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異恩典

【回應詩歌】

1.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
2. 浩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時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寶貴。
3. 經過許多危險網羅，飽受人間苦楚，
此恩領我平安渡過，他日歸回天府。
4. 將來在天安居萬年，恩光如日普照，
好像最初蒙恩景況，讚美永不減少。
【03/01 上週統計數字】
崇拜人數

60 人

主日學 (教師/學員)

3/5 人

經常費奉獻 (包括網上)：

$2,817.30

發展基金：

/

差傳基金：

/

本年度差傳基金目標 $15,000.00

累積差傳基金 (至上主日)：$4,953.85

本年度每週
經常費預算
$3,914.00

1/7/20 至今累積
預算盈餘/ (不敷）
預算盈餘/（不敷）
($1,096.70)
($490.25)

上週實收
經常費奉獻
$2,817.30

網上奉獻（經常費）：Westpac BSB: 032 257 - 156 162

【17/01 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員

麥伯全牧師

音響

麥偉廉弟兄

主席

蘇黃靜雯姊妹

投影機

蘇家城弟兄

領詩

袁皓暉執事

司事

楊龍生弟兄、黃黎雪玲姊妹

司琴

楊張惠瓊執事

中學班導師

呂彭慧明師母

學前班導師

楊梓珊姊妹

學前班助教

麥蘆影丹姊妹

顧問牧師

： 呂家聲牧師

主任牧師

： 林耀宏牧師

0405 203 064

幹事 (P/T) ： 蔡何麗恩姊妹 (Jackeline)

0432-710663

reformjoe@gmail.com
(週一休假)
praise@efca.org.au

宣教士
： 譚健生牧師、譚李凱韻傳道 (台灣)
jh.tam@omfmail.com
電話/傳真 ： (02) 9345 8988
教會網址：http://www.pefca.org.au

澳洲基督教播道會頌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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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蘇家城弟兄

講員： 林耀宏牧師

司事：

江永昌弟兄、徐成娣姊妹

領詩： 麥蘆影丹姊妹
司琴： 楊梓珊姊妹

序樂
默禱

當我思念你

會眾

耶穌當我每思念你，滿懷平安甘甜，親瞻你面靠你安憩，甜蜜遠超意念。
謙卑心靈所誇所愛，痛悔的心所望，失足的人蒙你恩待，尋你的必得賞。
惟你是我所誇所喜，是我永生賞賜，今生我願單誇耀你，永世頌恩不止。

宣召

詩篇 66:1-2

主席

頌讚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讚美之泉)
合一的心 (基恩敬拜)
求充滿這地 (約書亞樂團)

領詩

祈禱

林耀宏牧師

眾立

讀經

傳道書 7:20-29

主席

證道

我們活在罪人的世界

講員

奇異恩典 (生 185)

領詩

稱謝讚美

聆聽主言

虔誠回應
唱詩
奉獻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
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瑪 3:10

歡迎及家事分享
三一頌

林耀宏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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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眾坐
眾立

