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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24 日    主日崇拜程序 下午 2 点 

序乐  林婉茵 

宣召 主在圣殿中 王利民 

生命圣诗 44 神圣主爱 阮锦屏 张尚文 

启应经文 诗篇 83 篇  

赞美诗歌 

更新我心意     

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活出爱 

 

读经 路加福音 10:30-37 王玲 

证道 题目：服事他人 吴庆胜传道 

回应诗歌 391 主, 我愿像你  

圣餐 每月的第一个主日  

奉献 献上感恩  

报告  吴庆胜传道 

感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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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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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s.org.au/
mailto:terencehsng@yahoo.com.au


  

经文：路加福音 10 章 30-37 节 
30 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

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31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

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32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

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33惟有一个撒马利亚人行路来到那裏，看见他就动

了慈心，34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带到店裏去照应他。35 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

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36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

强盗手中的邻舍呢？」37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每日灵修  

面对自己的“弥天大谎” -- 转载自<<每日箴言>> 
约翰一书 1:5-10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约一 1:8 

  我在冷战时期长大。那时人们用“弥天大谎”(“Big Lie Technique”）来

形容当时一些政权欺侮蒙骗、掩盖事实的行径。它也曾被用来解释希特勒如

何说服耶些文明又有见识的德国人，在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的统领下，

于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进行前所未有惨绝人寰的恶行。传播“弥天大谎”，就

是不停地大声宣讲一些明显的谎话，以致最终说服人们相信这话是真的。 

  可能我们也是一个犯“弥天大谎”的人，一直成功地隐藏自己犯罪的证

据，并且蒙骗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可能我们一直成功地把我的过犯归

咎于别人，甚至把罪责推给受害者，然后说服自己，我们一直都是对的；可

能我们有权力和影响力去推卸责任，并且知道没有人能追究……那么，我们

怎么办呢？ 

  今天的经文没有给我们答案，但却说出一个严肃的事实：除非我们承认

自己犯了这撒“弥天大谎”的罪，否则在我里面没有真理。如此这般，一直

都在黑暗中行走，把真光的神拒于我的生命之外了。 

祷告: 圣灵啊，求祢帮助我们面对自己的罪，包括那些被隐藏、漠视，或不曾

被重视理会的罪，又求祢以恩典帮助我们战胜这些罪。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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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新
人登记表填妥给迎新的同工。 

2. 每主日下午 1:15 开始有主日祷告会，让我们一起为教会的复兴祷告。 

3. 当我们进入聚会的殿中，请大家将手机放到静音，怀着敬畏的心安静在自
己的座位上，用心来敬拜主！ 

4. 6 月 28 日周四早上 10:30，在陈灼英姐妹家有常青团契，我们继续查考圣
经人物所罗门，请大家预留时间并预读。有交通需要，可与 Jenny 或振华
或利民姐妹联系。 

5. 6 月 29 日周五晚 7:30，在老人会有教会特别祷告会，欢迎弟兄姐妹参加。 

6. 7 月 1 日崇拜结束后，吴传道会在 Springvale 教会图书馆 11:45am，带领大
家预查《士师记》，请各小组长或对查经有负担的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参加。 

7. 宣教祈祷团契将于7月2日晚8:00，在何牧师家举行。欢迎弟兄姐妹参加。 

8. 墨尔本华人神学研究中心将于7至10月间举办以下课程，对圣经装备有负
担和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自行报名参加，详情如下: 

(一) 课程一（耶稣的比喻～揭露天国的奥秘）  费用：$200 

 日期时间: 18/7、25/7、1/8、8/8、15/8、22/8、29/8、5/9；6:30-8:30pm 

 地点：墨尔本基督教华人圣公会显现堂（123 Little Bourke St Melbourne VIC 3000）  

(二) 课程二 (两约之间)   费用：$100 

 日期时间：19/9、26/9、3/10、10/10、17/10；7:30-9:30pm 

 地点：墨尔本神学院 

9. 澳洲家新协会将举办以下讲座，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可自行报名参加： 

A. 讲座一 (神国好汉)  对象：男士   费用：$25（包括午餐） 
日期时间：21/07/2018（六）；9:30am -5:30pm 
地点：羡道浸信会（588 High Street Rd，Glen Waverley） 
主讲：邱清泰博士 
联络：钱滨弟兄 0403 855 516 

B. 讲座二（神国木兰） 对象：女士   费用：免费 
日期时间：22/07/2018（日）；4:00pm-6:00pm 
地点：墨尔本华人浸信会（75A Cotham Rd，Kew) 
主讲：邱清泰博士 
联络：杨芸姐妹 0409 970 475 

感恩及代祷 

1. 医生建议赵国鼎叔叔还要留院，请大家在祷告里记念他的康复，也求神
保守钟阿姨的身体，让她有足够的体力照顾赵叔叔。 



主日事奉轮值表 

 本主日 下主日 

证道 吴庆胜传道 吴庆胜传道 

主领 王利民 汤卫东 

司琴 林婉茵 汤沁云 

唱诗 阮锦屏 张尚文 倪宏渊 王玲 

读经 王玲 金伟明 

迎新 王玲 许振华 

影音 秦峰 秦峰 

儿童主日学 汤沁云 孙慧奋 孙慧奋 吴碧珊 

司厨 秦峰 李慧娟组 王玲 张尚文组 

司事 郑敏燕 钟婷婷 许振华 陈文爱 

周报 冯慧仙 李慧娟 

奉献统计 
奉献预算 YTD 实际奉献 YTD 周预算 上周实际奉献 盈余/短缺 

$193,800 $188,095 $3,800 $3,405 $395 

上周崇拜人数及奉献 

 

欢迎参加本堂小组聚会和祷告会 
   

  成人 儿童 常费 购堂基金 讲员 总数 

ECCS 

中文堂 97 35 $1,591 $210 - $1,801 

英文堂 28 5 $367 

$1,093.95 (肉肠义卖) 

1,093.95 - $1,460.95 

ECCF 40 16 $797.20 - - $797.20 

小组 时间地点 联系人 

仁爱小组 隔周六晚 7:30 Frankston 金伟明 9750 5850 

信心小组 隔周六晚 7:30 Carrum Downs 孙慧奋 0434 199 578 

Frankston 常青团契 每月一次 王利民 9750 5850 

Frankston 祷告会 每主日 1:15 - 1:45pm 邹景姃 0438 616 613 

Frankston 特别祷告会 每二周一次周五 7:30 - 9:30pm 金医生家 许振华 0481 090 987 

ECC 青少年团契 
爱加倍中心（地址在首页） 

每月一次（周六），6-8pm 

Allan 传道 

0402 675 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