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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27 日 主日崇拜程序 下午 2 时
序乐 吴思亭
宣召 主在圣殿中 顾勤

生命圣诗 30 歌颂父神伟大全能 阮锦屏 张尚文
启应经文 诗篇 126 篇

赞美诗歌
你是荣耀的君王

来到主前
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

读经 腓立比书 2：5，4：6-7 夏建国
证道 题目：超越自我的祷告 毛坚俊传道

回应诗歌 425 儆醒祷告
圣餐 每月第一主日
奉献 献上感恩
报告 吴庆胜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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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下平安 选自--每日灵修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

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 约 14:27

这个世界需要和平。各样的冲突随处可见，它们以不同的形式

表现在种族、国家、政党、宗教团体、教会、和基督徒之间。我们

也有内在的冲突，比如焦虑感和压力。我们到何处去寻找平安呢？

耶稣给了我们答案。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

给你们”。永远的平安从耶稣而来。祂所赐的平安是深刻的，能满

足人心。祂的平安，带给我们身心的健全。如同拼图一样，耶稣的

平安，能把杂乱的片块，按正确顺序拼凑起来。乱世当中，我们有

耶稣所赐各样的平安。

我们因着罪被涂抹，能与神和好。我们相信天父的爱，也因此

心中有平安。接着，当我们学习去服侍人，对人有恩典和宽容时，

我们也能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耶稣带来的平安，是独特的，和世上的平安全然不同。祂说：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这个世界追求平安，但那只是生

命表面的平安，虽然能短暂的止息纷争，但却不能解决人的罪性，

这一根本问题。

耶稣是最伟大的和平使者。你是否经历耶稣所带来的平安呢？

你是否渴望这份平安呢？那就来信靠相信祂吧！

经文：腓立比书 2：5,4:6-7

2:5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4：6-7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

要的告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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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3/11/19）是我们下半年的洗礼日，我们将在母堂与母堂的弟兄姐妹

联合聚会，我们会一起见证神的荣耀，当天Frankston堂的崇拜将暂停一次，敬请

大家留意为盼。

4. 今年的会员大会（AGM）将于10/11/19（星期日）Springvale宣道堂举行，欢迎大

家出席。为照顾没时间出席的弟兄姐妹，教会特备委托书一份，请大家尽快在委托

书上签名。

5. 为确保尽快搬入爱加倍中心进行主日崇拜聚会，经同工会讨论商议，将对爱加倍中

心进行装修和整改，因此需要筹集专项资金。现在前台设有爱加倍中心专门奉献箱，

请弟兄姐妹们有感动的为此事工奉献。

6. 教会将于11月24日周日中午11：30在Springvale教会举行义卖筹款。请大家将

家中闲置的干净且可以使用全新或二手物品带来义卖，例如：玩具、衣物、小电器、

手工艺品等，同时当天也可以准备一些食物来义卖，所得款项将全部作为爱加倍中

心事工之用，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7. 由于搬迁后需要添置一些家具和物品，本着为教会节省开支的原则，现征集弟兄姐

妹家中闲置的电视机、书架、沙发、茶几、婴儿用的change table、儿童用的大

地毯和泡沫拼图地垫等。物品要求干净和近全新，具体事宜请联系叶君贤弟兄。

8. 教会祷告会将于1/11（星期五）举行，鼓励有感动和负担的弟兄姐妹参加，让我们

一起为教会的复兴和各肢体的需要祷告：

时间：晚上7：30 地点：老人会

感恩及代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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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主日

证道 毛坚俊传道 宋为亮弟兄

主领 顾勤 汤卫东

司琴 吴思亭 汤沁云

唱诗 阮锦屏 张尚文 李慧娟 王利民

读经 夏建国 邹景姃

迎新 孙慧奋 王玲

影音 刘忞颖 倪宏渊

儿童主日学 冯慧仙 胡丹 冯慧仙 许振华

司厨 金伟明 阮锦屏组 秦峰 李慧娟组

司事 蒙观兰 吴碧珊 程彩萍 陈灼英

周报 胡丹 李慧娟

本财政年奉献统计 (截至13/10)

年奉献预算 年实际奉献 目前盈余/短缺

$53,200 $39,095 -$14,105

上周崇拜出席人数及奉献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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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39 $997.50 $150 $1,147.50

$2,230.35英文堂 32 $275.05 $120 $395.05
ECCF 36 7 $687.80 $68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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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8616613

仁爱小组/ 信心小组 隔周六晚7:30 Frankston
金伟明 97505850

孙慧奋 0434199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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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2675219

特别祷告会 隔周五晚7:30 金医生家 许振华 0481090987

常青团契
每月一次（周五）

地址请洽联系人

王利民 97505850

许振华 0481090987

西缅小组 隔周二下午12:30 教会
张尚文 0490475282

石玉洁 0402084295

合家欢小组
隔周一上午10:00

邹景姃姐妹家

邹景姃 0438616613

李慧娟 0450755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