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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序 樂 ----------------------------------- 安靜心敬拜 

會前禱告 ----------------------------------- 倪 老 師 

敬拜讚美 ----------------------------------- 龔恩璐姊妹 

兒主祝禱 ----------------------------------- 龔偉鴻牧師 

讀 經 -------路加福音 16 章 19-31 節------- 龔偉鴻牧師 

信 息 ----生死關鍵時刻-來自陰間的呼聲---- 龔偉鴻牧師 

牧者祝福 ------------------------------------ 龔偉鴻牧師 

司 獻 ------------------------------------ 劉   磊弟兄 

家 訓 ----------------------------------- 龔偉鴻牧師 

祝 禱 ----------------------------------- 龔偉鴻牧師 

殿 樂  ----------------------------------- 
李秋樺姊妹 

R a c h e l 謝 

神與你同在 
金句:路加福音 16章 25-31 節 

「25亞伯拉罕說：兒啊，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拉撒路也受過苦；如今他

在這裡得安慰，你倒受痛苦。26 不但這樣，並且在你我之間，有深淵限定，以致

人要從這邊過到你們那邊是不能的；要從那邊過到我們這邊也是不能的。27 財主

說：我祖啊！既是這樣，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家去；28 因為我還有五個弟兄，

他可以對他們作見證，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29 亞伯拉罕說：他們有摩

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30 他說：我祖亞伯拉罕哪，不是的，若有一個從死裡復

活的，到他們那裡去的，他們必要悔改。31 亞伯拉罕說：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

話，就是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 

 
 
 

http://www.efcecb.com/


感恩與歡迎  報告與家訓: 
1.新西蘭最新疫情報告，總理將在明天宣布是否調降為二級以下，或

是維持不變。從上週（9 月 27 日）開始，我們已經開始恢復實體
聚會，為方便弟兄姐妹，我們還是會在 Youtube 上同步直播主日崇
拜。全球受感染人數已突破 3300 萬，死亡人數突破 100 萬，求主
保守疫情能有效被控制，疫苗能順利量產，經濟能儘快復甦。 

2.今天崇拜後中午 12：30 將開始詩班練習，為要準備年底聖誕節獻
詩，請留步參加，有意者請向龔師母報名登記。 

3.晨禱會訂於每週一上午 9：30 在 Zoom 線上舉行，Zoom 的 ID 是
8224171979，密碼是:777，請弟兄姊妹準時上線，一起建立教會禱告祭壇，
使壇上的火不熄滅，謝謝。 

4.上週是本教會一年一度的宣教年會，大會講員是黃亮宇牧師，台福區會
宣教中心已走過 22 年，每年舉辦宣教年會、 短宣之夜，每年支
持台灣短宣、 泰北短宣、梅西大學校園福音事工、CMI 國際關懷
協會和五位宣教士（東區台福顏子翔、長堤 K＆L 宣教士、西區恩
霖 John 傳道、OMF 教士 Johnson、東區吳文瑞牧師，每位宣教士紐
幣五千元）。今年九間台福教會宣教認獻目標：紐幣四萬元，請參
閱宣教手冊。K&L 宣教士過去曾是我們教會的傳道人，自 2018 年
差派到創啟地區宣教已屆兩年，今年是第三年，我們將額外支持宣
教費用，共募集紐幣一萬五千元已轉給差傳機構 CMI 國際關懷協
會，謝謝。上週主日收到 19位弟兄姊妹信心認獻單。 

5.三間教會聯合舉辦宣教課程: 昨天《尚待完成的故事Unfinished Story》
已順利完成，感謝Lina、Lydia、黃亮宇牧師夫婦、KC黃老師夫婦、Eric
宣教士夫婦、倪耿忠老師夫婦、龔牧師、以及所有 46 位參與的學員們，
求主繼續將傳福音的火，宣教的心，在人心中點燃，傳揚福音、拯救靈魂。 

6.上週報名參加探訪關懷的有：黃碧姬、丁德越；報名參加詩班的有：張君
達、Daisy、徐浩、劉楠、蘇天樞、胡世樺、蔣晨、屈維真。請抓住機會
參與教會的服事，請向倪耿忠老師報名登記。謝謝。 

7.週五晚上青年高中團契:為配合學校假期，本週五（10 月 9 日）聚會改為
戶外活動，當天下午 3：00 有保齡球與雷射槍活動，地點在：Xtreme 
Entertainment （10 Target Court），每人費用16元，晚餐自付，歡迎
11 歲以上青年高中團契向 Ruth 報名登記，目前已有 30 人報名參加。英
文班將從10月16日開始恢復實體上課，會後有晚餐，歡迎參加。 

