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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月 6日 主日崇拜程序 下午 2时
序乐 汤沁云姐妹
宣召 主在圣殿中 王利民姐妹

生命圣诗 63 颂赞主圣名 阮锦屏 张尚文
启应经文 诗篇 124篇

赞美诗歌
以马内利 何等恩典

你爱永不变
读经 马太福音 26：26 邹景姃姐妹
证道 题目：心行相随 吴庆胜传道

回应诗歌 122 奇妙十架
圣餐 圣餐 蒙观兰姐妹
奉献 献上感恩
报告 金伟明弟兄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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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后有火…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王上 19：12）

有一位姊妹，在明白神旨这件事上，进步得非常之快；有一次，有人问到她容易

进步的秘诀。她简洁地回答道，“注意里面的禁止。”真的，我们中间许多人不明白

神旨的缘故，就是因为不注意里面圣灵的禁止。圣灵的声音是微小的。一个微小的

声音是不容易听见的，但是却能叫你觉得——叫你心中觉得一种平稳微小的压力，

好象早晨的微风吹在你脸上那样觉得。这种微小的声音，如果你好好注意他，会一

次比一次更清洁，一次比一次更容易听的。当我们全心专注在爱人身上之时，爱人

一句顶轻细的耳语我们很快地就领会了；圣灵的声音就是爱人耳语的声音。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他，不理会他，不相信他，爱人也就会不再说什么的。神

是爱，我们要认识他和他的声音，必须时常留心注意。当你与人谈话，正要发言的

时候，如果里面有禁止的话，就该立即闭口不言。当你正要进行某种事业——正当

的事业——的时候，如果你灵里觉得不平安的话，就该立即改变计划，虽然按照人

的智慧来看，这也许是一个顶大的愚昧。

在注意里面的禁止以外，我们还该学习等神披露他的旨意。在一切事上让神替你

计划，替你执行，不要依靠你自己的聪明。许多时候神的执行和神的计划似乎相反

——他似乎在反对自己；但是你只要听从，顺服，信靠，虽然看上去这似乎是顶愚

昧的事。至终，他必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 8：28）。 所

以，如果你要认识神的声音，你必须先有一个绝对顺服的存心——不顾结果，不顾

成败。就是神要你在暗中前进，你也愿意顺服；因为神自己是你里面荣耀的光辉。

这样，你就会更认识神，更亲近神；甚至在最猛烈的试炼下，最可怕的压力下，你

也会感到神的同在。 选自--荒漠甘泉

经文: 马太福音 26：26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

「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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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45, 在教会有祷告会，让我们一起为教会的复兴祷告。

3. 下半年度洗礼将于 11月 3日假 Springvale宣道堂举行，有感动的弟兄姐妹，

请向各小组长或许振华姐妹报名。

4. 2019年唐崇荣牧师墨尔本布道会，欢迎弟兄姐妹及邀请慕道朋友出席：

A. 主题：用我一生
日期：11月 4日 (礼拜一)
时间：6:30PM
地点：Planetshakers Centre (400 City Red Southbank)

B. 主题：圣乐暨交响乐之夜
日期：11月 5日 (礼拜二)
时间：6PM
地址：Robert BlackwoodHall (蒙纳殊大学)

感恩及代祷

1. 爱加倍训练中心的审批已到最后的阶段，请大家为这事迫切祷告，求神为我们

预备和开路，也求神赐我们一颗谦卑顺服的心，让我们满怀信心地等待神按祂

的旨意行事。

2. 自 2017年开始，每年 12月份，教会都会在 Frankston 宣道堂举行圣诞联合崇拜
今年的联合聚会将于 8/12/2019年举行，请大家为这次聚会祷告，求神感动更多
的人参与这项事工，同时也赐我们属天的智慧和力量来准备这次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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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事奉轮值表

本主日 下主日

证道 吴庆胜传道 何广明牧师

主领 王利民 顾勤

司琴 汤沁云 汤沁云

唱诗 阮锦屏 张尚文 倪宏渊 汤卫东

读经 邹景姃 钟婷婷

迎新 陶瑞娟 蒙观兰

影音 秦峰 郑奋煌

儿童主日学 青少年组 许振华 冯慧仙 陶瑞娟

司厨 王玲 张尚文组 陶瑞娟 许振华组

司事 李康福 郑奋煌 郑敏燕 钟婷婷

周报 冯慧仙 胡丹

本财政年奉献统计 (截至 22/09)
年奉献预算 年实际奉献 目前盈余/短缺

$41,800 $30,581 -$11,219

上周崇拜出席人数及奉献 (29/09)

*含营会爱心奉献$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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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2,272.50* $150 $2,422.50

$3,500.50英文堂 29 $298 $20 $318
ECCF 37 8 $760 $760

小组 时间地点 联系人

祷告会 每主日下午 1:15-1:45 教会 邹景姃 0438 616 613

仁爱小组/ 信心小组 隔周六晚 7:00 Frankston
金伟明 9750 5850
孙慧奋 0434 199 578

ECC青少年团契
每月一次（周六）晚 6-8

爱加倍培训中心 (地址在首页）
Allan传道 0402 675 219

特别祷告会 隔周五晚 7:00 金医生家 许振华 0481 090 987

常青团契
每月一次（周五）

地址请洽联系人

王利民 9750 5850
许振华 0481 090 987

西缅小组 隔周二下午 12:30 教会
张尚文 0490 475 282
石玉洁 0402 084 295

合家欢小组
隔周一上午 10:00
邹景姃姐妹家

邹景姃 0438 616 613
李慧娟 0450 755 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