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事奉轮值表 
本主日 下主日 

证道 谭军牧师 张耿华牧师 
主领 汤卫东 李慧娟 
司琴 汤沁云 汤沁雨 

唱诗 顾勤 王利民  汤卫东 孙慧奋  

读经 邹景姃 王玲 

迎新 孙慧奋 金伟明 

影音 秦峰 郑奋煌 

儿童主日学 汤沁雨 许振华 冯慧仙 陶瑞娟 

司事/厨房 王玲 张尚文组 陶瑞娟 许振华组 

周报 刘忞颖 刘忞颖 

上周崇拜出席人数及奉献（日期 3/9/2017） 
  成人 儿童 常费 购堂基金 Speaker Total 

ECCS 中文堂 87 42 1492.35 518 - 2010.35 

英文堂 22 6 530 -  530 
ECCF 32 8 707.75 - 100 607.75 

奉献统计 
 年奉献预算 年实际奉献 周预算 周实际奉献 盈余/短缺 

$38000 $33003 $3800 $3770 - $30 

欢迎参加本堂小组聚会 
小组 时间地点 联系人 

仁爱小组 隔周六晚7:30  Frankston 金伟明 97505850  
信心小组 隔周六晚7:30  

Carrum Downs 
孙慧奋 0434199578 
李慧娟 0450755990 

Frankston常青团契 每月一次 王利民 97505850 
邹景姃 0438616613 

Frankston 祷告会 每主日1:15 - 1:45pm 邹景姃0438616613 
Frankston 

特别祷告会 
每二周一次周五 

7:30 - 9:30pm 金医生家 
许振华0481090987 

 

  
 

福南斯登宣道堂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 Frankston 
 

2017年9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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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快乐崇拜 顾勤 王利民 

启应经文 诗篇 50(1-23)  
赞美诗歌 是谁 盟约 

一生爱你 
 

读经  哥林多后书 5:16-21 邹景姃姐妹 
证道 成为新造的人 谭军牧师 
圣餐 每月的第一个主日 - 

回应诗歌 399 我时刻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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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u/
http://www.eccfrankston.otg.au/
http://www.eccfrankston.otg.au/


灵修小品 
经节：『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诗四篇一节） 
 

这是一个最伟大的见证。他的感谢不是因为从苦难得到释放，乃是因为苦难得
到释放： “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他告诉我们：人生的困苦，就是人生
宽广的来源。 
 
经上记着约瑟在牢狱中 “…被铁捆拘。”（诗105：18）。约瑟所需要的正是铁。
他以前在父家所看见的只是灿烂的黄金。他所享受的是青年时代的美梦，这种
美梦唯有使他的心地变成僵硬，而人的悲哀，是他所不能想象的，人生的痛苦
，是他所不能同情的。我们也象约瑟一样，需要铁来宽广（扩张）我们的度
量。使我们与广大的人群联结的不是金链，乃是铁链，金不过是梦幻，铁才是
经验。使人类亲如骨肉的联系因素，不是欢乐而是悲哀；不是金而是铁。 
 
啊！我的己哪！如果你要宽广，你必须先去受苦。约瑟的牢狱，是约瑟登宝座
的路径。如果你自己没有被铁捆拘，你就不能取去你弟兄的铁荷。神用悲哀的
铁链约束你，为要使你宽广。（扩张）你生命的工具。这是你生命上的阴影，
也是你光荣之梦的真正实现。不要抱怨阴影它比你的梦含有更大的启示。不要
以为监狱生活桎梏了你，你的桎梏就是翅翼，带你飞入人群的怀抱里。监狱的
门可以通往乾坤万有的中心。神以悲哀的锁链捆缚你，宽广（扩张）了你的人
格。 
 
如果约瑟不做埃及的囚犯，决不能做埃及的宰相。他脚上的铁链，引进了他颈

上的金链。 

                                        选《荒漠甘泉》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
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
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
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
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
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
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哥林多后书 5: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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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4日上午10：30在钟婷婷姐妹家有常青团契，请大家自备午餐共同分
享。 

4. 9月16日晚上7：30，仁爱小组在金医生家，信心小组在李慧娟家有小组

查经，继续查约翰福音第15章，请大家准时参加。下一次9月30日的小组

查经，为欢度中秋，我们有联合小组聚会，晚上5：30在金医生家，请大
家各带拿手好菜，一起分享，我们将查约翰福音第16章。 

5. 9月17日崇拜结束后四点，请迎新，读经和收取奉献的同工到大堂参加培
训。 

6. 墨尔本圣经讲座《士师记中的家庭》，讲员:曾思瀚博士，地点:宝活圣公
会圣多马堂（44 Station Street Burwood 3125）,日期:27-29/10/2017，    
时间:7:30pm，语言:华语主讲，粤语翻译。 

7. 教会将于12月10日，在Frankston宣道堂举办圣诞联合崇拜，除共庆圣诞

佳节外，我们也希望藉此向未信之人传播福音，希望大家预留时间分别为

圣，并踊跃邀请你身边未信主的亲朋好友来参加这次崇拜。另外，我们也
将进行特别奉献，鼓励有感动的弟兄姐妹为此活动将要使用的器具奉献，
奉献箱放在迎新台上。 

8. 儿童教会传道柯炳顺传道计划在2018年1月19-21号举办针对儿童事工人
员的培训和青少年营会，鼓励在儿童事工上有负担的人和青少年参加，详

情请联系孙惠奋姐妹。 
9. 自9月24日起 ，一连六个礼拜，教会会开办一初信栽培课程，欢迎所有有

追求和负担的弟兄姐妹报名参加。课程由吴传道主讲，时间约一小时，课

程内容是有关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如这世界有没有神，圣经是否可信，耶
稣是谁，耶稣的死和复活，救恩，耶稣的再来。 

 
感恩及代祷 

1. 為坎培拉華人基督教會的年輕人禱告，他们上完何牧师的「把握時機」課
程之後，將組成短宣隊，於九月下旬前往泰國配搭CMI 當地宣教士，教漢
語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