8.洗禮：Rosa姊妹將於10月18日受洗，求主保守賜福她的全家，平安喜樂，
能專心學習聖經，立定心志恆久靠主，被聖靈充滿，又大有信心。 

9.教會建堂進度報告:正值兩次 Lockdown 衝擊，經濟受挫，許多商業
物業正在轉型，是購堂的好時機，我們將繼續尋找適合聚會的物
業，希望能在明年上半年買到。浸聯會希望本教會能多自籌建堂奉
獻以及向會友無息或有息借貸，以盡量減輕商業貸款利息 4.99%的
壓力。去年您個人的退稅可以考慮轉為教會建堂奉獻。若是您有銀
行定期存款，目前銀行定期存款利率是 1.25%(持續降低)，也可以
考慮轉存到教會，教會可以支付您較高的銀行利息。教會建堂奉獻:
目前收到 97 位弟兄姊妹一次性奉獻紐幣 401,452.48 元，長期認
獻 145,600 元，無息借款 452,603.10 元，有息借款 20,000 元，



加上教會原有建堂基金 300,000 元，合計紐幣 1,174,055.58 元
（長期認獻沒有計算在內）。 

10.聖誕節特別主日聚會:訂於12月20日，屆時將有牧者聖誕講道、團契小
組的表演、詩班獻詩(若是您願意參加詩班，請您現在向師母微信報名，
因為要先開始預備)，會後有愛筵(一家一至兩菜，請自備碗筷)，歡迎邀
請親朋好友一起來參加慶祝。 

11.上週主日(9月27日)主日崇拜：參加實體聚會成人62人，兒童主日學7
人；參與網上直播崇拜：132人，合計有194人，感謝製做直播同工的辛
勞，求主親自記念與賜福。龔牧師所帶領小組查經(創世記、哥林多前書、
希伯來書)都有ZOOM的錄影，請直接進入教會網站www.efcecb.com的「媒
體專區」即可收看。 

12.週間三個由龔牧師帶領的小組查經，將從本週二（10 月 6 日）開始恢復
聚會。週二上午10:00創世記44章、週二晚上7:30哥林多前書7章、週
三晚上 7:30 希伯來書 10 章，均透過 Zoom 的方式進行查經，Zoom 的 ID
是8224171979，密碼是:777，請弟兄姊妹準時上線收看收聽，謝謝。 

13.親子小組:將從10月15日開始恢復聚會，每週四上午10:00-11:45已採
用Zoom網上聚會，有詩歌、活動、主題分享，Zoom的ID是8224171979，
密碼是:777，歡迎教會的媽媽們準時上網參加，謝謝。 

14.愛加倍夫妻成長團契:將從 10 月 17 日開始恢復聚會。每週六晚上 7:00
開始，已採用 Zoom 網上聚會，有詩歌敬拜、婚姻家庭主題信息和工作坊
分享，Zoom的ID是8224171979，密碼:777，歡迎已婚夫婦和預備進入婚
姻的弟兄姐妹準時上網參加，謝謝。 

15.從懷疑到相信課程推廣：針對未信或排斥信仰的朋友設計了一對一線上的
10 堂課程，每次兩個小時，同時也適合初進教會摸索真理或不穩定聚會
的初信者，歡迎您邀約未信親友或遠離教會的基督徒來參加，希望在這疫
情期間，可以一同翻轉他人的生命，努力傳福音。意者請向朱偉彬弟兄報
名(手機:0224390122)。謝謝。 

16.為幫助年青人打好英語基礎(對象:11歲至 18歲學生)將從 10月 16日開
始恢復上課，教會每週五下午 5:30 都會安排免費的高中英語課程，老師
每週都會精心設計課程，內容精彩豐富，還有課後作業及免費晚餐，歡迎
適齡學生報名參加，感謝恩璐老師以及兩位助教Cici和小可的愛心幫忙。 

17.每週五晚上青年高中團契:已恢復實體聚會，每週五晚上7:30開始，有敬
拜詩歌、破冰遊戲、聖經查考與活動、分組討論、會後有愛心茶點，歡迎
11歲以上的初高中生一起來參加。地點:45 Anzac Rd, Browns Bay。 

18.梅西大學MCCF團契：因疫情緣故學校不開放校園，目前仍在線上聚會，
每週五晚上7：00聚會，Zoom的ID是8224171979，密碼:777，歡迎大學
生與社會青年準時上網參加，謝謝。 

