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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14 日    主日崇拜程序 下午 2 点 

序乐  吴思亭 

宣召 主在圣殿中 李慧娟 

生命圣诗 12 你真伟大 阮锦屏 张尚文 

启应经文 诗篇 95 篇  

赞美诗歌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荣耀都归你 

宝贵十架 

 

读经 马可福音 8:27-38；10:45 金伟明 

证道 题目: 你们说我是谁？  黄招智传道 

回应诗歌 317 耶稣领我  

圣餐 每月第一周  

奉献 献上感恩  

报告  金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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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漠甘泉》 

“我为何…时常哀痛呢？”（诗 42:9）  

信徒啊，你能不能回答这个问句呢？你有没有什么理由叫你时常哀痛毫无

喜乐呢？你为什么容让未来的忧虑这样摧残你呢？谁告诉你黑夜永不会变

成白昼呢？谁告诉你冬日的霜雪冰雹永不会融解呢？谁告诉你今日的黑雨

会越下越大呢？谁告诉你你的失望会变成绝望呢？岂不知黑夜一过就是白

昼么？岂不知严冬一过就是春夏么？所以你当仰望神！——司布真  

 

经文：马可福音 8 章 27-38 节，10 章 45 节 

8:27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村莊去。在路上问门徒说：“ 人说

我是谁？” 28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

先知里的一位。” 29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 

30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31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

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叁天复活。” 32耶稣明明地

说这话，彼得就拉著他劝他。33耶稣转过来，看著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

但，退我後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34於是叫众

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

从我。35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36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麽益处呢？37 人

还能拿甚麽换生命呢？38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10:45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捨命作多人

的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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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8日主日崇拜结束后，将召开今年教会会员大会，时间是11:30，
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如果因故不能参加，请在委托书上签名授权，
由委托人代行会员权力。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金医生。 

4. 教会下半年洗礼定于 11 月 4 日在 Springvale 宣道堂举行。欢迎有感
动的、并固定在本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向各小组长报名。儿童教会，
请向 Allan 柯传道报名。报名截止日期为下主日 10 月 21 日。 

5. 12 月 9 日是我们 Springvale 的各堂会和 Frankston 宣道堂联合聚
会，感谢神一年的带领，请大家预留时间参与。 

(招募：有歌唱、乐器演奏、舞蹈、影音制作、海报设计等恩赐和
负担的弟兄姐妹联系吴传道！) 

6. 为帮助有需要改善英语会话的弟兄姐妹，英文部现增设一《英语
会话班》，详情如下: 
老师:  Roslyn 姐妹（退休专业英语老师） 
时间：每周五晚（6:30-9:30pm） 
地点：爱加倍中心 
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致电英文部 Peter 传道（0411 461 833） 

7. 为让我们的孩子将来能顺利过度到英文崇拜。教会决定让儿童教
会大班的孩子，每季度都到爱加倍中心，与我们的英文部一起聚
会一次。目的是让孩子们更了解英文部、习惯英文崇拜、预备英
文聚会的心。敬请各家长鼓励孩子们参加，如有任何疑问或交通
需要，可咨询吴传道。 

8. 张伯笠墨尔本培灵布道会 (主题: 真理与自由)，10 月 26 及 27
日，7:30pm, 在 Clayton Church of Christ, 25 Burton Ave, Clayton 举
行，费用全免。 

感恩及代祷 

1. 吴传道将于 10 月 15 至 27 日休假，他会回香港探望父母亲，请大
家记念他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假期。他不在教会期间，如有什么紧急
事情，请联络邹景姃姐妹和金医生。 

 



主日事奉轮值表 

 本主日 下主日 21/10 

证道 黄招智传道 万海生牧师 

主领 李慧娟 顾勤 

司琴 吴思亭 汤沁云 

唱诗 阮锦屏 张尚文 汤卫东 孙慧奋 

读经 邹景姃 马伟 

迎新 金伟明 陶瑞娟 

影音 郑奋煌 刘忞颖 

儿童主日学 刘忞颖 许振华 林婉茵 吴碧珊 

司厨 陶瑞娟 许振华组 汤卫东 蒙观兰组 

司事 钟婷婷 吴慧芳 蒙观兰 程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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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00 $67,771 $3,800 $3,253 -$547 
 

上周崇拜出席人数及奉献 (日期 7/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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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32 $1,500.60 $150 $1,650.60  

$3,328.50 

- 

英文堂 30 0 $347.00 $50 $ - 

ECCF 43 12 $693.85  $693.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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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