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网络崇拜程序
1. 安卓手机和电脑：请点击进入（主日网络崇拜直播）。

2.苹果手机：请进入教会网站 http://www.eccs.org.au 在主页面点

击“史宾威宣道堂主日崇拜视频”进入。

3.如手机不能直接点击进入教会崇拜，请手动复制教会主页到浏览

器，然后从主页面的“史宾威宣道堂主日崇拜视频”进入观看。

2021 年 9 月 26 日 上午 9:30

序乐 李慧滕子

宣召 主在圣殿中 唐珊

赞美诗歌

愿你降临

我愿触动你心弦

祷告的力量

读经 腓立比书 1:9-10 唐珊

证道 谈祷告 陆同佑牧师

回应诗歌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结束圣诗 三一颂

祝福 陆同佑牧师

三叠阿门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

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

基督的日子。

腓立比书 1:9-10
报告事项

1. 由于维州仍在封城期，Springvale 和 Frankston 堂本主日继续同

步网上直播崇拜聚会，直播将会在 9:15 进入准备阶段，请大家按时

在 9:30 上网参加主日崇拜。请大家一起为疫情的控制消除和早

日重返实体聚会祷告。

2. 儿童主日学于本月 19 号和 26 号放假，到时没有进行儿童的线上崇

拜，故鼓励父母在这两个主日带领儿女们参加成人崇拜。届时，成

人崇拜将在内容设计上做出些微调整，以便儿童们也有融入感。

3. 在疫情期间，弟兄姐妹们更要紧紧凝聚与神，彼此激励、彼此造就，

携手同行同奔天路。经同工会讨论决定，从 9月 1日开始在

Springvale 和 Frankston 中文堂同步推动“180 天每日读经灵修

活动”，每天一点点，半年一大步，概要性的一起读经灵修整本圣

经一回，同时配合每周一次的“家庭祭坛/聚会”。牧师将提供统一

每日读经灵修和每周家庭祭坛材料，由小组组长同工每天在微信上

发给大家。详情请看附件详细介绍。

4. “心弦青少年乐队”

宗旨：以音乐传扬主的福音

目的：凝聚青少年发挥恩赐，参与崇拜事奉，培育教会的下一代领

袖。

练习时间：每两周一次，也按需要进行个别的指导。

报名处：柯洁

注：由于教会目前没有聘请音乐老师，故只能帮助到比较有自学能

力的青少年。至于儿童，则鼓励父母为他们各自安排家庭音乐老师，

不致耽误进度。但我们欢迎儿童参与崇拜和儿童主日学的伴奏，给

他们事奉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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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宾威宣道堂
地址：10 Parsons Ave Springvale VIC 3171

网址: http://www.eccs.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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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9aOzcP-_LoY
http://www.eccs.org.au


上周崇拜网上奉献 (19/9)

成人/

孩子 常费 购堂基金 奉献总数 奉献总额 讲员费

ECCS
中文堂 $1220 $1220

$2543英文堂 $840 $840

ECCF $483 $483

奉献统计 截至本财政年度第 12 周(19/9)

年奉献预算 年实际奉献 目前盈余/短缺

$39600 $31252.85 -$8347.15

主日侍奉轮值表

本主日 下主日

证道 陆同佑牧师 陆同佑牧师

主领 唐珊 施星伶

司琴 李慧滕子 李慧滕子

唱诗

读经 唐珊 施星伶

献花

迎新

视频直播 程玮 钱林存 叶君贤 钱林存

影音

儿主 MKC

儿主小班

司事/厨房

周报 黄若天 李滨

5. 为便于会众奉献，教会仍然开放银行转账作为除主日崇拜聚会奉献外

的奉献方式，银行转账信息如下：

Account Name: ECCS INC

BSB：063-182 Account Number: 1073-3077

请在转账备注中注明奉献人所在教会（ECCSC 或者 ECCF）和名字以及

奉献用途比如：一般奉献(General Offering)、建堂奉献(Building

Funds)或者某个专项奉献(Other)等。

祷告事项

1. 为澳洲和世界疫情祷告

满有怜悯和慈爱的天父，当肺炎病毒肆虐世界大地的时候，当各国人

民在遭受痛苦和悲伤的时候，求你格外垂怜医治他们，求你降临在受

苦的人群之中。让你无限的爱和怜悯怀抱每个受伤的家庭和绝望的心

灵！

祈求主赐智慧和力量给澳大利亚的领导人，以及有疫情的各国领导

人，每个城市的管理者，使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承担艰困时期的

责任！

也求主保守和怜悯所有投入一线战斗的医务人员，保守他们平安，加

添他们力量和信心战胜疫情！

祈求主斥责新冠肺炎病毒早日远离人们，使疫情的蔓延在世上得以制

止，使澳洲人民，世界各大洲的人口，重新过上健康、平安的生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整理被子的半毛钱关系
文/陆同佑