19.長灣台福教會(168 Deep Creek Rd, Torbay)：每個禮拜天下午4:30主日
崇拜，因洋人教會要求甚嚴，需要等疫情降為一級時再恢復實體聚會。請
弟兄姊妹繼續為這幼小的長灣教會禱告，使之能成為Torbay與Long Bay
社區的祝福，廣傳福音、領人歸主。因受疫情影響，目前週間小組查經聚
會、親子小組、愛加倍夫妻成長團契都以網路 ZOOM 視頻的方式進行，請
多多參與，謝謝。 



20.推動每日讀經：為幫助弟兄姊妹養成靈修習慣，每週的靈修進度都刊登在
周報內，請配合目前教會靈修進度—詩篇，讓我們一起參與完成，使自己
的靈性得到更新與長進。感謝裝備組同工每日寫經文導讀，發在教會微信
群內。弟兄姊妹在每日讀經中的感動，歡迎寫成文字發給裝備組同工，刊
登在週報上。 

21.教會推薦您非常好的基督教網站:                                     
https://www.goodtv.tv/  Good TV 好消息、      
https://www.fuyin.tv/福音影视网、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Biblestudy/index.htm華人基督徒查經網站 

22.請為 10 月 17日(禮拜六)紐西蘭大選禱告，懇求 主選出合神心意
的領導人，帶領紐西蘭突破疫情、健康、經濟、民生、教育、基礎
建設各項領域，使國家進入更加平穩成長的境界。 

關懷代禱： 
請為如下事項禱告：求主保守新西蘭本土病例能得到完全的控制，順利恢
復正常生活與聚會，疫苗能順利研發量產；世界各地疫情中的百姓，以及
醫治被確診的人一切順利平安及恢復健康；保守企業公司餐飲旅遊服務業
受疫情衝擊影響降到最低；失去工作的弟兄姊妹可以尋找到合適的工作以
及都能順利通過面試；求主感動家中未信的親友早日歸主：求主醫治家中
親人身體病痛與心靈傷者、各種睡眠與情緒有障礙者；請爲尋求受孕與孕
婦生産的平安、適婚年齡尋找合適伴侶、尋求前面道路的、尋找工作以及
申請各類簽證的弟兄姊妹禱告。請為本教會所差派的K&L宣教士在創啟地
區的服事順利平安以及兒子在本地的學習與情緒管理；感恩：木槿灣教會
黃師母已於10月5日平安生產，母子平安；美國高榮德牧師胃癌手術化療，
求主保守身體力量復原；陳浩Alice的姑父徐鵬起已於10月1日腦溢血過
世，求主安慰遺族；陸楊弟兄身體健康；胡世樺的老闆癌病開刀化療，求
主醫治；田帥耳朵耳鳴受損針灸；張元鍵弟兄手術後身體康復；張一帆的
爺爺小腦萎縮症；于博的孩子身體健康：丁佳佳的學習順利與身體健康，
父親丁一良的心脏問題；Daisy尋找工作與面試；陳重光趙裘莉夫婦身體
與情緒健康；趙裘莉的小孫女宥娜赴美國手術治療與復建禱告；陳保壽牧
師髖關節手術後的復健；徐秋生回國探親以及父親的身體健康；江曉英膝
蓋恢復；王靜頭頸疼痛；陳冠宇工作順利平安；魏晶與母親以及外公身體
健康禱告；陳薇敏姊妹已於9月30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遺族。 
本週詩歌： 

敬拜讚美: 耶穌基督是主； 從這代到那代；我怎能不為主活 

什一奉獻總額：$1,790.00 
011-$100, 015-$100, 020-$300, 022-$400, 026-$40, 036-$20, 080-$100, 
085-$50, 101-$560, 122-$100, 126-$20 
一般奉獻：$280.00    為 K&L 奉獻: 080-$200                                    
宣教奉獻：017-$800, 020-$50，036-$40, 111-$500 
建堂奉獻: 黃亮宇牧師-$200，19-$50, 121-$100 
9 月 25 日-10月 1 日銀行轉帳奉獻總計: $2,375.00 

