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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主日崇拜程序  No.751 

宣     召 詩篇 118: 24 司     會 

詩歌讚美 ———————— 敬拜主領 

禱     告 ———————— 司     會 

兒童祝禱 ———————— 高牧師 

經     文 馬太福音 28: 5-20 讀經員 

證     道 神的世界宣教計劃 Pastor Andrew 

回應詩歌 ———————— 敬拜主領 

奉     獻 ———————— 司  會 

歡     迎 ———————— 高牧師 

家事報告 ———————— 司     會 

頌     榮 讚 美 一 神 會  眾 

祝     禱 ———————— 高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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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東雪梨台福主題: 
 

彼此接納 
榮耀歸主 

 

台福總會主題: 
服事年 

 

殷勤火熱 
常服事主 

 
 

羅馬書  12:11 
 

殷勤不可懶惰。 
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事主。 

 
宣教植堂運動 

 

每人:  
每天禱告兩分鐘 
每月奉獻二十元 
每年歸主一領一 

 

全球台福： 
建立教會二百間 
植堂基金一千萬 
聚會門徒達兩萬 

 
 歡  迎! 
 
 
 
 
 

我謹代表教会，歡迎您與我
們一起敬拜主，特别歡迎首
次参加崇拜的朋友，盼望您
享受和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時
間。為了能进一步認識您，
請您在友誼卡填上個人资料
或在網上留下您的聯繫方
式。會後歡迎留步一同享用
午餐。 
 

高永壽 
主任牧師 

歡迎瀏覽網頁 www.efcm.org.au 下載週報  

829 Anzac Parade, Maroubra NSW 2035 • Tel 0431 177 826 • Email efcmaroubra829@gmail.com 

『阿爸父』 
羅馬書 8:12-17 

大綱： 
 
 
 

2022年 7月16日 

1. 感謝 Pastor Andrew 親臨證道，願主賜福 Pastor Andrew 的服事及他家人的身心靈
健康。 

2. 歡迎今日新來的朋友暨弟兄姐妹，請留下您的聯繫方式，以便教會聯繫您。也歡迎在
實體聚會的弟兄姐妹留下來一同享用午餐。鼓勵每人奉獻$2，孩童免費。 

3. 今年第七個全教會禁食禱告週將會在明天開始(7月17-23日)。讓我們一起為國家，教
會及各事工的發展禁食禱告。教會將會安排每几天把禱告事項在各團契及小組的群組
裏寄出給各位弟兄姐妹。歡迎大家參與這事工來興旺教會。 

4. 幸福團契下週二(7月19日)早上十點有靈命造就分享。講員：高牧師，司會：Jade姐
妹。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5. 教會線上禱告會時間為週三晚上8:00-9:00。下週三(20/7)的主責是高牧師。歡迎弟兄
姊妹參加。 

6. 下週五(22/7)朝鹿和新生小組將會到 Entertainment Quarter 舉辦 Laser Tag 活動。
時間為晚上8:00，預計20人參加。歡迎弟兄姊妹邀請朋友來參加，詳情請洽Steven執
事。 

7. 執事會將在7月30日(星期六)下午2:00舉行會議，請執事們預留時間參加。也邀請弟兄
姐妹為這件事禱告。 

8. 教會將在8月20日，16週年慶的主日崇拜舉行洗禮儀式。凡有弟兄姐妹願意在當天洗
禮，請聯絡執事或牧師申請接受洗禮。 

9. 有關於線上播放主日崇拜，執事會商討並決定將在八月底停止播放線上主日崇拜。 

家  事  報  告 

主日信息 主日信息 
神的世界宣教計劃 
馬太福音 28: 5-20 

 

大綱： 
 

 
 
 
 

生  活             守  則 

言語上：不埋怨、不論斷、不傳話 
財務上：不借貸、不推銷、不作保 
處事上：要守時、要守約、要守密 
事奉上：要虛心、要忠心、要同心 

崇拜聚會時間 

主日崇拜 上午  10:00~11:30 

兒童主日學 上午  10:00~11:30 

Zoom 線上聚會 

帳號：564 707 8126 密碼：7777 



聚會人數 
7月8日-7月14日 

主日實體崇拜 38 

主日線上崇拜 9 

兒童主日學 5 

崇拜總人數 52 

禱告會 10 

陶匠小組 15 

幸福團契 - 

新生小組 4 

朝鹿小組 8 

週間聚會時間表 

日期/時間 聚會 內容 地點 

週二(19/7) 

上午10:00 
幸福團契 靈命造就 

Zoom 線上 

聚會 

週三 

晚上8:00 
禱告會 

讀經, 
禱告 

Zoom 線上 

聚會 

週五(22/7) 
晚上8:00 

新生小組 

聯合聚會 - 

朝鹿小組 

特  別  報  告 
1. 迫切為澳洲,各個國家領袖,醫護人員,百姓禱告,為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禱告,懇求神憐憫, 

早日止息瘟疫,賜下疫苗,保守神兒女們在面對疫情時,充滿神的能力及保護,肩負傳播福
音的使命; 使神的國度快速來到。 

2. 求主興旺教會傳福音事工，讓居住在周圍的華人同胞可以聽聞福音。 
3. 為身體軟弱的弟兄姊妹禱告，求神醫治及看顧。 
4. 為教會工作青年禱告，求主看顧他們的工作。 
5. 為教會聘請牧者禱告。求神為東雪梨台福預備一位有牧者心腸、愛神、愛教會的牧者,

並有異象的帶領教會在Maroubra擴展神國度。 
6. 為羅以台福建堂籌備禱告；睦鄰、愛平台福事工拓展；墨爾本、睦鄰台福的英文事工

與尋找牧師，橄欖山、聖山、雪梨台福成長。 
7. 請代禱雪梨台福教會所植堂的榮益禱告站。目前仍在找尋適合的聚會場所及傳道人。

求神預備。榮益禱告站已經先用家庭聚會方式開始每主日實體聚會。願神賜福。 

 季度行事曆 

日    期 內    容 負責同工 

7月19日 幸福團契 
高牧師,  

Jade 

7月22日 
朝鹿新生小組 
聯合聚會 

Steven 

7月26日 陶匠小組 
黃后鵬,  
陳源英 

7月30日 執事會 
高牧師, 
Steven 

8月2日 幸福團契 
陳鳳美,  
張華 

8月6日 聖餐 高牧師 

8月9日 陶匠小組 
高牧師,  
Peggy 

  主日聖工服事表 

日    期 這週(7月16日) 下週(7月23日) 

證道 Pastor Andrew 高永壽牧師 

司會 黃后鵬 Steven 

敬拜主領 Wendy Maggie 

司琴 Christine Fiona 

讀經 Jack Sally 

聖餐 - - 

兒童主日學 Sabrina, Maggie Lala 

投影 Steven Wanda 

音控 John John 

招待 林宏, 秋生 林芬梅, 陳源英 

清潔 張華, 陳源英   黃后鵬, Maggie   

數奉獻 柯建州/Maggie 柯建州/Maggie 

督堂 黃后鵬 高煜 

使  徒  信  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
，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
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
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
；我信永生，阿們。 

主   禱  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
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
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