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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 3 日    主日崇拜程序 下午 2 点 
序乐  吴思亭 
宣召 主在圣殿中 顾勤 

生命圣诗 29 神爱无量 阮锦屏 张尚文 
启应经文 诗篇 106 篇 1-23  

赞美诗歌 
宝贵十架 你是荣耀的君王 

以马内利 
 

读经 约翰福音 13:1-17 陶瑞娟 
证道 题目: 我愿意  吴庆胜传道 

回应诗歌 235 圣餐感恩  
圣餐 每月第一周 汤卫东 邹景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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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節『祂給人安靜。』（伯三十四章二十九節）  

 

神能在風浪中給人安靜。今天我們仍舊和祂一同在船中；在深夜離岸甚遠，船

到了湖中心的時候，忽然起了暴風，甚至船被波浪掩蓋。這時候似乎世人聯絡

一致地逼迫我們，地獄張了口等待吞喫我們，每一個波浪威脅我們。在這樣絕

望的光景中，主頂鎮靜地起來，斥責風和浪；在祂一揮手之下，祝福來了，風

浪去了，風號浪湃，不能混亂祂的聲音：『住了罷，靜了罷』（可四章三十九節）。

你聽見祂的聲音麼？ 

 

『祂給人安靜』。這安靜不是普通的安靜，乃是在失去指望和安慰中的安靜。有時

候祂故意把指望和安慰從我們收回，因為我們太注重這些了。我們頂容易專看喜

樂、奮興、盼望、安慰、經歷、恩賜、異象等等過於看主。所以為了愛的緣故，

主把這些暫時收回；好叫我們靠著祂的恩典，分辨主所賜的和主自己。但是當我

們以為失去了一切福份的時候，主就來了，叫我們嘗到祂同在的滋味。這時候我

們因為有了祂自己，就忘記了祂所收回的，心中只覺得無限的安靜。『祂給人安靜』。 
 

经文：约翰福音 13:1-17 
13:1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

他们到底。13:2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

里）。13:3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

去，13:4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13:5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

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13:6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阿，你洗我的脚吗？
13:7耶稣回答说，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13:8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

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13:9 西门彼得说，主阿，不但我的脚，连

手和头也要洗。13:10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

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13:11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13:12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作的，你们明

白吗？13:13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13:14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13:15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

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13:16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

大于差他的人。13:17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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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把儿童送往主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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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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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教为将福音传给 Frankston 老人会的未信之民，Frankston宣道堂决定自 12/02

开始，成立一个查经班（西缅小组），欢迎大家积极参加，详情如下： 

负责人:张尚文 石玉洁 

内容:马可福音 

时间:每星期二（12:30pm-1:30pm） 

地点:老人会厨房 

带领查经人员:吴传道，Jenny.振华，利民 

5. 教会谨定礼拜三为我们的祷告会和读经班，欢迎有感动和负担的弟兄姐妹莅临

爱加倍中心一起为教会和有需要的肢体祷告，同时一起查考马可福音。第一次

祷告和读经班将于 13/02开始，详情如下： 

时间：10:00am～12:30pm（每周三） 

地点：爱加倍中心 

负责人：吴传道（0421006439） 

6. 本主日结束后，吴传道会在 Springvale 教会的图书馆预查《希伯来书》第一课，

敬请各小组长或对查经有负担的弟兄姐妹留步参加。 

 

 

感恩及代祷 

1. 新学期已经开始，请大家在祷告中记念我们的小孩，求神祝福他们在新学期里蒙恩蒙

福。 



主日事奉轮值表 

 本主日 下主日 

证道 吴庆胜传道 毛坚俊传道 

主领 顾勤 王利民 

司琴 吴思亭 林婉茵 

唱诗 阮锦屏 张尚文 顾勤 孙慧奋 

读经 陶瑞娟 马伟 

迎新 王玲 许振华 

影音 秦峰 倪宏渊 

儿童主日学 Allan 孙慧奋 冯慧仙 陶瑞娟 

司厨 汤卫东 蒙观兰组 金伟明 阮锦屏组 

司事 钟婷婷 于春梅 马伟 吴慧芳 

周报 刘忞颖 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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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65 $104,303 $3,800 $2,876 -$924 

 

上周崇拜出席人数及奉献 (日期 27/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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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35 $1,055.20 $50.00 $1,105.20  

$2,359.20 
- 

英文堂 28 3 $405.60 $100.00 $505.60 - 
ECCF 40 7 $748.40 - $7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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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