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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 主在圣殿中 王利民姐妹

圣诗 12 你真伟大 阮锦屏 张尚文

启应经文 诗篇 139:13-24

赞美诗歌
我要欢唱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读经 但以理书 4:17，28-37 邹景姃姐妹

证道 天地间谁主浮沉？ 李明弟兄

回应诗歌 唯有耶稣

圣餐 每月第一个主日

奉献 献上感恩

报告 金伟明弟兄

欢迎 李明弟兄

结束圣诗 三一颂

祝福 李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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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terencehsng@yahoo.com.au
http://www.eccs.org.au/


紧急重要通知
因最近中国国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迅速恶化，自 1 月 25 日至今，墨尔本出现多

宗确诊病患。为了弟兄姐妹的健康安全，教会主日崇拜及其它聚会活动会作出如下

调整。

建议参加教会各项聚会时尽量佩戴口罩，特别是老人小孩和这段时间自我感觉

体质较弱的。如果出现发热，咳嗽，咽痛，腹泻等症状的，请尽快就医，暂时不要

参加聚会。

1. 主日崇拜结束前欢迎新人唱欢迎歌环节改为只原地站立唱歌，避免走动握手拥抱

欢迎。聚会前后的聊天交谈也尽量避免握手等身体接触。

2. 聚会结束后的茶点时间取消，各小组不再准备茶点，聚会结束后直接散会离开。

聚会结束后仍然有开水供应，烦请自带水杯，教会暂停提供公用水杯，敬请谅解。

3. 鉴于目前了解到的疫情传播方式等情况，有从中国探亲旅游回来的弟兄姐妹主动

提出在家自我隔离两周后，才来参加主日聚会和家庭小组团契聚会。我们很感谢

这样周到的想法和做法，也鼓励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兄弟姐妹有同样的爱心做法。

4. 在家隔离的弟兄姐妹可以在教会网站 www.eccs.org.au上收听主日证道录音。可

以联系小组长接洽，让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帮忙提供生活物资采购和其它帮助。

5. 在还不完全了解情况时，请暂不邀请刚从中国国内短期来澳的亲人朋友等新人参

加教会主日聚会和家庭小组聚会。

以上临时措施等到疫情消除后再另行通知更改。非常时期非常措施，请弟兄姐妹

们相互理解，并相互转达教会通知，也一起为疫情的尽快控制和消除迫切守望祷告。

经文：但以理书 4:17, 28-37
27 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

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28 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

29 过了十二个月，他遊行在巴比伦王宫里。30 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

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31 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

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32 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

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

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33 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

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髮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

34 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於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讚美

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35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

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旨行事。无人能拦住他

手，或问他说：“你做甚麽呢？”36 那时，我的聪明复归於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

和光耀也都复归於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

大的权柄加增於我。37 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讚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

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

http://www.eccs.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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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 20 周年庆视频专辑 U 盘 100 份已经制作完成，制作成本为每
个澳币 3元，每个家庭可领取一份作为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礼物。
鼓励有负担的肢体为制作费用自由奉献。

感恩及代祷

1. 维省的新学年已开始了，大学(个别学生)、中学、 小学，都已陆陆
续续地开学了，请大家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特别是那些今年升读
新学校的孩子们更需要我们的祷告。求神赐智慧、平安、喜乐。特
别在这疫症肆虐的时候，求神派祂的天使、天兵、天将保护我们的
孩子，让疾病和恐惧都远离我们的孩子。求神赐福给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的灵命和学习都天天向上！

2. 为在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祷告。愿神保守武汉、保守中
国、保守世界。求神看顾目前仍在中国旅游的弟兄姐妹,求主保守他
们健康、平安、喜乐！

进堂须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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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聚会不迟到，聚会中减少进出走动，如要走动，走旁侧的走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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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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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欢迎把儿童送往主日学。



主日事奉轮值表
本主日 下主日

证道 李明弟兄 吴庆胜传道

主领 王利民 李慧娟

司琴 吴思亭
唱诗 阮锦屏 张尚文 汤卫东 孙慧奋

读经 邹景姃 金伟明

迎新 金伟明 蒙观兰

影音 夏静 刘忞颖

儿童主日学 刘忞颖 胡丹 吴庆胜传道 徐振华

司厨 陶瑞娟 许振华组 汤卫东 蒙观兰组

司事 李康福 秦峰 吴慧芳 马伟

周报 冯慧仙 胡丹

奉献统计（截止日期 2/02/2020）
年奉献预算 年实际奉献 目前短缺
$113,599 $75,356 $38,243

上周崇拜出席人数及奉献（日期 9/0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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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14 $1,165 $1,165
$2,857.75英文堂 19 $387.65 $640 $1,027.65

ECCF 29 6 $665.10 $6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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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请洽联系人

金伟明 9750 5850
孙慧奋 0434 199 578

特别祷告会 隔周五晚 7:30在金医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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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邹景姃姐妹家

李慧娟 0450 755 990
邹景姃 0438 616 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