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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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庆胜弟兄

主领 程玮 唐珊
司琴 金一舟 阎佳琳
唱诗 周欢 唐珊 周欢 程玮
读经 白银翔 刘文禄

迎新 柯洁 陈晨
影音 查哨 钱林存

儿主 MKC 柯炳顺传道 朱悦/蔡青 甘秀瑜/阎佳琳 朱悦/蔡青

儿主小班 方颖 何雨希 刘超 方颖 何雨希 刘超

司事/厨房 良善/活水小组 良善/活水小组
周报 李滨 李滨

复活节联合崇拜程序
2017 年 4 月 16 日 上午 10:00

序乐 金一舟姐妹

宣召 主在圣殿中 程玮姐妹

圣诗 古旧十架

启应经文 诗篇 9: 1-10

赞美诗歌
深触我心

十字架为我荣耀

我的救赎者活着

周欢姐妹

唐珊姐妹

诗班献诗 主复活
读经 哥林多前书 15:1-4 白银翔弟兄

证道 永恒的盼望 何广明牧师
回应圣诗 因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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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

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著站立得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

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

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哥林多前书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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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
宾
威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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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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4/2017)

成人 儿童 常费 购堂基金 讲员费 总数 总金额

ECCS
中文堂 93 40 $1780.65 $519.40 -$100 $2200.05

$3563.09英文堂 24 4 $390.80 $551.04 $941.84

ECCF 35 6 $521.20 -$100 $421.20

奉献统计 (截止日期 02/04/2017)

年奉献预算 年实际奉献 周预算 周实际奉献 周盈余/短缺

$165437 $136952 $4366 $2460 -$1906

灵修小品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

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

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

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 16-17 节）

“清早，天还黑的时候。”（约翰福音二十章 1节），主耶稣从死

里复活了。没有太阳，只有晨星发光照在那挪开的坟墓上。黑夜还没有

退去，耶路撒冷的市民还没有睡醒。他起来了，并不惊醒沉睡的人们。

照样，在“清早，天还黑的时候”，只有晨星发光照耀的时候，教会这

基督的身体也要起来。他的圣徒们也要起来，他们起来的时候，也像他

们的主一样，并不惊醒沉睡的人们。世界听不见呼召他们的声音，就象

主耶稣悄悄地使他们各自安息，好象孩子躺在母亲的怀中一样；当时候

来到，他也要悄悄地用温柔的声音叫醒他们。为他们有唤醒的声音说：

“睡在尘埃的啊，要醒起歌唱”。（以赛亚书二十六章 19 节）破晓的

阳光射入在门徒们中间，他们沐浴着晨曦，其时东方的云彩淡淡一抹，

只露出极微薄的日出迹象。那轻轻的芳香，平和的宁静，振奋的清新，

甜蜜的沉静，朴素的纯净；一切庄严肃穆，同时又充满了希望，这一切

都是他们的了。

摘自《荒漠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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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在每个主日崇拜前 9:00-9:30设有祷告会。地点:教会

图书馆。鼓励弟兄姐妹都来参加，教会的复兴从祷告开始。

3. 三一原型门训协谈工作坊 “从圣经中寻见真我”课程，

将于五月 15-27日在约明基督教会（172 Doncaster Rd,

North Balwyn）举行，课程包括基础工作坊和三个不同主

题的进阶工作坊。报名请洽佩莹师母。

4. 长青团契订于本周二(18日)上午 10:30 在培训中心聚会，

欢迎相关弟兄姊妹参加。

5. 教会上半年洗礼于 5月 28日举行，请定期在教会参加聚

会和小组团契，愿意决志信主的弟兄姐妹 5月 7日前向周

欢姐妹报名，并预留时间参加 5月 20日的初信培训课程。

6. 教会今年的家庭营于 6月 10-12日举行，地点：Camp

Marysville, 959 Buxton -Marysville Rd, Marysville. 讲员：

洪瑞卿牧师，主题：家庭方面的内容。费用(含食宿）：

成人 (16岁以上) $100， 小孩(4-15岁) $60，3岁以下免

费。请参加的家庭向周欢姐妹领取报名表交费报名。

代祷事项

1. 为教会寻找全职牧者祷告,求主引导预备。温馨提醒：教会讲道录音都已上传到教会网站上，欢迎登入以下网址，

在线上收听或下载来收听。http://www.eccs.org.au/sermon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