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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16 日    主日崇拜程序 下午 2 时 

序乐  吴思亭姐妹 

宣召 主在圣殿中 顾勤姐妹 

生命圣诗 80 赞美救主 李慧娟 王利民 

启应经文 诗篇 102 篇（1-17）  

赞美诗歌 

我要看见 

想起你 

充满我 

 

读经 以赛亚书 41:17-20 钟婷婷姐妹 

证道 题目: 看见 知道 思想 明白  冯保龙弟兄 

回应诗歌 452 更深认识耶稣  

圣餐 每月第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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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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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灵修《把皮剝掉!》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弗 5:20） 

這是個有關一位母親帶她四歲大的女兒，一起逛市場的故事。當這名小女

孩盯著一大堆橘子時，小販大方地從桌上拿了一個橘子給她。媽媽問女兒:

「你應該對這位好心的叔叔說什幺呢？」小女孩看了看手中的橘子，然後

把橘子遞給小販:「把皮剝掉！」 

感恩的心是在生命的成長過程中學到的，一個四歲的小女孩的行為是可以

被原諒的，但同樣的事若是發生在大孩子成年人的身上，則會被認為是不

禮貌和不知感恩。 

有時我們對上帝恩典的態度也是如此，不僅不知感恩，並且企求更多。對

上帝心存感恩，可幫助我們漸漸走向屬靈的成熟。保羅在寫給以弗所眾聖

徒的書信中提到，跟隨基督所將面臨的挑戰包括「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

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弗 5:20） 

今天讓我們來獻上對上帝的感恩，不要抱怨我們所沒有的；不要對生活中

種種的不公平產生憤怒；不要為自己求更多的東西。以「謝謝您！」來替

代「把皮剝掉！」吧。有些人只會盯住玫瑰的刺，卻看不見任何美麗的花

朵；有些人卻能從每個花刺中，看見一朵朵美麗的花朵。不要為口袋裡的

東西，而是為你內心所有的，獻上感恩。 

 

经文：以赛亚书 41 章 17-20 节 

17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

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18我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

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19 我要在旷野种上香

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

杨树一同栽植；20 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

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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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之隔周五晚特别祷告会于 12-1 月间暂停，但教会仍会继续为有

需要的弟兄姐妹代祷。每主日下午 1:15 的祷告会仍会继续，欢迎有
负担的弟兄姐妹参加，并为教会和各肢体祷告。 

4. 教会各小组于12-1月间暂停聚会，我们会在明年2月9日恢复聚会，
敬请各位弟兄姐妹在小组暂停期间，不要忘记亲近神和关心主内各
肢体的需要。 

5. 应教会事工的需要，我们鼓励有恩赐和负担的弟兄姐妹报名参加以
下事工: 主日学老师、司琴、周报、投影。 

6. 教会英文部在 12 月 25 日 (10:00am) 会有圣诞特别聚会，欢迎弟兄
姐妹到爱加倍中心，与英文部的弟兄姐妹共庆圣诞，共享午餐（请准
备菜肴一道）。 

7. 为感谢神的带领和供应，教会特定于 12 月 30 日 (本年度最后一个 
主日) 为“感恩见证分享礼拜”，鼓励大家踊跃于众人，分享神在你  
身上的作为。如有感动，请向吴传道或你们的小组长报名。 

8. 为让未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有更多的机会认识主内的异性，墨尔本
卫理公会怀恩堂会在明年一月举办《未婚单身信徒 Mornington-
Geelong 一日游》，鼓励未婚的弟兄姐妹(能说华语)参加： 
日期：2019 年 1 月 26 日 (周六） 时间：8:15am - 6:00pm 
费用：$50 (大巴、午餐、渡轮)   资格：25-40 岁的单身基督徒 
报名：1 月 19 日前，洪牧师 (0406702070)或洪师母 (0433730361） 

感恩及代祷 

1. 教会一年一度的圣诞联合聚会已于 12 月 9 日圆满结束。我们感谢圣
灵的同在，使我们有一个欢乐而又感人的聚会；我们也感谢圣灵的感
动，使我们三个堂会的弟兄姐妹济济一堂；我们也感谢圣灵的带领，
使我们有一班甘心乐意忠心摆上的弟兄姐妹。求神继续刚强壮胆我
们，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2. 圣诞和新年期间，教会很多家庭都会出去旅游，请大家在祷告里记念
这些家庭，求神保守他们的平安，并赐他们一分别为圣的假期。 

3. 2018 年 VCE 刚于上礼拜五放榜，请大家在祷告里记念你们身边有考
VCE 的家庭，求神带领这些小孩，并预备合适的升学机会。 

4. 為何牧师于 28 日前往雪梨，及 31 日至 1 月 8 日在日本东京的服事
代祷，愿圣灵恩膏，点燃众教会宣教的心志。  



主日事奉轮值表 

 本主日 下主日 23/12 

证道 冯保龙弟兄 吴庆胜传道 

主领 顾勤 王利民 

司琴 吴思亭 林婉茵 

唱诗 李慧娟 王利民 倪宏渊 王玲 

读经 钟婷婷 阮锦屏 

迎新 王玲 蒙观兰 

影音 倪宏渊 郑奋煌 

儿童主日学 许振华 吴碧珊 

司厨 王玲 张尚文组 陶瑞娟 许振华组 

司事 蒙观兰 程彩萍 李福康 陈灼英 

周报 冯慧仙 李慧娟 

奉献统计 (截止日期 2/12/2018)  

奉献预算 YTD 实际奉献 YTD 周预算 上周实际奉献 盈余/短缺 
$83,265 $83,085 $3,800 $3,285 -$515 

上周崇拜出席人数及奉献 (日期 9/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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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堂 33 5 $354.60 $450 $804.60 
$2,955.10 

 

三堂会联合崇拜 228 54 $2,150.50  $2,150.50 -$120 

小组 时间地点 联系人 

仁爱小组 隔周六晚 7:30 Frankston (12-1 月间暂停) 金伟明 9750 5850 

信心小组 隔周六晚 7:30 Carrum Downs (12-1 月间暂停) 孙慧奋 0434 199 578 

Frankston 常青团契 每月一次 (12-1 月间暂停) 王利民 9750 5850 

Frankston 祷告会 每主日 1:15 - 1:45pm (如常举行) 邹景姃 0438 616 613 

Frankston 特别祷告会 隔周五晚 7:30 - 9:30pm (12-1 月间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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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暂停) 

Allan 传道  

0402 675 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