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應詩歌】 我今永遠屬祂  

1. 主耶穌愛我永遠無盡期，無權勢能叫我與主分離； 

祂為救贖我，捨命十架，我今永遠屬祂。 
 
2. 從前我在罪中迷醉浮沉，主耶穌降世，帶給我救恩； 

不再有羞愧、憂傷、懼怕，我今永遠屬祂。 
 
3. 我滿心快樂因已蒙拯救，前我為罪奴，今主賜自由； 

祂流出寶血作我贖價，我今永遠屬祂。 
 
* 我今屬於主耶穌，主耶穌也屬我， 

並非暫時與祂結連，乃是直到永遠。 

 
 
【11/10上週統計數字】 
 

崇拜人數 69 人 

主日學 (教師/學員) 2/3 人 

經常費奉獻 (包括網上)： $2,9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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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 

本年度每週 

經常費預算 

$3,914.00 

上週實收 

經常費奉獻 

$2,966.30 

預算盈餘/ (不敷） 

 

($947.70) 

1/7/20 至今累積 

預算盈餘/（不敷） 

$10.623.15 
 
網上奉獻（經常費）：Westpac BSB: 032 257 - 156 162         

【25/10下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顧問牧師 ：  呂家聲牧師    

教牧 ：  丁振華牧師  0416-775520 
richardding_2@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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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李凱韻師母 (台灣)  jh.tam@omf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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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易呂惠芳執事 講員 丁振華牧師 

領詩/司琴 梁文婉芸姊妹/呂彭慧明師母 司事 袁黃麗鈴姊妹、楊龍生弟兄 

投影機 蘇家城弟兄 音響 黎子俊弟兄 

主日學導師 江方若詩姊妹、楊梓詠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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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蘇黃靜雯姊妹 講員： 梁錦洪牧師 

司事： 
 

高雯晞姊妹、溫子康弟兄 領詩： 袁皓暉執事 

  司琴： 楊張惠瓊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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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2 主席 

稱謝讚美 
 
頌讚  讚美救主  (生 80) 

歌頌主愛  (生 67) 
如鹿切慕溪水  (美 81) 
 

領詩 

祈禱 
 

 丁振華牧師 眾立 

教會宣言 
 

 丁振華牧師 眾立 

聆聽主言 
 

 

讀經 
 

 羅馬書 1:16-17 主席 

證道 
 

 人類的罪惡，福音的大能 講員 

虔誠回應 
 

 

唱詩 
 

 我今永遠屬祂  (生 417) 領詩 

奉獻 (1) 經常費 
(2) 差傳基金 
 

主席 

歡迎及家事分享 
 

丁振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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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錦洪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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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謝】 本主日承蒙梁錦洪牧師蒞臨證道，本堂謹此致謝，願主大大使

用他的事奉。 
 

【教會消息】 

特別 

會員大會 

 

執事會謹定於本主日崇拜後假教會正堂舉行特別會員大會，根

據堂會會章 7.4.5，會友將在大會中投票通過執事會及總會聘請

林耀宏牧師的建議，請本堂會友於崇拜後留步出席會議，歡迎

其他會眾參加。 
 

差傳部 為鼓勵弟兄姊妹支持教會的差傳事工，教會於本主日崇拜中多

收一次奉獻作差傳基金之用。 
 

迎新關懷部 定於下主日(25/10)崇拜後舉行迎新會，歡迎去年十一月至今年

十月的新朋友參加，請弟兄姊妹為聚會禱告。 
 

福音部 

 

將於 29/11舉行福音主日崇拜，講員為麥伯全牧師，楊龍生弟兄

將分享得救見證。請弟兄姊妹開始為未信親友代禱，求神帶領

他們參加當日崇拜，在當中明白福音，並接受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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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丁梁錦珍師母 18/10 日 9:45am 副堂 

