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琳靈糧堂」禱告會 / 团契 / 小组

哥林多后书 9:7-8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

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

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奉献户名: Elim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in Auckland

奉献帳號: 12-3029-0401338-00

奉献说明: 需要教会开立「年度奉献退税收据」者，敬请使用奉獻信封、或银行

自动转账，注明:「正式英文姓名」及「连络电话」 ;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 财务相关信息敬请洽询 Nancy 姚希婷姊妹: 021 035 3290

以琳靈糧堂週報
Elim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主日崇拜: 周日 2:30pm 12 Rossgrove Tce, Mt Albert, Auckland.

负责牧者: 蒋庆兰牧师 contact@elimbolcc.com

教会网站: https://www.elimbolc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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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異象】 傳承使命 权能宣教 力行圣经 迈向荣耀

【我们正建造】 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一、以禱告等候來敬拜 -- 会前禱告: 蒋庆兰牧师

二、以詩歌讚美來敬拜 -- 主領: 姚希婷姊妹

三、以甘心奉獻來敬拜 -- 奉獻

四、以虛心領受來敬拜 -- 证道: 杨咏梅姊妹

五、以回應呼召來敬拜 -- 呼召

六、以迎新報告來敬拜 -- 迎新、家讯報告

01/04/2021-31/03/2022 总奉献收入$88,293.56 十分之一拨入宣教基金$8.829.36

聚会 时间 主责同工 对象 地点 / Zoom ID 电话

祷告会 周二 7:30 pm 蒋庆兰牧师 全会众 814 944 6646 / 7777 027 393 4557

M1820

Fellowship
周五 7:30pm Joe & Tata

Bilingual

Youth Group
Zoom: 940 008 2628 021 178 7329

妈妈加油站 周日 4:10pm 张馨文姐妹 妈妈＋小宝 教会 021 767 976

大卫小组 周日 4:10pm 李哲英姊妹 长青 教会 09 820 4568

撒母耳小组 周日 4:10pm 董增睿弟兄 成人弟兄 教会 021 133 0826

以斯帖小组 周日 4:10pm 杨咏梅姊妹 成人姊妹 教会 021 016 2966

以馬內利小組 周日 4:10pm 王楠姊妹 成人姊妹 教会 022 407 5688

生命加油小组 周日 4:10pm 曹进弟兄 青年弟兄 教会 021 137 2176

以诺姊妹组 周日 4:10pm 李雨棠姊妹 青年姊妹 教会 021 112 1546

亚伯拉罕小组 周日 4:10pm
刘昕 刘昀

刘昱
5-12 岁 副堂 /940 008 2628 027 393 4557

以琳喜乐诗班 暂停 李哲英姊妹 所有人 -- 09 820 4568

以琳活水读经 暂停 曹文弟兄 所有人 Zoom: 940 008 2628 021 268 0979

ADFY 舞团 暂停 陈怡伶姊妹 青年 教会 Hall (副堂) 02108164777

主日崇拜

服事安排

会前

祷告
证道 敬拜 投影 影音 招待 茶点 奉献

儿童

主日学

12/04
蒋庆兰

牧师

杨咏梅

姊妹
希婷 Esther Jessica

金昌

Sarah
哲英

希婷

LuLu

JJP

叶诺

12/11
曹进

弟兄

高德成

传道
Joe 希婷 Nina

Choi

魏敏
世蓉

希婷

可心

Alice

(合班)

上周主日崇拜及各聚會統計摘要
成人 儿童 祷告会 小组聚会 十月份奉献总额

46 17 8 8 组 $ 8,914.18

mailto:蒋庆兰牧师contact@elimbolcc.com
https://www.elimbolcc.com


『从一滩烂泥到美丽人生』
经文: 四福音

大纲:

一. 耶稣：荣耀的救主

（一）祂是君王 - 《马太福音》

（二）祂是仆人 - 《马可福音》

（三）祂是人类的救主 《路加福音》

（四）祂是上帝的儿子 - 《约翰福音》

二. 我们：一滩烂泥

三. 与祂连接： 从尘土到荣耀

思考问题:

1. 你印象中的神是什么样的？你愿意与耶稣连接与荣耀有份吗?

2. 主日信息中是否有印象深刻或感动的部分? 敬请分享.

以琳灵粮堂网站 https://www.elimbolcc.com/

家讯报告

1. 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会后欢迎您留步一同享用茶点。

( **敬请留意保持单排停放车辆、草坪上请勿停车, 黄线勿停, 感谢您! )

2. 下周讲员为高德成传道, 主题:「恩典葡萄园」(马太福音 20:1-16).

3. 12 月 6 日(三) 12-1pm 在 Unitec 图书馆, 将有 Christmas Carol 圣

诞报佳音活动. 欢迎弟兄姊妹一起前往. (11:30am Unitec 图书馆集合)

4. 教会正为两个穆斯林家庭 (共 10 个孩子) 募集圣诞礼物, 欢迎有感动的

弟兄姊妹认领捐赠 (价值请低于$30) , 于 12 月 11 日(下主日)带到教会.

孩子年龄及性别等细节请洽: 庆兰牧师.

5. 儿童主日学将于圣诞主日(12 月 25 日) 献诗, 孩子們将于接下来两周主

日学时间预备练习. 感谢家长们的支持协助. 愿主的灵感动带领.

6. 敬拜团鼓手 Timmy 张弟兄愿意教团内弟兄姊妹打鼓 (敬拜事奉用, 限 8

岁以上). 欢迎有兴趣学习的弟兄姊妹洽询 Timmy 弟兄.

7. 祷告会于每周二 7:30-9:00pm 在线举办, 欢迎您踊跃参加! Zoom ID:

8149446646 密码: 7777 **初次参加祷告会的兄姊敬请提前观看关于

「方言祷告」教导: https://www.elimbolcc.com/copy-of-9

8. 教会图书馆已开放借阅, 欢迎弟兄姊妹于会后洽询: 魏敏姊妹.

9. 教会【十二月份读经进度】如下表, 竭诚邀请您加入教会的读经行列!

https://www.elimbolcc.com/
https://www.elimbolcc.com/copy-of-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