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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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慧娟

97830282 0450755990

常青团契

Frankston
每月一次（地址请接洽联系人）

王利民 邹景姃
97505850 0438616613

社青小组 每周五晚 7:30 爱加倍培训中心
程玮 唐珊

0433 670 093

青少年团契 月首周六晚 6:00 爱加倍培训中心
Allan

0402 675 219

主日侍奉轮值表

本主日 下主日

证道 何广明牧师 方友义牧师

主领 施星伶 钱滨
司琴 金一舟 金一舟
唱诗 刘筱霁 林悦涛 刘筱霁 林悦涛
读经 郭珍 黄旭

迎新 柯洁 陈晨
影音 钱林存 钱林存

儿主 MKC 甘秀瑜/阎佳琳 朱悦/蔡青 顾孝贞 朱悦/蔡青

儿主小班 周欢 潘力勤 周欢 潘力勤

司事/厨房 喜乐小组 喜乐小组
周报 李滨 李滨

主日崇拜程序
2017 年 10 月 15 日 上午 10:00

序乐 金一舟姐妹

宣召 主在圣殿中 施星伶姐妹

启应诗歌 在你宝座前

启应经文 诗篇 29: 1-11

赞美诗歌
求主充满我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

差遣我

林悦涛弟兄

刘筱霁姐妹

读经 希伯来书 10:19-39 郭珍弟兄

证道 唯靠宝血 何广明牧师
回应圣诗 只有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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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

所，是藉著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

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

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

洗净了，就当存著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

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摇动，因为那应许我

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

此劝勉。... 希伯来书10:19-39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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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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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2017)

成人 儿童 常费 购堂基金 讲员费 总数 总金额

ECCS
中文堂 96 39 $1815.70 $510.00 -$100 $2225.70

$3648.75英文堂 24 5 $704.30 $20.00 $724.30

ECCF 40 6 $798.75 -$100 $698.75

奉献统计 (截止日期 1/10/2017)

年奉献预算 年实际奉献 周预算 周实际奉献 周盈余/短缺

$57000 $51146 $3800 $2736 -$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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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 10月 22日崇拜结束后吴传道会带领大家做约翰福

音最后三章 19、20和 21章的小组预查经培训。这将是今

年最后一次预查，希望各小组长和有负担的弟兄姐妹都能

预留时间参加。

4. 本堂今年的AGM会员大会将于 10月 29日主日崇拜结束

后 11：30在本堂举行，Frankston和英文堂也会一起来参

加大会，希望大家尽量安排时间参加。如不能参加的弟兄

姐妹在前台的代理委托书上签名。

5. 教会下半年洗礼定于 11月 5日举行，请已经决志信主并

愿意委身于主耶稣的弟兄姐妹们向各小组长报名，并向周

欢姐妹领取申请表格。报名截止日期为下主日 10月 22日。

代祷事项

1. 为 Allan 传道的青少年团契和营会祷告，求主来引领和操

练我们的下一代愿意来尊主为首，服事主。

2. 何牧师夫妇将于本周远行，与国际关怀协会总会开会、以

及海外培训等服事，求主带领使用他们。

3. 为教会将于 12 月 10 日下午两点在福南斯登宣道堂举办

的圣诞音乐布道会祷告。

灵修小品

“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

（出埃及记第 17章第 6 节）

神所重用的人物，都是饱经折磨和击打的。因为神所喜

悦的祭品，是忧伤痛悔的心。雅各的大腿在毗努伊勒扭了，

神才给他属超然的能力。摩西用杖击打何烈的磐石，才有水

流出来给口渴的百姓喝。基甸和跟随他的三百精兵打破瓶子，

他们的火把才能使仇敌惊乱。以斯贴在一个异邦宫中冒死进

去见王，才拯救了她的本族脱离灭亡。主耶稣拿着五个饼，

两条鱼，必须把它们掰开，然后才使五千人吃饱。马利亚打

破她珍贵的玉瓶，才使屋里充满香气。主耶稣宝贵的身体，

必须被荆棘、钉子、枪矛刺穿，他里面的生命才象活水一般

倾倒出来给口渴的人喝。

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无数的子粒来。

所以，神必须掰开打碎一切，然后才重用他们。

朋友，你虽然被人轻视被人弃绝，圣灵却正抓住你，要

用你使神得着荣耀。你愿不愿意呢？以赛亚书第 33章第 23

节说：“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你愿不愿意作一个瘸腿的

人来夺取掠物呢？

摘自《荒漠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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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