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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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an传道
0402 675 219

主日侍奉轮值表
本主日 下主日

证道 邢啸珉传道 吴庆胜传道

主领 施星伶 阎速

司琴 阎佳琳 阎佳琳

唱诗 黄旭 郑英 周欢 林悦涛

读经 刘文禄 李明庭

圣餐襄礼 汪林

献花 王玉静 施艺芬

迎新 林茂群 查哨

影音 钱林存 钱林存

儿主MKC All Teachers 李淑焕 杨超鼎 杨芸 蔡青 刘畅

儿主小班 郭吉文 潘力勤 郭吉文 潘力勤

司事/厨房 良善小组 温柔小组

周报 冯慧仙 李馨

主日崇拜程序
2018年 11月 25日 上午 10时

序乐 阎佳琳姐妹

宣召 主在圣殿中 施星伶姐妹

启应诗歌 圣哉三一

启应经文 诗篇 76篇 1-12

赞美诗歌
1. 能不能 2. 以色列的圣者

3. 我的救赎者活着

黄旭弟兄

郑英姐妹

读经 约翰福音 9:1-7,13-17,24-25,35-38 刘文禄弟兄

证道 看见那看不见的 (约 9:1-41) 邢啸珉传道

回应诗歌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

圣餐 每月第一周

报告 欢迎 李明庭弟兄

结束圣诗

祝福 邢啸珉传道

三叠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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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福音 9章 1-7，13-17，24-25，35-38
1-7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

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

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

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

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

「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35-38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

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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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1
福南斯登分堂 主日崇拜 时间：2:00 pm 地址：16 High Street, Frankston VIC 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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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2018)
成人 儿童 常费 购堂基金 奉献总数 奉献总额 讲员费

ECCS 74 41 $1,036.15 $210 $1,246.15
$2,437.80

ECCS英文堂 30 5 $451 $100 $551

ECCF 34 10 $640.65 $640.65

奉献统计 (截止日期 11/11/2018)
年奉献预算 年实际奉献 周预算 周实际奉献 周短缺

$72,200 $74,159 $3,800 $2,742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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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每个主日崇拜前 9:00-9:30 设有祷告会。地点在教会图书馆。

鼓励弟兄姐妹都来参加，教会的复兴从祷告开始。

3. 青少年团契将于 12月 1日 (周六)举行，为庆祝圣诞，是次聚会还

特设“火鸡晚餐”，敬请各家长留意为盼，详情如下:
时间: 6:00pm - 8:30pm
地点: 10 Parsons Ave, Springvale
报名: Ruby Lin或Margaret Tang
负责人: Allan传道

4. 12月 9日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联合聚会，今年 Springvale宣道堂英文

部亦会参加演出，敬请大家预留时间，并邀请未信主的亲朋好友

莅临 Frankston 宣道堂和我们共庆圣诞。详情如下：

主题: 有一份礼物

时间: 下午 2时
地点: 16 High Street, Frankston (当天早上 Springvale没有聚会)

5. 为支持圣诞联欢演出，教会决定在本主日和下主日 (12 月 2 日)
为演出筹款，敬请各弟兄姐妹大力响应和支持这次爱心奉献。

6. 为感谢神的带领和供应，教会特定于 12月 30日 (本年度最后一个

主日)为“感恩见证分享礼拜”，鼓励大家踊跃于众人，分享神在你

身上的作为。如有感动，请向吴传道或你们的小组长报名。

7. 2019年的教会挂历已开始发售，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往前台购买，

每本$6。
代祷事项

1. 感谢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今年的圣诞联欢得到各方面的响应和支

持，除 Springvale 和 Frankston 会参加演出外，英文部也会积极配

合是次演出。我们的准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请大家在

祷告里纪念这次演出，特别是负责策划的程玮和唐珊等人，求神

保守这次演出，并赐力量和智慧给所有参与演出的各弟兄姐妹。

每日灵修 <拣选什么>

「路得說，……你往哪裡去，我也往那裡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得 1:16）

在人生的路上，作不同揀選，會有極不同的結局，關係到永遠的前途，

在這裡我們看到路得和他的嫂子，二人都作了寡婦，婆婆要回她本地

去。這兩個外邦女子要作出極重要的抉擇，是跟一個窮老寡婦到異地

去受苦呢？或是在本地另嫁一個新夫呢？從目前的利益和安全著想，

顯然是要離開婆婆，而另找出路和對象，還可以過一個比較快樂的生

活，避免長途跋涉，冒險走上艱苦的道路，所以嫂子回去了。

但路得卻決心不離開婆婆拿俄米，一定要跟從她回到以色列去，以她

的國為國，以她的神為神，的確她是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

下（得 2:12）。我們看到她後來所蒙的恩惠，不但得到了安息富足，

並且成了大衛王的曾祖母，在基督的家譜中有份。

今天擺在每一個人面前也有這兩條路，其得失、禍福、榮辱的分別是

無法形容。一條就是回到世俗中，找一個普通對象，過一般較安適的

家庭生活；或者決心跟從主，走一條十架道路，認定追求神的國，奔

往天上更美的家鄉。這關係是太大了，目光短淺，只顧眼前好處是極

其錯誤的，看到百年之後，望到眾星之上，才能作出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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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