上週(9 月 27 日)主日奉獻總計：$4,010.00 



什一奉獻總額:$1,500.00 
002-$100, 003-$80, 005-$20, 021-$100, 040-$20, 042-$50, 050-$50, 
051-$50, 055-$60, 059-$50, 064-$40, 088-$110, 095-$100, 097-$400, 
116-$40, 118-$50, 128-$30, 129-$100, 134-$50 
為 K&L 奉獻: 060-$20, 108-$50, 感恩奉獻: Wang Juan-200 
宣教奉獻: 024-$35, 086-$50, 126-$200 
建堂奉獻: 001-$20, 054-$20, 076-$50, 078-$80, 086-$50, 108-$50, 126-$50 

教會銀行帳號： 
教會帳號：12-3059-0500732-00，ASB Bank 
戶名 A/C Name：Evangelical Formosan Church of East Coast Bays 
轉帳時請填上您的姓名和號碼（與報稅的名字一致）及奉獻類別： 
如什一奉獻、感恩奉獻、建堂奉獻、梅西大學、宣教信心認獻等。 
上週長堤教會聚會概況：  
主日崇拜:實體 62人+線上 132人 194 人 週三晚上聯合查經希伯來書 假期暫停 
兒童主日學 7 人 週四上午親子小組 假期暫停 
週四晚上同工造就/禱告會 假期暫停 週五晚上高中英文班 -人 
週二上午創世記查經小組 假期暫停 週五晚上青年團契 40人 
週二晚上青年小組長訓練 14人 週五晚上梅西大學團契 13人 
週二晚上哥林多前書查經 假期暫停 週六晚上愛加倍 AB 組 假期暫停 
週二晚上梅西團契門訓 12人   
上週長灣教會聚會概況： 線上直播 
主日崇拜:兩堂聯合聚會 194 人 週二上午創世記查經小組 假期暫停 
兒童主日學 人 週四上午親子小組 假期暫停 
上週木槿灣教會聚會概況：  
主日崇拜（實體聚會） 55 人 週五晚上青少英語班 -人 
兒童主日學 18 人 週六晚上麥子小組 11人 
週一晚上禱告會 7人 週六晚上平安小組 8人 
週二上午晨光小組 假期暫停 週六晚上我愛我家小組 假期暫停 
週四上午喜樂小組 假期暫停 愛家小組 4人 
以馬內利事工團 7人 週六晚上慕義小組 假期暫停 
YOUNG 道理青少團契 13人 洗禮班 -人 
週五晚上种子组长 假期暫停 從懷疑到相信課程 8人 
 
 
 
 
 
 



2020 年 10 月 5日-10 月 11 日讀經進度表 

10月 5日 詩篇 59 篇 1-17 節  

完
成
請
打 
 

10月 6日 詩篇 60 篇 1-12 節  

10月 7日 詩篇 61 篇 1-8篇  
10月 8日 詩篇 62 篇 1-12 節  

10月 9日 詩篇 63 篇 1-11 篇  
10月10日 詩篇 64 篇 1-10 篇  

10月11日 詩篇 65 篇 1-13 篇  
 

靈修短文：  

憂傷痛悔的心，神必不輕看——詩篇 51 篇讀經筆記 
在讀撒母耳記時，可能會因為大衛犯下滔天罪行，卻被稱為合神

心意的人感到迷惑（撒上 13:14）。其實自從亞當犯罪以來，人類都
伏在罪的權勢之下，沒有義人，連一個都沒有。大衛之所以合神心意
完全是因為神的恩典，大衛自己就深知這一點，「我是在罪孽裡生的，
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詩 51:5）能蒙聖潔的神揀選成為
以色列的君王，大衛知道這完全是出於神的恩典。所以大衛禱告認罪
時，是以祈求神用慈愛來憐恤他，用豐盛的慈悲塗抹他的過犯開始
的。大衛王所犯的罪，對於握有死生大權的世界君王來說算不得什
麼，也沒有任何人可以叫他認罪。但他是蒙神揀選的，有聖靈的同在。
一個有聖靈同在的人，會有這樣的認罪禱告，會有這樣憂傷痛悔的心。 

一個人犯罪給他人帶來傷害，但其根源是犯罪抵擋神。作為君王
的大衛清楚的了解這個道理，「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在你眼
前行了這惡，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義，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清
正。」（詩 51:4）作為君王也沒有例外，因此大衛祈求神的救恩，「神
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不要丟棄我，
使我離開你的面；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樂，
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詩 51:10-12）只有真正經歷過神的再造之
恩，有過聖靈的同在，被神的榮光照耀過的人才會發出這樣的呼求，
才會在犯罪後有這樣憂傷痛悔的心。 

