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應詩歌】 獻上今天  

1. 掌握今天，讓這天作奉獻，為那永活國度快將再臨這地面， 

 要珍貴這一天，盡心思意志，努力承擔主所告知。 

 

2. 掌握今天，盡發揮作奉獻，懷著畏懼戰慄意專心誠無雜念， 

 人熱誠心志堅，主必施愛眷，且賞賜天上大榮冕。 

 將身心相獻，態度純一真摰，應堅守信心愛心不敷衍， 

 天天皆相獻，困倦毫不抱怨，要竭盡全力付上永不變。 
 
   
【上週統計數字】 2/4 4/4 

崇拜人數 72 人 59 人 

主日學 (教師/學員) / 3/5 人 

經常費奉獻 (包括網上)： $2,522.65 $2,736.40 

發展基金： / / 

差傳基金： / $160.00 

本年度差傳基金目標 $15,000.00 累積差傳基金 (至上主日)：$9,683.24 

本年度每週 

經常費預算 

$3,914.00 

上週實收 

經常費奉獻 

$5,259.05 

預算盈餘/ (不敷） 

$1,345.05 

1/7/20 至今累積 

預算盈餘/（不敷） 

($1,455.22) 
 
網上奉獻（經常費）：Westpac BSB: 032 257 - 156 162       

【18/04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顧問牧師 ： 呂家聲牧師    

主任牧師 ： 林耀宏牧師 0405 203 064 
reformjoe@gmail.com 

(週一休假) 

幹事 (P/T)  ： 蔡何麗恩姊妹 (Jackeline) 0432-710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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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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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 
 

易呂惠芳執事 講員： 林耀宏牧師 

司事 ： 
 

蘇黃靜雯姊妹、蘇家城弟兄 領詩： 麥蘆影丹姊妹 

  司琴： 楊梓珊姊妹 
 

序樂 
 

 

默禱 當我思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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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 

宣召 
 

 詩篇 113:1-3 主席 

稱謝讚美 
 
頌讚  駕著雲彩 (傳承使命) 

因著信 (基恩敬拜) 

建殿者的呼聲 (朱肇階) 
 

領詩 

祈禱 
 

 林耀宏牧師 眾立 

聆聽主言 
 

 

讀經 
 

 撒母耳記上 1:1-28 主席 

證道 
 

一位被神重用的屬靈領袖的誕生 - 撒母耳 講員 

虔誠回應 
 

 

唱詩 
 

 獻上今天 (美 128) 領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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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歡迎及家事分享 
 

林耀宏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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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耀宏牧師 
 

眾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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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時，每一個人可佔據兩平方米，大約與別人維持 1.4 米

距離，同住家人除外，請依照座位安排入座； 

3. 聚會前後請保持社交距離，多使用消毒手液，保持衛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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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事奉人員在收集獻金及協助聖餐事宜時，將避免個人接觸。 
 

網上奉獻指引 歡迎弟兄姊妹使用網上奉獻或直接存入教會户口方式，支持教會

聖工，詳情可參照週刋上的網上奉獻資料便可，帳户名稱 "Prais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ustralia"。非經常費奉獻，請以代號分

别：Missions (差傳基金)或 Develop (發展基金)。如欲希望教會發

還收據，請將存款證明資料，以電郵方式通知易呂惠芳執事

(winyick@hotmail.com)，多謝垂注。 
 

崇拜事奉 

輪值表 

有關 5-8 月份崇拜事奉人員輪值表已編好並用 WhatsApp 發出，

弟兄姊妹若果在這段期間因事未能參與事奉，請聯絡 Jackeline 幹

事，以便再作安排。 
 

福音差傳部 將於本主日(11/04)崇拜後在副堂舉行部門會議，請部員預留時間

出席，商討聖工。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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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宗課程 基本要道班 林耀宏牧師 11/4 日 9:45am 副堂 

兒宗部 
學前班導師 
學前班助教 

羅古德義姊妹 
余沅橋姊妹 

11/4 日 11:00am 副堂 

中學班導師 楊梓詠姊妹 11/4 日 11:00am 副堂 

西羅亞團契 專題討論 溫子康弟兄 16/4 五 7:30pm 待定 

比拉迦團契 出埃及記 17 袁皓暉執事 17/4 六 4:00pm 
袁皓暉 

伉儷府上 

mailto:winyick@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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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願這個主日我門口唱心和去歌唱神的慈愛和信實，並
在我們的生命中傳揚祂的作為給我們的後代。 
 

