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應詩歌】 樂哉家庭  

1. 有主居衷，樂哉家庭，各人和平相親； 

一心仰望，同心祈禱，相愛共享天憩。 

2. 基督作主，福哉家庭，敬愛耶穌尊名； 

孩童從小歌頌主名，父母愛主熱誠。 

3. 禱聲上騰，榮哉家庭，讚美樂音不停； 

一家大小，愛慕主言，屬天智慧堪羨。 

4. 求使我眾家家和睦，愛中同享恩沐； 

締結我心，愛主真純，愛中同享天倫。 

【29/1上主日統計數字】 

崇拜人數 84 人 

主日學 (教師/學員) / 

經常費奉獻 (包括網上)： $4,949.00 

發展基金：                               - 

其他︰car offering for Rev  Ding $650.00 

本年度差傳基金目標 $20,000.00 累積差傳基金 (至上主日)：$7,679.30 

本年度每週 

經常費預算 

$4,200.00 

上週實收 

經常費奉獻 

$4,949.00 

預算盈餘/ (不敷） 

$749.00 

1/7/22 至今累積 

預算盈餘/（不敷） 

($10,620.40) 
 
網上奉獻（經常費）：Westpac BSB: 032 257 - 156 162   

【12/2下主日事奉人員】 

      
主任牧師 ： 呂家聲牧師 0414 911 083 revlui@yahoo.com 

dpoon1688@proton.me 牧師助理 ： 潘德威弟兄 0468 408 788 

幹事 (P/T)   ： 李宇慧姊妹 (Uwisa) 0450 861 588 praise@efca.org.au 

宣教士 ： 
譚健生牧師、譚李凱韻傳道 (台灣) 

丁振華牧師伉儷 (柬埔寨) 
 
jh.tam@omfmail.com 

richardding_2@hotmail.com 

電話 ： (02) 9345 8988 教會網址： http://www.pefca.org.au 

講員 潘德威弟兄 音響 黎子俊弟兄 

主席 蘇家城弟兄 投影機 張皓明弟兄 

領詩 
麥蘆影丹姊妹、 

賴君蕎姊妹 
司事 徐成娣姊妹、賴劉文珊姊妹 

司琴 楊梓珊姊妹 少年級導師 馮鄺可翹姊妹 

兒童級導師 江方若詩執事 兒童級助教 蕭張美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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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夏鍾少娟執事 講員： 呂家聲牧師 

司事： 張皓明弟兄、高雯晞姊妹 領詩： 袁皓暉弟兄 

聖餐襄禮： 麥偉廉執事、陳玉琼執事 司琴︰ 楊張惠瓊姊妹 

音響： 溫子康弟兄 投影機： 蘇家城弟兄 

序樂  

默禱  當我思念祢 會眾 

 耶穌當我每思念祢，滿懷平安甘甜，親瞻祢面靠祢安憩，甜蜜遠超意念。 

謙卑心靈所誇所愛，痛悔的心所望，失足的人蒙祢恩待，尋祢的必得賞。 

惟祢是我所誇所喜，是我永生賞賜，今生我願單誇耀祢，永世頌恩不止。 

 

宣召  詩篇 95:6-7 主席 

稱謝讚美  

頌讚  永遠的讚美(美 34) 

神是愛(美 56) 

來擁戴主為王(美 11) 

領詩 

祈禱  潘德威弟兄 眾立 

聆聽主言  

讀經  西 3:18-4:1 主席 

證道  信仰豈止在心中 講員 

虔誠回應  

唱詩  樂哉家庭 (生 507) 領詩 

奉獻 我要以感謝為祭獻給你，又要求告耶和華的名。    詩 96:7-8 主席 

虔守聖餐   

唱詩  何等奇妙的救主 (生 64) 眾坐 

主禮  呂家聲牧師  

歡迎及家事分享  潘德威弟兄 眾坐 

三一頌 讚美天父愛世慈仁，讚美耶穌代贖洪恩， 

讚美聖靈開我茅塞，讚美三位合一真神，阿們。 

眾立 

祝福  呂家聲牧師 眾立 
 

~~~~~~~~~~~~~~~~~~~~~~~~~~~~~~~~~~~~~~~~~~~~~~~~~~~~~~~~~~~ 
本會使命：以基督為主、以宣道為任、以教會為家  * 聚會進行中，請將手提電話關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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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謹向第一次蒞臨本堂參加聚會之嘉賓致以萬二分歡迎。請將「歡

迎表」填好交回司事，以便日後聯絡。 
 

 

【教會消息】 

執事會 有見丁振華牧師伉儷在柬埔寨需要更換二手車，執事會通過在兩個

星期天 (29/1 及 5/2)，將放置奉獻箱在堂後司事桌上，鼓勵弟兄姊妹

以自由奉獻方式，支持他們換車所須支出，目標澳幣一萬元。若希

望在網上奉獻，請注明 "Car offering" 便可，敬請考慮支持。  

聖樂部 聖樂部將於 12/2 (下主日)晚上 6:30 舉行部會，地點待定，請有關部

員留意。 

【教會聚會及活動一覽表】 

單位 週會/內容 講員/主理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成宗部 硏經有方 呂家聲牧師 5/2 日 9:30am 副堂 

成宗部 基督徒成長 360 潘德威弟兄 5/2 日 9:30am 正堂 

兒宗部 

兒童級導師 

兒童級助教 

江方若詩執事

麥蘆影丹姊妹 5/2 日 11:00am 副堂 

少年級導師 馮鄺可翹姊妹 

差傳部 部會 麥偉廉執事 5/2 日 崇拜後 待定 

西羅亞團契 個人分享討論 李宇慧姊妹 10/2 五 6:30pm 
楊梓珊姊妹

府上 

忠信團契 
查經  

約翰一書第六課 
呂家聲牧師 11/2 六 10:00am 副堂 



 

                 
 
 
 
 
 
 
 
 
 
你們眾民當時時倚靠祂，在祂面前傾心吐意，神是我們的避難所。(詩 62：8) 

本週禱告重點： 

主日                                                       「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直到永遠；我要用口將你的信實傳與

萬代。」（詩 89:1）神啊，你滿有豐盛的慈愛，你的信實極其廣

大，這是我心深知道的。 

週一 為我們教會的眾家庭禱告，求主教導我們彼此珍惜，也在主內學

習尊重、聆聽、忍耐、包容和接納，以恩慈互相對待，以基督為

我們家之主。 

週二 為仍然進行中的成宗課程代禱，願主藉著課堂的教授，讓弟兄姊

妹靈命得以長進，在真道上扎根，生命滿有基督的香氣。 

週三 為教會各部門的事工進展代禱，求主使用弟兄姊妹各方面的恩

賜，建立健康增長的屬靈群體。 

週四 請為明年初有一位「澳神」學生 (Venus) 在教會實習代禱，求主讓

她有美好的適應和學習， 也可 以發揮她的恩賜，建立信徒靈命。 

週五 為易呂惠芳姊妹已於 2/2（上週四）接受移植眼角膜及晶片手術感

恩，求主保守醫治，讓眼睛手術縫合後的復原能夠有好的進展，

日後可以恢復視力。 

週六 請為身體有軟弱和復康中的弟兄姊妹代禱，求主每天看顧他們，

也早日醫治各人，讓他們經歷主恩，滿有上主所賜的平安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