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事奉轮值表 
  本主日  下主日 

证道  吴庆胜传道  刘晓燕姐妹 

主领  汤卫东  李慧娟 

司琴  汤沁云  林婉茵 

唱诗  顾勤   李慧娟   汤卫东    孙慧奋  

读经  陶瑞娟  阮锦屏 

迎新  蒙观兰  王玲 

影音  秦峰  郑奋煌 

儿童主日学  孙慧奋   许振华  Emily    陶瑞娟 

司事/厨房  金伟明     阮锦屏组  汤卫东     蒙观兰 组 

周报  刘忞颖  刘忞颖 

 

 
奉献预算YTD 

 
实际奉献YTD 

周预算 上周实际
奉献 

Shortfall 

$9600 $7360 $3800 $3641 $159 
    成人  儿童  常费  购堂基金 Speaker Total 

ECCS 中文堂  100 39 1311 207.50 100 1428.50 
英文堂  - - 392.70 -  391.70 

ECCF 45 15 846.30 -  846.30 

 

欢迎参加本堂小组聚会 
小组  时间地点  联系人 

仁爱小组  22/7/2017   -   7.30pm 
金伟明弟兄家 

金伟明   97505850  

信心小组  22/7/2017   -   7.30pm 
李慧娟姐妹家 

孙惠奋   0434199578 
李慧娟   0450755990 

常青团契  -  王利民   97505850 
邹景姃   0438616613 

 

 
 

 

 

福南斯登宣道堂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   Frankston 
 

2017年7月16日                               主日崇拜程序  下午2点 

序乐    汤沁云姐妹 

宣召  主在圣殿中  汤卫东弟兄 

圣诗  5   圣哉三一  顾勤   李慧娟 

启应经文  诗篇   44(1-8)   

赞美诗歌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  
主你是我力量   再唱信心的歌 

 

读经      尼希米记1:4-11  陶瑞娟 姐妹 

证道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吴庆胜传道 

圣餐  每月的第一个主日  - 

回应诗歌  368      向高处行   

奉献  献上感恩   

报告    金伟明 弟兄 

欢迎     吴庆胜传道 

结束圣诗     三一颂   

祝福    吴庆胜传道 

三叠阿门     
 

16-18   High   Street,Frankston           www.eccfrankston.org.au 
联系人：Terence   (吴庆胜传道)   0421006439  

Email:   terencehsng@yahoo.com.au 

我们的异象：靠着神，我们可以影响这个世界！ 
广传福音         全人敬拜         彼此相爱         认识真理         服事他人 

 
 

 
 

 

http://www.eccfrankston.otg.au/
http://www.eccfrankston.org.au/
http://www.eccfrankston.otg.au/


 

灵修小品 

神常容忍祂的僕人們大聲呼喊著，卻不去回他們。他們
推著門，門卻依然絲毫不動，好似門鍵上長滿了鐵鐵一
般。他們常像耶利米一哀呼：「你以黑雲遮蔽自己，以
禱告不得透入」（哀三章四十四節）  
許多忠信的聖徒都曾持久不變地耐心等著，著，可是他
們遝沒有得到答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禱告不蒙納，
乃是神喜歡這樣－神是天地的立，祂可以按照祂自己的
意旨賜恩給我們。如果祂喜歡讓我們忍耐經過試煉，為
甚麼不可以呢？  
沒有一個禱告會虛耗。我們的禱告神從來不會不答應或
者不注意；有許多事情我們以為被神拒絕了，實在，祗
是遲延罷了。－彭納（H.Bonar）  
主有時延遲祂的救助，為著要試煉我們的信心，催促我
們的祈禱。船被波浪掩蓋了，耶穌卻仍睡著；但是在船
沉以前，祂自然會醒過來的。祂睡是睡，卻從來不會睡
過度；在祂沒有『太遲了』的事情的。－馬克拉倫（
Alexander   Maclaren） 

                                                                                                                                                 选《荒漠甘泉》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阿，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
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
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
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
，典章。   求你记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
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
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
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
的。主阿，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
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酒政的。 

      尼希米记1:4-11 

 

 

报      告      事      项 
1. 欢迎今天新来的朋友与我们一起在神的家中敬拜,愿上帝

祝福您,请将留名单填妥交给迎新的同工。 
2. 在每主日下午1:15开始有主日祷告会，我们一起为教会的

复兴祷告。当我们进入聚会的殿中，请大家手机放到静
音,怀着敬畏的心安静在自己的座位上，用心来敬拜主。 

3. 2017年6月   家庭营报名费和奉献总数是   $12,413.40,   付 
营地   $10,410.40,   付厨师及食材费$2,500,   付讲员费
$800,   最后实际亏损   $1,297。 

4. 7月22日，星期六下午7.30pm，有小组查经聚会，聚会地
点也已登在本周周报里。这次要查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
一章。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 

5. 今年9月29到10月1日，星期五到星期天，足球赛长周末，
墨尔本将有今年的第二次恩爱夫妻营。相信参加过的夫妻
，都得到很大的收获。恩爱夫妻营：以圣经为基础   以学
理为原则   以圣灵为引导    以亲自演练为实践的开始   超过
【坐而言】   进入【起而行】   将真理落实在生活中   达至
夫妇合一的境界。   请参加过的夫妇们推荐给教会的弟兄
姐妹。   愿神祝福每一对夫妇。报名表和海报另发。 

 
 
 
 
 
 

感恩及代祷 
1. 为慕道友祷告，求主开他们的心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接受

主的救恩，使生命得到改变。 
2. 为整个Frankston   的华人祷告，求主兴起我们为主做工，

使更多的华人来到我们的教会，   来认识至高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