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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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0 5850

信心小组 隔周六晚 7:30 Carrum Downs
孙慧奋 李慧娟

97830282 0450755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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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0 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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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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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善小组 隔周六晚 7:30 Knoxfield
方颖

8806 0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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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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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青团契

Springvale
每月一次 爱加倍培训中心

吴庆胜 芮翠英
0421006439 040042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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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力雅小组

（职青团契）
每周五晚 7:30 爱加倍培训中心

程玮 唐珊
0433 670 093

馨香之契

(青年团契)
每周五晚 爱加倍培训中心

吴庆胜传道
0421006439

青少年团契
月首周六晚 6:00 爱加倍培训中心

5月 5日，6月 2日，7月 14 日...
柯炳顺传道
0402 675 219

主日侍奉轮值表

本主日 下主日

证道 张耿华牧师 吴庆胜传道

主领 唐珊 施星伶

司琴 李慧藤子 李慧藤子
唱诗 程玮 林悦涛 刘筱霁 王玉静

读经 黄旭 白银翔

迎新 查哨 黄秋萍

影音 钱林存 钱林存

儿主 MKC 甘秀瑜 蔡青 刘畅 顾孝贞 罗蜜 郭珍

儿主小班 于岚 张艳 于岚 张艳

司事/厨房 喜乐小组 良善小组
周报 李滨 叶时安

主日崇拜程序
2018 年 4 月 29 上午 10:00

序乐 李慧藤子姐妹

宣召 主在圣殿中 唐珊姐妹

启应诗歌 荣耀归于真神

启应经文 诗篇 52: 1-9

赞美诗歌

求主充满我

全然向你

我要一心称谢你

程玮姐妹

林悦涛弟兄

读经 帖撒罗尼迦前书 5: 16-18 黄旭弟兄

证道 行在上帝旨意中的基督徒 张耿华牧师

回应诗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报告 欢迎 李明庭弟兄

结束圣诗 三一颂
祝福 张耿华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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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

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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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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2018)

成人 儿童 常费 购堂基金 讲员费 总数 总金额

ECCS

中文堂 99 35 $1799.05 $1100 $100 $2799.05

$4497.1英文堂 26 5
$425.00 + 二手

用品出售：$600
$1025.00

ECCF 38 10 $773.05 $100 $673.05

奉献统计 (截止日期 15/4/2018)

年奉献预算 年实际奉献 周预算 周实际奉献 周短缺

$163400 $158268 $3800 $3082 $758

灵修小品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么？”（创 18：14）。

这是神今天给你我的一个责问。也许我们心中曾经有过一

个最深，最高，最大的愿望——或者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或

者是关于我们所爱的人的——经过了好久，还没有成就；我

们就以为以前还有成功的可能，现在是决不能成功的了，于

是就把今生能成为事实的希望完全放弃了。

那一个愿望，如果是合乎神旨的，神必替我们成就；虽然

照我们看来，也许是完全不可能的一回事了——也许我们一

听见人说起，还会笑为荒谬。那一个愿望，神必替我们成就，

如果我们肯让他成就。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么？”没有；如果我们相信他，按

照他的旨意前行，让他独自去替我们作那不可能的，耶和华

就没有难成的事了。不然的话，连亚伯拉罕和撒拉也有拦阻

神旨的可能。

那惟一能拦阻神的，就是继续不信他的慈爱与能力；和一

直拒绝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对于那些信靠他的人，耶和华

是没有一件难成的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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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上半年的洗礼将于 5月 13日举行，鼓励未接受洗礼的弟兄姐

妹报名参加，请向各小组长报名，再向周欢姐妹领取报名表，已领

表的弟兄姐妹请尽快填好后交给小组长。报名截止时间到本主日。

洗礼造就班在 5月 5日周六下午 2点在爱加倍中心举行。

3. 墨尔本神学院 5月 8日周二举行开放日，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参观

询问。时间：10am-2pm，6pm-9pm。地址：5 Burwood HWYWantirna.

4. 鲍维均博士将于 5月 18-20日在墨尔本举行一连三天的圣经讲座。

时间: 7:30pm 地址：墨尔本思恩堂 4-8 Surrey Crescent Oakleigh East

信息:承先启後的信息:提摩太前後书的信息

讲座一(18/05):[敬虔]与[善事]

讲座二(19/05):[家庭]与[国度]

讲座三(20/05):[遗风]与[奠祭]

电话:9899 3207

5. 墨尔本华人神学研究中心将于 5月 21日周一举行神学讲座。时间：

9:30am-3pm。地址：5 Burwood HWYWantirna.

讲座:《古训今义:十戒的现代诠释》

讲员:鲍维均、林子淳、钟东升、俞翠婵、刘利宇、陈廷忠

费用:$10(连茶点与午餐) 报名: 9881 7850

代祷事项

1. 请大家为报名参加上半年洗礼的肢体祷告，求神坚强他们的信心，

保守他们远离恶者的攻击，也请圣灵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把握机会

报名参加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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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