耐 ， ⼜ 有 恩 慈 ； 愛 是 不 嫉 妒 ； 愛 是 不 ⾃ 
誇 ， 不 張 狂 ，不 做 害 羞 的 事 ， 不 求 ⾃ ⼰ 的 益 處 ， 不 
輕 易 發 怒 ， 不 計 算 ⼈ 的 惡 ，不 喜 歡 不 義 ， 只 喜 歡 真 
理 ；凡 事 包 容 ， 凡 事 相 信 ， 凡 事 盼 望 ， 凡 事 忍 耐 。 

愛 是 永 不 ⽌ 息 。 

歌 林 多 前 書 13章4-8節 

長堤台福基督教會 
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East Coast B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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