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参加本堂小组聚会

小组 时间 地点 联系人

仁爱小组 隔周六晚 7:30 Frankston
金伟明 李慧娟

9750 5850

喜乐小组 隔周六晚 7:30 Noble Park North
伍雪清 郭成旭

9790 0308

馨香之契

(青年团契)
每周五晚 爱加倍培训中心

何广明 朱佩莹
9560 7619

忍耐小组 隔周六晚 7:30 Cranbourne
汤卫东 张健
9799 6036

常青团契

Springvale
每月一次 爱加倍培训中心

朱佩莹 芮翠英
0430 035 318

良善小组 隔周六晚 7:30 Knoxfield
方颖 陈晨
8806 0479

温柔小组 隔周六晚 7:30 Keysborough
杨芸 刘文禄
9701 8628

节制小组

(伉俪团契)
每月一次（地址请接洽联系人）

叶君贤伉俪 阎速伉俪
9790 0308 8802 7678

爱加倍慕义小组 隔周六晚 7:30 Glen Waverley
郑英 林日红
9511 5286

恩典小组 隔周六晚 7:30 Glen Waverley
李明庭 查哨
8802 9498

活水小组 隔周六晚 7:30 Wantirna South
朱悦 蒋群
8806 1045

信心小组 隔周六晚 7:30 Carrum Downs
孙慧奋

97830282

常青团契

Frankston
每月一次（地址请接洽联系人）

王利民 赵国群
9750 5850 9001 7268

社青小组 每周五晚 7:30 爱加倍培训中心
程玮 唐珊

0433 670 093

主日侍奉轮值表

本主日 下主日

证道 何广明牧师 洪瑞卿牧师

主领 赵嫣 程玮
司琴 阎佳琳 金一舟
唱诗 黄旭 郑英 黄旭 郑英
读经 黄旭 郑英

迎新 李明庭 林茂群
圣餐襄礼 汪林
影音 查哨 钱林存

儿主 MKC 杨芸 刘景芳/罗蜜 杨芸 刘景芳/罗蜜

儿主小班 柯洁 郭吉文 何蓉 柯洁 郭吉文 何蓉
司事/厨房 忍耐小组 忍耐小组

周报 李滨 李滨

主日崇拜程序
2017 年 2 月 5 日 上午 10:00

序乐 阎佳琳姐妹

宣召 主在圣殿中 赵嫣姐妹

圣诗 快乐崇拜

启应经文 诗篇 149: 1-9

赞美诗歌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一粒麦子

在你宝座前

黄旭弟兄

郑英姐妹

读经 使徒行传 13:1-3 黄旭弟兄

证道 改变世界的旅程 何广明牧师
圣餐

回应圣诗 一粒麦子

报告 欢迎 李明庭弟兄

结束圣诗 三一颂
祝福 何广明牧师

三叠阿门
默祷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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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

拿巴和称呼尼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

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事奉主，禁食的

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

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

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使徒行传 13:1-3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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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 Springvale
中文堂 主日崇拜 时间：10:00am
地址: 46 Balmoral Ave, Springvale, VIC 3171 网站: www.eccs.org.au
英文堂 主日崇拜 时间：10：00am 地址: 10 Parsons Ave., Springvale, VIC
福南斯登分堂 主日崇拜 时间：2:00 pm 地址：16 High Street, Frankston VIC
爱加倍培训中心 10 Parsons Ave, Springvale VIC 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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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崇拜出席人数及奉献 (日期 29/01/2017)

成人 儿童 常费 购堂基金 讲员费 总数 总金额

ECCS
中文堂 90 37 $1225.00 $480.00 -$100 $1605.00

$3247.00英文堂 25 5 $650.00 $272.00 $922.00

ECCF 42 10 $820.00 -$100 $720.00

奉献统计 (截止日期 22/01/2017)