多少人起床会整理被子？我过去并不重视，觉得整理被子和

生活没半毛钱关系，反正晚上睡觉又乱了。直到有一天听到这么

一句话：“起床收拾被子，使你一天的开始就觉得完成了一件事，

这使你一天都会有好心情。而且经过了一天工作的疲惫，迎接你

的是整齐的睡床和被子，那是非常安慰和疗愈的”。从那时开始，

我几乎每一天起床都把被子整理的整整齐齐（连老婆的那一份都

整理了），而且我也逢人就推广这个习惯。

自律和规律，是我们很需要的习惯。我们需要很规律的运动，

需要自律的饮食，需要自律的注意牙齿的护理（我最近弄了牙冠

花了快要$2000，后悔死了没把牙齿护理好），需要每天整理房子

（随时有客人来时都是 presentable）。除此之外，我们“更需

要”每天规律的灵修祷告，需要每天操练爱神爱人的活出福音，

需要每周合家一起欢喜敬拜主，需要操练感恩奉献的生命。因为

圣经说：“锻炼体魄益处还少，敬虔生活受益无穷拥有今生和永

世的应许（提前 4 :8 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

操练身体的益处巨大，关乎着健康，快乐，自信，效率，金

钱和长命等。但如果和敬虔生活相比，价值又是天地的巨差。即

是说如果有巨大价值的操练身体和操练敬虔生命作对比，操练身

体对我们的生命不过是半毛钱的关系。那么，选择了操练身体和

自律生活的你，是不是智慧的更过着敬虔生活呢？

因着疫情，教会无法稳定进行实体聚会，因此信徒学习

和操练敬虔生活，成为了更紧急的自理能力。我们接下的日

子，将为全教会提供线上的每日灵修材料，信徒们可都愿意

参与呢？



个人防护措施

如何保护自己远离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传染？

（1）勤洗手。使用肥皂或洗手液并用流动水洗手，用一次性纸巾或

干净毛巾擦手。双手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如打喷嚏后）应立即洗手。

（2）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

等遮住口鼻，咳嗽或打喷嚏后洗手，避免用手触摸眼睛、鼻或口。

（3）增强体质和免疫力。均衡饮食、适量运动、作息规律，避免产

生过度疲劳。

（4）保持环境清洁和通风。每天开窗通风数次不少于 3 次，每次

20-30 分钟。户外空气质量较差时，通风换气频次和时间应适当减少。

（5）尽量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避免接触呼吸道感染患者。

（6）如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如咳嗽、流涕、发热等，应居家隔离休

息，持续发热不退或症状加重时及早就医。

尽量避免到人多拥挤和空间密闭的场所，如必须去佩戴口罩；

选择一：一次性医用口罩，连续佩戴 4 小时更换，污染或潮湿后立

即更换；

选择二：N95 医用防护口罩，连续佩戴 4 小时更换，污染或潮湿后

立即更换。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感染了新冠肺炎？

基于目前的流病学调查，潜伏期为 1-14 天，多为 3-7

天。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症状，少数患者伴有闭塞、

流涕、咽痛、肌痛和腹泻。重症患者多在发病后 1 周出现呼

吸困难或低氧血症，严重患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衰竭（急

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血症及多脏器功能衰竭等。值得

注意的是部分患者起病症状轻微，无发热、无肺炎表现。多

数患者为中轻症。

如果出现早期临床表现，如出现发热、乏力、干咳表现，

并不意味着已经被感染了。但如果出现发热(腋下体温≥

37.3C)、咳嗽、气促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且有疫区旅行

或居住史，或发病前 14 天内曾接触过来自疫区的发热伴呼

吸道症状的患者，或出现小范围聚集性发病，应到当地指定

医疗机构进行排查、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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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振华 阮锦屏

0481090987 042121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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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elers Hill 方颖 8524 5867

爱加倍慕义

小组
隔周六晚 7:00 Glen Waverley

林悦涛 王玉静
0435450618 0410586060

恩典小组 隔周六晚 6:30 Glen Waverley
李明庭 查哨

0433224129 0417905178

常青团契

Springvale
每月一次 史宾威堂

芮翠英
0400420531

常青团契

Frankston
每月一次（地址请接洽联系人）

许振华 阮锦屏
0481090987 042121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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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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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宾威宣道堂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 Springv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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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堂
主日崇拜 周日 9:30am 联系人：陆同佑牧师 0426817818
儿童主日学 周日 9:30am 联系人： 柯洁姐妹 0408696026

英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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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南斯登分堂

主日崇拜 周日 2:00 pm 联系人: 陆同佑牧师 0426817818
地址：16-18 High Street, Frankston VIC 3199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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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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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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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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