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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乐 心弦乐团
宣召 主在圣殿中 张璐姐妹

启应经文 诗篇10:1-18

赞美诗歌
快乐崇拜
耶和华是爱

是谁

林悦涛弟兄
施星伶姐妹

读经
创世纪 18:17
雅各书 2:23
以赛亚书 41:8

郭成旭弟兄

证道 上帝的朋友 陆同佑牧师

回应诗歌 我时刻需要你
欢迎 报告 李明庭弟兄
结束圣诗 三一颂
祝福 陆同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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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事项

1.为了让我们的教堂里外整洁美观，十月十六日下主日崇拜茶点后，我
们将会有 working bee activities (工蜂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打扫教堂
内部楼上楼下，教堂外主要清除花园内和周围的杂草等。

2.十月二十三日主日崇拜后十一点三十分，举行政府规定的教会年度会
友大会，请每位弟兄姐妹尽量预留时间参加会议，以便对教会的需要
和运作有更多的了解。

3.从 7月 3 日开始，本堂推行“中英崇拜于早上十点同时进行”，中文崇
拜在楼下主堂，英文崇拜在楼上课室。目的：
1) 能共享资源，共同推动儿童主日学崇拜；
2) 能鼓励青少年返回教会，融入英文崇拜；
3) 能让参与中英崇拜的家长和儿女，共车和同时来教会，以及同时
回家；
4) 在疫情之后，一起鼓励回归崇拜；
5) 促进更多的中英联合崇拜和事工，以及促进中英联谊。
请大家准备在时间上作出调整，以及为这调整代祷。愿一切荣神益
人，以及福音兴旺。
教会信息单张（周报第 3页）也已做了相应更新。大家可以使用更
新的版本分享给慕道友。
实体聚会须知如下：
①参加聚会的会众须全程佩戴口罩并勤做手部清洁消毒；
②会后有茶点时间，会后会众可移步楼下副堂团契，建议个人做好
相关社交距离和手部清洁消毒；
③有感冒相似症状者或年长不便者则鼓励继续参加网络直播崇拜，
请提前与所在小组负责人沟通索要链接。

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著亚伯拉罕呢？
创世纪 18:17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
的义。” 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雅各书 2:23

“惟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
亚伯拉罕的后裔， 以赛亚书 41:8



上周崇拜奉献 (02/10)
成人/
孩子 常费 感恩奉献 奉献总数 奉献总额 讲员费

ECCS & ECCF
中文堂 62/16 $1545.00 $1545.00

$2815.00
ECCS 英文堂 $1270.00 $1270.00

奉献统计 截至本财政年度第 14 周(02/10)
年奉献预算 年实际奉献 目前盈余/短缺
$49000.00 $50550.65 $155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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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璐 施星伶

司琴 心弦乐团 李慧滕子 心弦乐团
唱诗 林悦涛 施星伶 林悦涛 唐珊
读经 郭成旭 李明庭
献花 汪林 王玉静

圣餐襄礼
迎新 叶君贤 郭成旭

直播/助手 郭珍 刘畅 钱林存 查哨
影音/PPT 郭珍 查哨
儿童主日学 Hong Chau 柯洁 Hong Chau 柯洁
司事/厨房 喜乐小组 喜乐小组
周报 李滨 李滨

4.ECCS 图书馆已经开放，书籍分类为：

1，圣经（神学、注释、讲道）；2，基督徒生活；3，婚姻与家庭；

4，灵修与祷告；5，教会（教会观、领导学、事奉）；

6，小组（各种训练材料）；7，儿童书籍。

 借阅方式：请在簿子记录借阅者名字和借阅日期。

 归还方式：在簿子填写归还日期，并把书本按分类放回架子。

 谁可以借阅？大家都可以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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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为以下事项祷告：

 信徒每天清早过着读经灵修生活；

 家人信主，以及孩童从小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之；

 在工作职场，为主作光作盐；

 病痛者得医治；劳苦担重担者，重新得力；

 国家领袖敬虔，人民生活平安；

 信徒爱主爱人，教会在社区中服务和广传福音，福音兴旺。

“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 马可福音 14 章 38 节



欢迎参加本堂小组聚会
小组 时间 地点 联系人

仁爱小组 隔周五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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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同佑牧师 0426817818
鄢礼银牧师 042903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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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sons Ave, Springvale VIC 3171

网站：http://www.eccs.org.au/

中文堂
主日崇拜 周日 10:00am 联系人：陆同佑牧师 0426817818
儿童主日学 周日 10:00am 联系人：柯洁姐妹 0408696026

英文堂
主日崇拜 周日 10:00am Contact: Rev Peter L. N. Yong

联系人: 鄢礼银牧师 042903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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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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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诗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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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ccs.org.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