神是不輕看憂傷痛悔之心的神，也是能把我們從跌倒中扶持起來
的神。不管在任何境況中，我們都可以來到祂的施恩寶座前，得憐憫，
蒙恩典，因為耶穌基督已經用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洗淨了我們一
切的不義。是的，憂傷痛悔的心神必不輕看，這樣的人不再願意活在
罪中，因為那召他的神是聖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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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間、地點與 Zoom 鏈接： 

聚  會 時  間 地點/Zoom 鏈接 聯 系 人 

主日崇拜 週日 10:00 Mairangi Bay School 龔牧師 09 4769930 

兒童主日學 週日 10:00 Mairangi Bay School 郭心瑜 09 4736841 

禱告會 週一 09:30 

Zoom ID：8224171979 
密碼：777 

龔師母 09 4769930 

教會同工造就 

週一 19:30 
每月第四週 

龔牧師 09 4769930 
 創世紀查經 週二 10:00 

哥林多前書查經  

週二 19:30 

 

梅西MCCF團契門訓 

青年小組長訓練 龔師母 09 4769930 

梅西大學 
發放福音單張 

週三 12:00 
梅西大學 ASA 
學生活動中心 

倪老師 0275584493 
趙老師 0275579065 

希伯來書查經 

磐石/活水/恩典/盼

望 

週三 19:30 
Zoom ID：8224171979 

密碼：777 

姚  莉 021 02968290 

Rachel 09 4107877  

杜敬軍 09 4491178 

親子小組 週四 10:00 
Zoom ID：8224171979 

密碼：777 
趙老師 027 5579065 

高中英文課程 週五 17:30 
45 Anzac Road 

Browns Bay 
龔恩璐 0211147610 

梅西 MCCF團契 週五 18:00 
梅西大學 ASA 

學生活動中心 
徐  浩 02108444814 

青年高中團契 週五 19:30 
45 Anzac Road 

Browns Bay 

鍾學謙 02040929133 

龔恩璐 0211147610 

愛加倍 A / B 組 週六 19:00 
Zoom ID：8224171979 

密碼：777 

倪老師 0275584493 

趙老師 0275579065 

    

    
    

    

    
    

    

    
    

    

    



    

事工輪值： 

日  期 10月4日 10月11日 10月18日 10月25日 

證  道 龔偉鴻牧師 Maybeth宣教士 龔偉鴻牧師 龔偉鴻牧師 

會前禱告 倪老師 黃建嘉 蔣  晨 趙老師 

司  獻 
劉  磊 
黃怡瑄 
姜官芳 

王  宇 
歐陽小安 
張湘瓊 

易芸百 
施旭初 
吳璟瑤 

姚  莉 
于  劍 
杜敬軍 

清點奉獻 
闕資穎 
王永貞 
胡愛華 

謝  影 
江曉英 
王慶梅 

杜敬軍 
Ellen 
孫  怡 

黃春影 
歐陽小安 
蔡嘉萬 

招  待 
謝定康 
陳聆燕 

李  春 
胡愛華 

蔣  晨 
屈維真 

Ellen 
楊 佩 

兒  童 
主日學 

大班黃春影 
大助朱迦媛 
小班黃怡瑄 
小助小  可 

大班黃春影 
大助朱迦媛 
小班黃怡瑄 
小助小  可 

大班蔡委俊 
大助趙曉靜 
小班陶  華 
小助陳偉漢 

大班蔡委俊 
大助趙曉靜 
小班陶  華 
小助陳偉漢 

敬拜讚美 龔恩璐 Rachel 屈維真 劉  峰 

司  琴 
李秋樺 
Rachel謝 

龔恩璐 
Rachel謝 

龔恩璐 
Rachel謝 

郭心瑜 
Rachel謝 

打  鼓 龔恩喬 龔恩喬 龔恩喬 倪酒鑫 

投影片 朱偉彬 蔡嘉萬 倪酒鑫 徐  浩 
音  控 鈡學謙 倪酒鑫 鈡學謙 鈡學謙 
直播 Abel 劉起秀 劉起秀 Lisa/Lucy 

輪值同工 龔師母 Rachel 丁佳佳 龔師母 

新人關懷 

倪老師 
王  宇 
陶  華 
趙老師 

倪老師 
徐  浩 
江曉英 
李小焰 

倪老師 
王  宇 
陶  華 
趙老師 

倪老師 
徐  浩 
江曉英 
李小焰 

大堂清潔 張君達 蔣  晨 李永剛 朱偉彬 

10月4日聖餐人員：倪老師、郭心瑜、劉  磊、姚  蕾、鐘學謙、龔恩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