年奉献预算 年实际奉献 周预算 周实际奉献 周盈余/短缺

$121777 $102077 $4366 $2877 -$1489

从起点到终点 – 柬埔寨医疗短宣后记 何广明牧师

当箱型车开回金边我们原来所下榻的旅馆时，心中不禁充满了感恩，还有

一种超 出言语所能表达的感受，想到八天前，我们一行二十余人，加上本地

翻译同工， 及满车的医疗器具、药品，五十多人浩浩荡荡地从金边出发，前

往马德望省的珠 山市(Pailin)，一个靠近泰国边界，与金边有八个小时车程

的城市。相较于大部分 队员都是参加好几次的老手，对我这一个第一次参加

国际关怀协会医疗短宣的菜 鸟而言，心中实在不知道该期待什么，看到许多

“医治人身体”的医生护士等专 业人士，熟练地展开诊治的服事，神为我这

个“医治人灵魂”的牧师会有什么样的预备呢？

“砰砰砰……”！珠山长老会的义诊在震耳欲聋的柴油发电机的努力工作

下，展 开了序幕，教堂中老旧的风扇尽情的转动着，为着在这 32 度的冬天

送来一丝的 微风，泛黄的日光灯也尽其所能的，要将光芒照在人头耸动的天

国医院中；空气 里瀰漫着消毒药水的味道，英文、柬语、中文与牙医刺耳的

高速手机声合为一体， 但四周却又有着能隐约感受到却听不到的一种声音。

“O-Koon1”， 待诊的病人伸出幽黑长茧的手，指指旁边的孩子，从牧师手

中高 兴的又拿到一张福音单张；一位看诊完，准备骑车离开的居民，口袋里放

着药品， 走到牧师面前，一手拿着单张，一手拿着圣经，在牧师脸前晃了晃，

“I happy, I happy”， 牧师指着教堂“Sunday here, Sunday here”，看着

他满脸笑容地骑着车走 了，留在原地的也是满脸笑容。“牧师来看，能走又能

说话了”，一位由两个人搀 扶之下，步履维艰半身不遂的老妈妈，吃力地爬上

一小段斜坡，坐定在针灸医生 面前，翻译七嘴八舌地比划者，只见医师将针插

在老妈妈喉咙及脚踝等几个部位， 几分钟后，“叫她讲话试试看”，医师有如

主耶稣般地命令着，“B-lia on
2
”在翻译 的指引下，老妈妈用力地发出了沙

哑的声音，这可是她好久以来第一次讲话，下 斜坡时，坚持要一个人走，脸上

的表情好像得胜的信徒，要跟主领奖赏般的得意， 只是牧师怕有闪失，伸出两

只手，一前一后、亦步亦趋的围着她。唉，看来牧师的奖赏可能要小一些了。

八天的义诊中，这些不过是当中的片鳞半爪，神在我们侍奉当中的作为，

实在超 出所求所想，每天早上全队以祷告交托开始一天的服事，圣灵的大能

与我们同在， 圣灵的力量赐给我们体力；感谢主每天发出数以百计的福音单

张，没有一个人看 完后弃之于地，有几天早上看诊前先举行布道会，当地同

工牧师及短宣队轮流献 诗、讲道及见证，民众也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不论是

Pailin 还是 Braitmie 都对 福音相当开放，近三千人次的看诊，没有人排斥，

加上与政府官员的良好互动，

我深深地相信，柬埔寨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祭坛所在。

人生不也正是如此，从哇哇坠地开始再回到天父怀中，当中所经历的不正

是人生 的价值所在，不正是主为我们预备的人生祭坛，感谢主拣选了我们，

使用我们， 好叫我们没有空占地土。看着 72 岁宣教士夫妇的背影，原来模

糊的声音似乎越 来越清晰，愿听见的人都说：“主阿！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1 柬語：謝謝。 2 柬語：感謝神。

报告事项
1. 欢迎今天新来的朋友一起在神的家中敬拜，共享主恩。请将留名单

填妥交给迎新同工，愿上帝祝福您。

2. 今天 11：30在图书馆有小组查经预查培训，请组长和对查经有兴

趣的肢体参加。正式小组查经从 18日开始，查考新约《约翰福音》。

3. 为本持“宣教不忘祈祷，祈祷不忘宣教”，及帮助对宣教有负担的

肢体更多了解什么是宣教，自 2月 13日起，每周一晚上 8-9:30，
何牧师在家中开办跨教会的“从使徒行传学宣教”查经班课程，并

于每逢每月第一个周一时，查经班改为“宣教祈祷团契”，将不定

期邀请墨尔本相关宣教组织前来分享，一同为宣教守望，欢迎参加。

4. 经教会同工会商讨决定，自即日起爱加倍和慕义两个小组将合并

成＂爱加倍慕义＂组。组长：郑英、副组长：林日红；另外唐珊姐

妹担任社青小组的副组长。

5. 鉴于各个小组有部分组员因各种原因已经离开教会，或不再参加主

日崇拜和聚会，而有些新参加小組的人，还没有加入该组的微信群。

为了能更有效地联系現在的组员，同时也可以避免打扰那些不再需

要接收信息的人，团契部决定各小组开始更新建立小组微信群，请

各位组员按时参加 2月 18日的第一次小組聚会和每周的主日崇拜。

如至三月底仍未能参加主日崇拜和聚会的，还愿意继续留在小组

的，请尽快与所属小组组長联系。

6. 圣经学习课程 BSF将于 2月 22日周三开课，今年查考《约翰福音》。

上课时间为每周三上午 10:30-12:30,地点：爱加倍培训中心，有英

文和中文班。课程免费，位置有限。请有兴趣的姐妹们尽快向 BSF
同工 Amal Kamal报名参加，0402 135 015 amal.bsf@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