週一 請為我們教會禱告，求神賜下合一的心走前面的路，同心合意實

踐上帝在我們當中美麗的旨意，求神幫助我們學習彼此相愛、包

容、接納、扶持、代禱和同工，叫教會在內在外都能有美好的見

證。 
 

週二 請為基本要道班已經開課，求神使用這個課程，叫學員能了解明

白真理，特別當中的慕道朋友，求神打開他們的心，幫助林耀宏

牧師有從神而來的智慧作教導，求神使用他在宣講撒母耳記上的

信息的時候，有神的膏抹使用，叫各人的生命都得著造就。 
 

週三 求神繼續保守帶領譚健生牧師一家在雪梨的述職，譚牧師在晨光

有參與輔導工作，並且將會主講一個關於睡眠的講座，求神使用

他。亦賜福他們在台灣的教會，在這段他們離開的期間，使用當

中的領袖牧養教會，亦賜福他們在四月十日在一個營會的分享，

另外譚牧師會在四月廿五日在一間教會證道，求神使用。 
 

週四 求神記念教會中患病和正在康復的肢體，願神的醫治和恩典臨到

他們，繼續為呂家聲牧師禱告，電療的副作用開始浮現，但神的

恩典夠用，求施恩的主幫助呂牧師，完成整個療程，得以完全康

復。 
 

週五 請為林耀宏牧師林師母禱告，他們來了頌主堂事奉已經有四個半

月，求神帶領他們，賜給他們身心靈健康，並智慧能力，以至可

以帶領和牧養教會，最終能完成神要他們完成的計劃和旨意。 
 

週六 請為執事、各團契和各部的負責人禱告，求神幫助這些在教會擔

任事奉的弟兄姊妹，能夠在家庭、工作和事奉中有美好的平衡，

亦在事奉中有力量、喜樂、享受事奉神，並能被神使用建立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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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摘要 
 

日期： 11/04/2021  講員：  林耀宏牧師 

講題： 
一位被神重用的屬靈領袖的誕生  

- 撒母耳 
 經文：  撒母耳記上 1:1-28 

引言： 
 
我們今天開始宣講撒母耳記上的信息，撒母耳記上是一卷好精彩的

書，因為裏面有很多引人入勝的故事，並且當中可以給我們人生很

多的啟迪和學習，撒母耳記上的背景，就是士師時代之後，士師記

的完結最後一節是這樣說，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撒母耳的出生，就是要迎接這個時代的挑戰，撒母耳記上，很重要

，是要告訴我們一個真理，就是無論人類的歷史，以色列國的歷史

或是個人的歷史，完全是掌管在萬軍的耶和華手裏，我們亦可從中

看到耶和華處理事情的方法和原則，今日的經文，是引出撒母耳記

上的第一個主角 - 撒母耳的出生，神好奇妙透過當時一個有糾紛的 

家庭，透過一位敬虔的婦女哈拿的遭遇，促成一位被神重用的屬靈

領袖的誕生，求聖靈引導我們進入真理，叫我們生命得著益處。 

 
一.  透過哈拿的問題 (v.1 - v.8) 

 

 

 

二.  透過哈拿的禱告 (v.9 - v.18) 

 

 

 

三.  透過哈拿的還願 (v.19 - v.28) 

 
 
 
 

總結： 在那個以色列人信仰敗壞的年代，上帝在尋找敬虔的人，願意獻上
自己的兒子，被神使用，神揀選了哈拿，亦喜悅她的禱告和把自己
兒子獻上，同樣今天，我們活在類似哈拿的時代，人在信仰上已經
離開神很遠，我相信神亦在尋找一些愛祂，願意被祂使用的人，可
能是好像哈拿一樣獻上自己的子女，亦可能是要我們獻上自己，今
天只要你願意，就像哈拿一樣，神一樣可以在你身上作神蹟，不單
是叫一個不育的婦女可以生育，而且還扭轉了一個本來痛苦愁煩的
生命和本來正步向滅亡的民族。 



【讚美詩歌】 
駕著雲彩 

 

 耶穌升上高天，掌管世界，耶穌賜下救恩，枷鎖破解， 
 萬族敬拜，侍立寶座前，同仰望跪拜得勝主！ 
 
 耶穌看顧困苦，恩典滿載，耶穌擁抱喪失，永遠同在， 
 萬族讚嘆你不息的愛，傳盼望凱歌頌奏響！ 
 
*  同心歡呼，號角聲吹響迎候， 
 共慶主再現，Hosanna！榮耀屬你得勝主。 
 同心歡呼，頌讚主雀躍期待， 
 在那天(某天)駕着雲彩，迎萬主之主，恩光滿載。 
 全地與深海，榮耀遍蓋！ 
 
 基督升天給我盼望，戰勝死的捆鎖。 
 

 
因著信 

 

 憑信，他離別吾珥；因信，全然奉上愛子； 
 憑信，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 
 
 憑信，他行近紅海；因信，連潮浪也分開； 
 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 
 
* 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憑信放聲呼喊，城牆便倒塌下來； 
 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常在心裡靜待，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 
 
 憑信，我們懷著憑據；因信，同尋著了應許； 
 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建殿者的呼聲 

 

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在你安息之處大有榮耀， 
認識你的知識，充滿遍地，像水遮蓋大海掀起我心， 
更要渴想你，我還活時要稱頌你，因你領我出埃及地， 
我要紀念主的約，因你是信實，你是耶和華以勒。 
 
不依靠勢力，不依靠才能，惟靠我主聖靈方能成事， 
耶和華必成就末後的事，帶被擄的人歸回錫安， 
在聖所中如此瞻仰你榮耀，到那天我們就像做夢的人， 
聚集驚奇，神為我們行了大事，你的救恩不延遲， 
你在我們中間，我們中間作。 
 
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馬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