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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之路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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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英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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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道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冯保龙弟兄

回应诗歌 你真伟大

报告 欢迎 李明庭弟兄

结束圣诗 三一颂

祝福 冯保龙弟兄

三叠阿门

默祷散会

紧急重要通知

因最近中国国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迅速恶化，1 月 25 日墨尔

本出现首例确诊病患。为了弟兄姐妹的健康安全，教会主日崇拜

及其它聚会活动会作出如下调整。

1.建议参加教会各项聚会时尽量佩戴口罩，特别是老人小孩和这

段时间自我感觉体质较弱的。如果出现发热，咳嗽，咽痛，腹

泻等症状的，请尽快就医，暂时不要参加聚会。教会会考虑想

办法采购备用的口罩和酒精洗手液供弟兄姐妹聚会时使用。

2.主日崇拜结束前欢迎新人唱欢迎歌环节改为只原地站立唱歌，

避免走动握手拥抱欢迎。聚会前后的聊天交谈也尽量避免握手

等身体接触。

3.聚会结束后的茶点时间取消，各小组不再准备茶点，聚会结束

后直接散会离开。聚会结束后仍然有开水供应，烦请自带水杯，

教会暂停提供公用水杯，敬请谅解。

4.鉴于目前了解到的疫情传播方式等情况，有从中国探亲旅游回

来的弟兄姐妹主动提出在家自我隔离两周后，才来参加主日聚

会和家庭小组团契聚会。我们很感谢这样周到的想法和做法，

也鼓励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兄弟姐妹有同样的爱心做法。

5.在家隔离的弟兄姐妹可以在教会网站上收听主日证道录音。可

以联系小组长接洽，让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帮忙提供生活物资

采购和其它帮助。教会网站: http://www.eccs.org.au/

6. 在还不完全了解情况时，请暂不邀请刚从中国国内短期来澳的

亲人朋友等新人参加教会主日聚会和家庭小组聚会。

以上临时措施等到疫情消除后再另行通知更改。非常时期非

常措施，请弟兄姐妹们相互理解，并相互转达教会通知，也一起

为疫情的尽快控制和消除迫切守望祷告。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

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

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

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

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

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罗马书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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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崇拜出席人数及奉献 (9/2)

成

人

儿

童 常费 购堂基金 奉献总数 奉献总额 讲员费

ECCS
中文堂 47 14 $1165.00 $1165.00

$2857.65英文堂 19 $387.65 $640 $1027.65

ECCF 29 6 $665.00 $665.00 -$120

奉献统计 截至本财政年度第 29 周(2/2)

年奉献预算 年实际奉献 目前盈余/短缺

$109799 $73432 -$36367

主日侍奉轮值表

本主日 下主日

证道 冯保龙弟兄 沈志坚牧师

主领 张璐 程玮

司琴 吴思亭 李慧滕子

唱诗 刘筱霁 郑英 刘筱霁 王玉静

读经 黄旭 林悦涛

献花 施艺芬 郑英

迎新 李明庭 林茂群

影音 钱林存 钱林存

儿主 MKC 杨芸 罗密 郭珍 Tina 顾孝贞 罗密 郭珍 Tina

儿主小班 戴亚萍 辛静妮 戴亚萍 辛静妮

司事/厨房 忍耐小组 忍耐小组

周报 李滨 李滨

报告事项

1. 诗班现招募新班员，欢迎重生得救并已受洗，固定在本堂聚

会，愿意委身用音乐事奉主的弟兄姐妹向赵嫣姐妹报名，截

止日期为本主日。

2. 经同工会会议决定，今年的笫一次小组聚会定于 2 月 22 日本

周六开始。以上决定將会按疫情发展情况再作调整。

祷告事项

1. 维省的新学年已开始了，请大家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特别

是那些今年升读新学校的孩子们更需要我们的祷告。求神赐

智慧、平安、喜乐 ，特别在这疫症肆虐的时候，求神派祂的

天使、天兵、天将保护我们的孩子，让疾病还和恐惧都远离

我们的孩子。求神赐福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的灵命和学习

都天天向上！

2. 请大家为在全中国和全球蔓延的“新冠状病毒肺炎”祷告。

愿神保守武汉、保守中国、保守世界。求神看顾目前仍然在

中国旅游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健康、平安、喜乐。

3. Springvale 宣道堂（中文部）已于（29/12/2019）正式在爱

加倍中心崇拜，愿主继续带领和保守我们教会，让我们大家

努力复兴教会、努力传讲福音。

4. 因为澳洲各地的山火，很多澳洲人失去亲人、家园、生计，

请大家在祷告中记念这些灾民，也请在各方面帮助这些灾民。



欢迎参加本堂小组聚会

小组 时间 地点 联系人

仁爱/信心小组 隔周六晚 7:30 Frankston
金伟明 孙慧奋

9750 5850 0434199578

西缅小组 隔周二 12:30 Frankston 教会
张尚文 石玉洁

0490475282 0402084295

合家欢小组 隔周一上午 10:00 邹景姃姐妹家
邹景姃 李慧娟

0438616613 0450755990

喜乐小组 隔周六晚 7:00 Noble Park North
伍雪清 郭成旭
9790 0308

忍耐小组 隔周六晚 7:30 Cranbourne
张健 杨超鼎

0423944520 040115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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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Knoxfield 方颖 8806 0479

爱加倍慕义小组 隔周六晚 7:00 Glen Waverley
郑英 林悦涛
9511 5286

恩典小组 隔周六晚 6:30 Glen Waverley
李明庭 查哨
8802 9498

常青团契

Springvale
每月一次 史宾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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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宾威堂

程玮 唐珊
0433670093

青少年团契
一般为每月第一个周六晚 6:00

史宾威堂

柯炳顺传道
0402675219

2020 年教会主要事工

时间 活动 地点

4 月 27 日 Good Friday 史宾威堂

5 月 3 日 上半年洗礼 史宾威堂

5 月 31 日 五旬节 福南斯登堂

6 月 14 日 儿童奉献礼 史宾威堂

6 月 21 日 儿童奉献礼 福南斯登堂

9 月 1 日 福南斯登堂庆 福南斯登堂

11 月 1 日 下半年洗礼 史宾威堂

11 月 29 日 圣诞联合聚会 福南斯登堂

12 月 24 日 平安夜 史宾威堂

史宾威宣道堂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 Springvale

地址: 10 ParsonsAve, SpringvaleVIC 3171
网站: http://www.eccs.org.au/

中文堂
主日崇拜 每周日 9:30am 联系人：吴庆胜传道 0421006439
儿童主日学 每周日 9:30am 联系人：柯炳顺传道 0402675219

英文堂

主日崇拜 每周日 11:15am 联系人：PeterYip传道 0411461833

福南斯登分堂 主日崇拜 每周日 2:00 pm
地址：16 High Street, Frankston 联系人: 吴庆胜传道 0421006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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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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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每个主日崇拜前 8:45-9:15 设有祷告会。鼓励

弟兄姐妹都来参加，教会的复兴从祷告开始。

 教会讲道录音都已上传到教会网站上，欢迎在线收

听或下载来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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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诗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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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