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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1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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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勤姐妹

生命圣诗 26赞美全能神 汤卫东 孙慧奋
启应经文 诗篇 129篇

赞美诗歌
你配得至圣尊荣

充满我
同路人

读经 希伯来书 13:17 王玲姐妹
证道 题目：当转眼仰望耶稣 吴庆胜传道

回应诗歌 当转眼仰望耶稣
圣餐 每月第一主日
奉献 献上感恩
报告 吴庆胜传道

感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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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的，那人便为有福。”（但 12:12）

“等候”这件事，看看似乎顶容易，可是学学总要花几年。“开

步走”，“跑步”，比“立正”容易得多。

许多时候，我们顶愿意，顶渴望事奉神，但是不知道怎样着手。

那么，怎么样呢？就此绝望，烦恼么？就此胆怯，退后么？就此惧

怕，停住么？还是擅自前冲呢？

不，都不，只要等候。

用祷告等候。呼求神，把事情展在他面前；把你的难处告诉他，

向他求应许。

用信心等候。向他表白你对于他不移的信任。你要相信：就是

他叫你等到夜半，他也必按时来临。

用忍耐等候。不要发怨言，像以色列人向摩西发怨言一样。用

简单的心完全接受凡临到你身上的一切，把它们放在神的手里，说：

“现在，主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不知道

该怎样作；我的心非常痛苦；但是我们愿意等候你来叫水分开，使

敌溃退。我愿意等候，就是你叫我们等候多日，我也愿意；因为我

的心单仰望你，哦，神啊，我深信你是我的喜乐，我的拯救，我的

避难所，我的坚固台。” ——译自每晨必读

经文: 希伯来书 13:17

要顺服引导你们的人，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将来要

向上帝交账。你们要听从他们，使他们满心喜乐地尽此职责，不

致忧愁，否则对你们毫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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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聚会结束后请诗班留下练唱。

4. 常青团契于11月29日星期五上午10:00在Mornington公园有年终感恩聚会。

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不用带午餐，我们会去鱼薯店午餐。如需交通安排，

请与振华和利民姐妹联系。

5. 12月 8日在 Frankston教会有圣诞联合聚会，请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参加！

6. 12月 22日是教会的感恩分享礼拜，鼓励大家踊跃分享过去一年神在你身上

的作为，让你的见证成为神的荣耀和众人的鼓励。有感动的请联系利民姐妹，

并将见证稿交给利民。那天也是我们华人的传统节庆日--冬至，请大家各带

一个点心一起庆祝。

7. 自本年 12月 29日起，史宾威宣道堂中文堂的崇拜将改在爱加倍培训中心举

行。时间: 周日早上 9:30-11:00，地址: 10 ParsonsAve., SpringvaleVIC 3171。
能够在神所赐的产业里聚会，这是我们大家多年的愿望，也是我们大家共同

努力的结果。

为了庆祝教会这一重要的时刻，教会谨定于12月29日为联合感恩见证礼拜，

届时 Frankston的弟兄姐妹，请莅临爱加倍培训中心一起崇拜、庆祝和感恩。

鼓励大家出席此次聚会，让我们一起见证神的荣耀，让我们 一起感谢神的

带领，也一起求神继续恩膏我们教会。

8. 明年 3月 7-9日劳动节长周末，在 180 Olinda Creek Rd, Kalorama举行普通话

恩爱夫妻营，每对夫妻$490。报名与具体事项请联系李明庭弟兄和潘力勤姐

妹，欢迎教会伉俪报名参加，愿神借着夫妻营使更多的家庭得着神美好的祝

福！

感恩及代祷

1. 自 2017年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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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8日年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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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为爱加倍中心能够顺利通过审批感谢神！求神继续带领，大大使用爱加
倍培训中心。在如何使用上，请大家为神的家祷告，使我们有同心合一
的心，一起来事奉神，荣耀神！



主日事奉轮值表
本主日 下主日

证道 吴庆胜传道 吴庆胜传道
主领 顾勤 李慧娟
司琴 汤沁云 汤沁雨
唱诗 汤卫东 孙慧奋 阮锦屏 张尚文
读经 王玲 陶瑞娟
迎新 许振华 陶瑞娟
影音 秦峰 刘忞颖

儿童主日学 刘忞颖 胡丹 孙慧奋 许振华
司厨 陶瑞娟 许振华组 汤卫东 蒙观兰组
司事 郑敏燕 钟婷婷 蒙观兰 程彩萍
周报 冯慧仙 冯慧仙

本财政年奉献统计 (截至 10/11)
年奉献预算 年实际奉献 目前盈余/短缺

$68,400 $47,064 -$21,336

上周崇拜出席人数及奉献 (17/11)

欢迎参加本堂小组聚会和祷告会

成人 儿童 常费 购堂基金 拼图义卖 爱家倍搬迁 奉献总数 奉献总额 讲员费

ECCS
中文堂 91 28 $1,012.50 $150 $1,100 $270 $2,532.50

$4,216.55
-$120

英文堂 31 $374.55 $55 $429.55
ECCF 中文堂 34 9 $574.50 $680 $1,254.5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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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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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老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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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