兒宗部 
幼兒班 / 學前班 楊梓珊姊妹 

18/10 日 11:00am 副堂 
四至七年班 呂彭慧明師母 

以斯帖團契 羅馬書 16:1-16 丁振華牧師 21/10 三 10:00am 副堂 

守望團契 
使徒行傳 

12:25 - 13:52 
呂彭慧明師母 21/10 三 7:30pm 副堂 

堂會 祈禱會 西羅亞團契 22/10 四 8:00pm 副堂 

忠信團契 查經 呂彭慧明師母 24/10 六 10:00am 副堂 

西羅亞團契 
比拉迦團契 

合團活動 
行山 

溫子康弟兄 24/10 六 10:30am 未定 



主日 「我要以詩歌讚美神的名，以感謝稱他為大！」在主日的早

上，讓我們一同歌頌天父上帝，以感謝為祭獻給祂。 
 

週一 請為迎新關懷部於下主日(25/10)舉行的迎新聚會禱告，求神透
過部門的關顧工作，幫助新來賓投入教會，並為部門在疫情下
能適切關心教會肢體的需要。 
 

週二 請為 29/11 的福音主日禱告，為教會中多位未信主朋友能信主
代禱，亦記念會眾能邀請親友的工作，聚會講員麥伯全牧師及
作得救見證的楊龍生弟兄。 
 

週三 請為呂牧師在香港的事奉禱告，求神賜呂牧師充沛靈力事奉
神，保守他在繁忙事奉中，照顧好身體及起居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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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郭文池牧師的孫兒 Mooki 病癒向神感恩，求神繼續看顧

他，賜他身體健康，並繼續倚靠神。 
 

週五 請為世界各地控制新型冠狀肺炎的疫情禱告，求神使疫情受控
平定下來，特別為全球的經濟困境代禱，求主憐憫那些受到各
方面打擊的百姓和弱勢群體。 
 

週六 請為宣教士譚健生牧師伉儷一家禱告，求主看顧他們在台灣的
事奉，並記念他們明年初順利回澳洲述職一年，在事工及生活
上各樣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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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0/2020  講員：  梁錦洪牧師 

講題： 人類的罪惡，福音的大能  經文：  羅馬書 1:16-17 

  

  

  

  

  

  

  

  

  

  

  

  

  

  

  

  
 

 

  教 會 宣 言 . 

1. 使命宣言 — 

 此宣言乃本會確認神在地上設立教會的目的。 

  以基督為主，以宣道為任，以教會為家。 

2. 異象宣言 — 

  此宣言乃本會按神給我們在澳洲雪梨的異象而訂定。 

  建立適切時代的教會，成為東區之光。 

3. 口號 — 

  此口號旨在幫助本會弟兄姊妹對以上使命及異象宣言的響應。 

  愛主愛人，盡心盡力；人人事奉，處處宣揚。 
 



【讚美詩歌】 讚美救主  

1. 讚美！讚美！主耶穌我們的救主！全地歌唱，將祂妙愛傳揚。 

 歡呼！歡呼！天使長榮耀的歡呼：能力，尊榮，都歸與主聖名！ 

 如同牧人，耶穌保護祂小羊；祂以膀臂，終日懷抱撫養。 

 

2. 讚美！讚美！主耶穌我們的救主！為我眾罪受苦流血死亡。 

 我們磐石，永遠救恩極大盼望，歡呼！歡呼！耶穌被釘君王。 

 高聲讚美：祂擔當我眾憂傷；無比大愛，奇妙，深厚，堅強。 

 

3. 讚美！讚美！主耶穌我們的救主！頌讚聲音響遍天上各處。 

 耶穌救主，掌權直到永永遠遠，尊祂為王，先知大祭司長！ 

 基督快來，得勝世界立國度；榮耀權柄，永歸我主耶穌！ 

 

* 讚美！讚美！傳揚祂無比的大愛！讚美！讚美！歌唱直到萬代！ 
 

 歌頌主愛 
 

1. 我要頌主大慈愛，口舌永說不盡；甘願擔當我重刑，流血贖我罪身； 

 將我污穢洗潔淨，日日與神親近；身靈安居主愛裡，永遠滿足我心。 

 主的愛滿足我心，主的愛滿足我心， 

 何等長闊高深，令我稱頌歡欣，主的愛滿足我心。 

 

2. 我要頌主大慈愛，與眾聖同歌吟；欣感主愛激勵我，滿心火熱如焚； 

 甘願與我為密友；彼此靈交日親；情意最厚恩無盡，越久主愛越深。 

 主的愛越久越深，主的愛越久越深， 

 猶如大海汪洋，我要時時歌唱，主的愛越久越深。 

 

3. 我要頌主大慈愛，遠超我的心願；從主莫測之豐富，充滿，無量充滿； 

 永遠沈潛主愛中，時刻有新體驗；愛我終必愛到底，主愛永不改變。 

 主的愛永不改變，主的愛永不改變， 

 從永遠到永遠，我要歡聲稱頌，主的愛永不改變。 
 

 如鹿切慕溪水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惟有你是我心所愛，我渴慕來敬拜你。 

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靈單單降服於你。 

惟有你是我心所愛，我渴慕來敬拜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