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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月 20日 主日崇拜程序 下午 2时
序乐 林婉茵姐妹
宣召 主在圣殿中 王利民姐妹

生命圣诗 44 神圣主爱 顾勤 阮锦屏
启应经文 诗篇 105篇 1-11

赞美诗歌
我要欢唱
以马内利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读经 路加福音 9:28-36 钟婷婷姐妹
证道 题目: 其实你不懂我心 吴庆胜传道

回应诗歌 391 主我愿像你
圣餐 每月第一周
奉献 献上感恩
报告 金伟明弟兄

感恩见证 吴庆胜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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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規律” -- 选自《每日灵修》

第一條規律是：要幸福，不可讓自我做中心。我們快樂，要知道有人的內心正在十

分痛苦；我們想笑，須知有人正在流淚。抱著新生的嬰兒去禮拜堂接受祝福，是家

庭的大喜事；可是有的家庭，看見人家的嬰兒，卻會想起痛苦的往日，也許是一個

新嬰的夭折：一個可愛的小寶寶，因為失事、或者生病而突然喪失。因此，我們很

幸福的時候，千萬不要以為人人都是如此幸福；要想到並且記住他人的痛苦。

第二條規律是：在幸運之時，永遠不要只顧自己。古羅馬人有句格言：「財富像鹽

水--越喝得多越渴。」這話說得真對。越是有錢，越不容易慷慨。約翰衛斯理生活

的一條原則是：盡量省，盡量給。他在牛津的時候，一年賺30鎊。他用28鎊生活，

兩鎊贈給別人。他的收入增加到每年60鎊、90鎊、120鎊的時候，他仍舊用28鎊

來生活，其餘的都給了別人。越富足越不能自私，富足與自私絕不能攜手同行。

第三條規律是：在善事上，不可自以為義。基督徒要是逢人便誇自己善良，其害無

窮。他哪知道，離開上帝最遠的人正是自認為與眾不同的人。善良的內涵是謙卑。

真正良善的人是聖經比喻中的稅吏，他從心底裡說：「主啊，可憐我這個罪人。」

這種人在上帝面前，才是真正的義人。

经文：路加福音9:28-36
28
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

29
正祷告的

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
30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

说话；
31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32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

人。
33
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

什么。
34
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

35
有声

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
36
声音住

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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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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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从今年开始，主日学小朋友也会参加奉献，请家长为小朋友准备好。

5. 2月 9日(周六)上午 11时至下午 2时，在Keysborough Bunnings有欢庆
中国年的活动，欢迎有才艺和可以做帮助的弟兄姐妹向吴传道报名
参加。

6.墨尔本神学院 MST/ Eastern College Australia 主办，英语认可课程
Certificate III in Spoken andWritten English。 2月 11日至 11月 25日（逢
周一晚）7-9PM，全年共 32周，费用$500。目的是通过学习圣经和
基督教教义，提高学员的英语书写和会话能力。报名查询：
info@eastern.edu.au 或致电 9790 9200。

7. 3月 9日至 11日 Labour Day期间，墨尔本恩爱夫妻营在 Country Place，
180 Olinda Creek Road, KaloramaVIC 3776举办，每对夫妇费用$490，请
有意参加者向钱滨 (0403 855 516) 或杨芸 (0409 970 475) 报名。

感恩及代祷

1. 汤卫东弟兄的母亲已于 1月 13日安息主怀，并于 17日完成了安息
礼拜。请大家在祷告中记念汤卫东弟兄和他的家人，求神亲自安慰
和看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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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祷告的心等候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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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裤和暴露的服装参加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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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把儿童送往儿童主日学。

mailto:info@eastern.edu.au


主日事奉轮值表

本主日 下主日 27/01

证道 吴庆胜传道 何广明牧师

主领 王利民 汤卫东

司琴 林婉茵 汤沁云

唱诗 顾勤 阮锦屏 倪宏渊 王玲

读经 钟婷婷 夏建国

迎新 蒙观兰 金伟明

影音 郑奋煌 刘忞颖

儿童主日学 孙慧奋 吴碧珊

司厨 王玲 张尚文组 陶瑞娟 许振华组

司事 郑敏燕 陈灼英 李福康 郑奋煌

周报 冯慧仙 冯慧仙

奉献统计 (截止日期 6/01)
奉献预算 YTD 实际奉献 YTD 周预算 上周实际奉献 盈余/短缺

$102,085 $98,339 $3,800 $3,343 -$457

上周崇拜出席人数及奉献 (日期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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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总额 讲员费

ECCS
中文堂 80 25 $1,258.50 $280 $1,538.50

$2,887.10
-$120

英文堂 19 3 $304.30 $411 $715.30
ECCF 40 6 $633.30 $633.30 -$120

小组 时间地点 联系人

仁爱小组 2月重开 金伟明 9750 5850
信心小组 2月重开 孙慧奋 0434 199 578
Frankston常青团契 2月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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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重开 许振华 0481 090 987
ECC青少年团契 2月重开 Allan传道 0402 675 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