眾立
~~~~~~~~~~~~~~~~~~~~~~~~~~~~~~~~~~~~~~~~~~~~~~~~~~~~~~~~~~~

祝福

林耀宏牧師

本會使命：以基督為主、以宣道為任、以教會為家
* 尊重聚會敬請守時 * 聚會進行中，請將手提電話關掉 *

報 告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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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抗疫措施 澳洲政府在對抗新型冠狀肺炎的疫情，頒布了最新指引，請
會眾留意及遵守如下守則：
1. 會眾到達及離開教會時，必須以手提電話的電子方法登
記，同住的家人可以一起登記；
2. 在室內聚會時，包括崇拜及其他聚會，會眾必須佩戴口
罩；
3. 聚會時，會眾坐位之間必須維持 1.5 米距隔，同住家人除
外，請依照座位安排入座；
4. 聚會時會眾不能唱詩；
5. 聚會前後請保持社交距離，多使用消毒手液，保持衛生；
6. 崇拜將繼續在網上同步進行 (https://pefca.org.au/live，手機
與電腦均可)，歡迎未能參加實體崇拜的肢體收看；
7. 事奉人員在收集獻金及協助聖餐事宜時，將避免個人接
觸。
差傳部活動

為鼓勵會眾關心及支持教會差傳事工，將於農曆新年節日期
間舉行「賀年糕點義賣」活動，包括認識差傳部的事工及所
支持的宣教士和機構，並於明年一月份以義賣新年糕點作籌
募本年度差傳基金，請會眾踴躍參與，一同推廣教會差傳事
工。為此，差傳部現召募隱世「糕」人，協助製造新年糕
點，有意協助的弟兄姊妹，請與麥偉廉伉儷聯絡。

以斯帖團契

本週三（13/1）上午十時正在教會副堂將舉行職員會會議，敬
請有關姊妹們預留時間出席，商討今年事工進展。

執事會

定於下主日（17/1）崇拜後在教會副堂舉行執事會會議，敬請
教牧同工及執事們預留時間出席，共商聖工。

成宗課程

新一季成宗課程「士師記」由 24/1 起至 14/3（逢主日，共八
堂，早上 9:30-10:45）在教會副堂舉行，由林黃影芬師母主
領，有意參加者請在司事桌上登記。

【本教會聚會及活動一覽表】
單位
兒宗部
堂會

週會/內容

講員/主理

學前班導師
學前班助教

江方若詩姊妹
雷謝秀雲姊妹

中學班導師

楊梓詠姊妹

祈禱會

比拉迦團契

查經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10/1

日

11:00am

副堂

新年獻上無限感恩 14/1

四

8:00pm

副堂

六

4:00pm

副堂

袁皓暉執事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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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祂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在主
日的早上，我們一同來敬拜讚美萬軍之耶和華，因祂是至善至
美，聖潔、公義和慈愛。
週一 請為教會新一年發展祈禱，求神帶領教會，叫牧者、執事和會眾
能同心合意，在這個地方作鹽作光、傳揚福音、榮耀天父，成就
神在教會中美麗的旨意。
週二 請為林耀宏牧師祈禱，叫他和師母在頌主堂有順暢的適應，並且
林牧師能與其他同工有美好配搭，亦叫他能靠着神事奉得力，榮
耀主名。
週三

請為呂家聲牧師在香港的事奉及生活禱告，他要在一月份任教
一教牧學博士課程，求神加力；亦為丁振華牧師和師母禱告，
因疫情關係，他們未能回到柬埔寨，祈求疫情能盡快舒緩，他
們能決定何時回去。

週四

請為身體有軟弱的肢體和教會的長者代禱，求主眷顧各人的身
體健康，並請記念在家中參加網上崇拜的肢體祈禱，讓他們能
投入崇拜聚會，同心敬拜三一神。

週五

請為宣教士譚健身牧師一家禱告，他們會在 13/1 回澳述職，求
神保守他們有平安旅程，特別他們回澳後要接受隔離，求神叫
他們在隔離期間有平安，亦為他們在述職一年的安排和生活所
需禱告。

週六

請為新冠狀肺炎的疫情禱告，為在世界受疫情影響嚴重的地方
禱告，特別在美國和歐洲，叫人在這苦難中能投靠上帝，亦為
我們身處之地澳洲禱告，求神保守這地方，為過去一段日子澳
洲的疫情不是太嚴重感恩，求神在苦難施下憐憫，叫疫情能受
控。

講道摘要
日期： 10/01/2021

講員：

林耀宏牧師

講題： 我們活在罪人的世界

經文：

傳道書 7:20-29

引言:
在我成長過程中，我小的時候，覺得人性是善良的。但隨著接觸這
個世界越久，我發覺人是可以很醜陋的。在我們的中國文化哲學
中，也有倡導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惡兩個不同的取向，但聖經才能給
我們一個對人性和其可改變性最完整的看法。

一. 罪的普遍與人的自義 (v. 20-v. 22)

二. 人的無助與罪的邪惡 (v. 23-v. 26a)

三. 罪的滲透與罪的解救 (v. 26b-v. 29)

總結 :
雖然我們活在一個人人是罪人的世界，但我們也活在一個神有預備
救恩的世界。而這個救恩，就是神主動尋找我們，差祂獨生兒子耶
穌基督為我們的罪而死，這份奇異的恩典，真是叫人難以置信。各
位朋友，你是否已經接受了這份奇異的恩典呢？

【讚美詩歌】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國)

有敬拜的聲音發出，從最高的山到海洋深處，
神的兒女要唱一首新歌，我們神要做新事，
舊的事都已經過去，在基督裡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界、新的異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榮耀的主我願你來，
天要敞開恩膏傾倒下來，神國度的榮耀彰顯，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榮耀的主我願你來，
聖靈引領看見新的異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們中間。

合一的心
感恩今天能共您相聚，無限歡欣一同攜手向前，
來舉手歡呼讚美真神，同建立愛主的群體。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基督所賜，合一的心竭力保守。

求充滿這地 (國)
喔主！感謝你創造這土地，以永恆話語，賜下無限生命，
用恩典的馨香氣息，祝福這地，讓我們全心跟隨你帶領。
喔主！感謝你創造這土地，以慈愛澆灌，以喜樂耕耘，
用無數的白晝黑夜，孕育這地，順服的人情，感恩的心情。
現在都只願，以基督的心為心。
主求你充滿我們，來醫治這地，痛苦疾病要過去，神蹟在運行。
主求你充滿我們，來轉化這地，黑暗權勢要離去。
主求你充滿我們，來醫治這地，全地看見你榮耀，你復興降臨，
主求你充滿我們，來轉化這地，全地尊榮你聖名，為你而站立。
一生祝福，永不停息，世代因你愛延續，呼求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