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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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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圣哉三一 汤卫东 顾勤 

启应经文 诗篇 86 篇  

赞美诗歌 

我愿触动你心弦 

你的话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读经 彼得后书 3:15-16 夏建国 

证道 题目: 不畏浮云遮望眼 吴庆胜传道 

回应诗歌 166 宝贵圣经  

圣餐 每月的第一个主日  

奉献 献上感恩  

报告  金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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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後 3 章 15-16 节 

15 並且要以我主長久忍耐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

照著所賜給他的智慧寫了信給你們。16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信

中有些難明白的，那無學問、不堅固的人強解，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就

自取沉淪。 

  

每日灵修《小故事》 
故事一：小孩的心 

有一位单身女子刚搬了家，她发现隔壁住了一户穷人家，一个寡妇与
两个小孩子。有天晚上，那一带忽然停了电，那位女子只好自己点起
了蜡烛。没一会儿，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隔壁邻居的小孩子，
只见他紧张地问：“阿姨，请问你家有蜡烛吗？”女子心想：“他们家竟
穷到连蜡烛都没有吗？千万别借他们，免得被他们依赖了！” 于是，
对孩子吼了一声说：“没有！”正当她准备关上门时，那穷小孩展开关
爱的笑容说：“我就知道你家一定没有！”说完，竟从怀里拿出两根蜡
烛，说：“妈妈和我怕你一个人住又没有蜡烛，所以我带两根来送你。”  

此刻女子自责、感动得热泪盈眶，将那小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故事二：我们只不方便三小时 

那天跟老公幸运地订到了票，要回乡下探望婆婆，上公交车后却发现
有位女士坐在我们的位子上，老公示意我先坐在她旁边的位子，却没
有请这位女士让位。我仔细一看，发现她右脚有一点不方便，才了解
老公为何不请她让出位子。 

他就这样从南宁一直站到崇左，从头到尾都没向这位女士表示这个位
子是他的，下了车之后，心疼老公的我跟他说：“让位是善行，但从南
宁到崇左这么久，大可中途请她把位子还给你，换你坐一下。” 

老公却说：“人家不方便一辈子，我们就不方便这三小时而已。况且，
如果是耶稣，祂也会这样作的。”听到老公这么说，我相当感动，有这
么一位善良又能透过耶稣来爱人的好老公，让我觉得世界都变得温柔
许多。 

眼光不同，世界可能从此不同。人生中，每一件事情，都有转变的能
力，就看我们是透过自己的眼光，还是透过神的眼光在看。我们不会
在三分钟内成功，但也许只要花一分钟，换上一付新的眼光，生命从
此就不再一样了。我们不一定会因为赚很多的钱而富有，但我们可以
因眼光不同而使心中富有。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   

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太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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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宣道堂母会成立 40 周年，为见证神的荣耀和带领，母会将在 8 月 18
日晚上六点在 500 Boronia Rd, Wantirna VIC 3152，举办一个感恩晚宴，每人
$60，欢迎大家参加，请向英文堂 Helen 姐妹报名（0421135140）。 

4. 感谢神带领，我们在 Frankston 已经植堂五周年了，鼓励大家把这五周年
中的感动和见证写下来，在 8 月 5 日前交给王利民姐妹，我们将打印感
恩见证小册子，我们也征集在五年中有特别意义的照片，请传给吴传道。 

5. 常青团契于 7 月 19 日(四)上午 10:30 在吴慧芳姐妹家聚会，我们查经人
物约拿。请大家事先预查并分享，有交通需要请联系振华或利民姐妹。 

6. 澳洲家新协会将举办普通话恩爱夫妻营，欢迎弟兄姐妹们踊跃报名参加，
让我们在主内共建美好、幸福、合神心意的婚姻，营会详情如下： 
日期：28/09（周五) 10:00am 至 30/09（周日）4:00pm 
地点：Eltham Gateway Hotel, 1339 Main Rd, Eltham 
费用：$490（每对夫妻）   联络：刘晓燕姐妹（0432056775） 

7. 新生命宣道堂将举办研经培灵会，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主题:  活出更新变化的生命 (普通话/粤语)   费用：免费 

讲员：荘信德牧师（台湾磐顶长老教会主任牧师，神学院讲师） 

日期: 1/08（周三），基督信仰的实况于挑战（罗马书一章）  晚上 7:45 
2/08（周四），认识福音的本质（罗马书二章）      晚上 7:45 
3/08（周五），领受福音的大能（罗马书六章）      晚上 7:45 
4/08（周六），见证福音的大能（罗马书八章）      晚上 7:45 
5/08（周日），活出福音的大能（罗马书十二至十五章）晚上 7:45 

地点：新生命宣道堂（19-23，Holland Road, Blackburn South） 

感恩及代祷 

1. 请记念赵国鼎叔叔的康复，也求神保守钟阿姨的身体，让她有足够的体力照

顾赵叔叔。 

进堂须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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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聚会不迟到，聚会中减少进出走动，如要走动，走旁侧的走道。 
▪ 请勿穿拖鞋和暴露的服装，短裤参加聚会，穿着端庄整洁，以示敬虔。 
▪ 为保持殿的肃静、整洁，不得在殿内进食。没有盖子的水杯也不要带入殿内，
不要有闲谈等在神面前过于随意的行为。  

▪ 欢迎把儿童送往主日学。 



主日事奉轮值表 

 本主日 下主日 

证道 吴庆胜传道 李永良传道 

主领 王利民 汤卫东 

司琴 林婉茵 汤沁云 

唱诗 汤卫东 顾勤 顾勤 倪宏渊 

读经 夏建国 钟婷婷 

迎新 蒙观兰 王玲 

影音 郑奋煌 刘忞颖 

儿童主日学 孙慧奋 冯慧仙 郑敏燕 钟婷婷 

司厨 汤卫东 蒙观兰组 金伟明 阮锦屏组 

司事 蒙观兰 程彩萍 林婉茵 陶瑞娟 

周报 冯慧仙 冯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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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200 $202,773 $3,800 $2,837 -$963 

上周崇拜出席人数及奉献（日期 8/7/2018） 
 

欢迎参加本堂小组聚会和祷告会 
   

  成人 儿童 常费 购堂基金 奉献总数 奉献总金额 讲员费 

ECCS 
中文堂 95 33 $1,636.50 $410 $2,046.50  

$3,463.80 

-$120 

英文堂 22 5 $259.40 $400 $659.40  

ECCF 43   3 $757.90  $757.9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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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