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基督教播道會頌主堂  
Prais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ustralia 

1 Hunter Ave., Matraville NSW 2036 

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一年  九月十九日  上午十一時正 

~~~~~~~~~~~~~~~~~~~~~~~~~~~~~~~~~~~~~~~~~~~~~~~~~~~~~~~~~~~~~ 

講員、主席 ： 林耀宏牧師   

領詩 ： 袁皓暉執事 
 

司琴： 呂彭慧明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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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坐著為王 (西伯) 
全能父上帝 (讚之歌) 
 

領詩 

祈禱 
 

 林耀宏牧師 眾立 

聆聽主言 
 

 

讀經 
 

 撒母耳記上 17:1-58 主席 

證道 
 

 大衛擊敗巨人歌利亞 講員 

虔誠回應 
 

 

唱詩 
 

 我要向高山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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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經常費 
(二) 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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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向第一次參加我們本堂崇拜的嘉賓致以萬二分歡迎。 

 

【教會消息】 

網上奉獻指引 弟兄姊妹若使用網上奉獻，教會銀行戶口資料如下： 

分行號碼 (BSB Number) :  032 257  

戶口號碼 (Account No) : 156 162 

戶口名稱 (Account Name): Westpac 或將支票郵寄到教會

辦公室 (支票抬頭請付 Prais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ustralia)。 

 

請註明奉獻用途：  CC GEN：經常費奉獻 

 CC DEV：發展基金 

 CC MIS ：差傳奉獻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幹事蔡何麗恩姊妹。 

 

發展基金 為鼓勵弟兄姊妹支持發展教會計劃，教會於本主日崇拜
中多收一次奉獻作發展基金作用。 

 

祈禱會 因應新型肺炎疫情，本週四晚上 8:00pm 祈禱會繼續
WhatsApp 致弟兄姊妹。本週將為差傳部代禱，歡迎弟兄

姊妹積極參與，同心守望。 

 

會友年議大會 謹定於九月二十六日(主日)下午三時舉行網上會友大
會，請會友預留時間出席，歡迎先向幹事報名出席網上
會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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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羅亞團契 HAS 楊梓珊姊妹 24/9 五 7:30pm 
網上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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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稱讚祢！稱讚祢的誠實！以色列的聖者

啊！我要彈琴歌頌祢！」感謝神！讓我們又再一次在網上同心敬

拜，讓我們盡心、盡性、盡意去稱讚歌頌我們的神。 
 

週一 感謝神！紐省接種疫苗的人數不斷上升，州政府亦已宣佈在達到
70%的雙重疫苗接種目標後，居家令將取消，求神賜政府有智
慧，在疫苗注射的安排及運輸上更有效率，好讓人民生活能回復
正常，教會亦能有實體崇拜及聚會。 
 

週二 為將於九月廿六日舉行的年議大會祈禱，求神的靈充滿牧師和執
事們，賜予他們身心靈健壯、彼此同心配搭、有智慧和能力去籌
備，讓首次網上舉行的年議大會能順利進行，榮耀主的名。 
 

週三 請繼續為教會內患病和身體軟弱的肢體禱告，求神的醫治憐憫臨

到他們，黎黃雪玲姊妹已完成最後一次化療，求神繼續施恩醫

治，亦繼續為呂家聲牧師禱告，他現在要預備教授神學院的教牧

學課程，求神幫助他，叫他在身體康復的時間中有力量去應付神

學院的事奉和工作。 
 

週四 福音差傳部將於十月十日舉行例會，商討福音主日及各項福音事
工，求神賜部長及部員有智慧和能力，作出合神心意的決定和安
排，讓主的愛和恩典能藉教會傳遞出去，要未得之民能認識主。 
 

週五 為弟兄姊妹的家庭和婚姻關係感恩和禱告，在疫情及封城期間，
有些家庭可能出現經濟、情緒、溝通等問題，亦容易會有衝突及
張力，求神憐憫幫助弟兄姊妹，懂得如何在愛和包容下一起積極
面對及解決問題，求神加恩加力，讓弟兄姊妹在患難和考驗中，
更能認識神、經歷神、信靠神、作神喜悅的兒女。 
 

週六 繼續為譚健生牧師一家在澳洲述職祈禱，求神保守帶領他們的生
活和事奉，讓他們能經歷主的愛和豐富的供應，譚牧師將於九月
廿六日透過網絡在基督教柏斯宣道會證道，求神賜福使用，亦為
台灣埔心教會的宣教士和團隊祈禱，求主繼續保守供應他們的需
要。 
 



講道摘要 
 

日期： 19/09/2021  講員：  林耀宏牧師 

講題： 大衛擊敗巨人歌利亞  經文：  撒母耳記上 17:1-58 

引言： 我們上次提到撒母耳記上的一個好重要主角終於出場，他就是被
神真揀選和預定作以色列王的大衛，更重要，耶和華的靈大大感
動他，並且耶和華神與他同在。 
 
反之，掃羅被神完全棄絕之後，他跟大衛剛剛相反，耶和華的靈

離開了他，耶和華的靈離開掃羅的結果，就是有邪靈來擾亂他，
引致他神智不清。今天看的第十七章是第十六章的延續，因為上
帝要進一步告訴我們大衛取替掃羅是祂的心意，也是非常合理，
而大衛取替掃羅的過程在這一章中又邁了一大步，今天的經文不
只是在聖經上著名，也是世界經典故事中的表表者，因為這個故
事非常精彩，就是敘述了少年人大衛怎樣戰勝一個巨人歌利亞，
當中十分戲劇性，我們作為基督徒，最重要是看上帝在這場大衛

戰勝歌利亞的大戰中，究竟我們學到什麼屬靈功課。 

 

 

一. 歌利亞對以色列人的挑戰 (v.1-16) 

 

二. 大衛請纓對付巨人歌利亞 (v.17-27) 

 

三. 大衛靠神擊敗巨人歌利亞 (v.28-58) 

 

總結： 爭戰的得勝只在乎耶和華，我們基督徒的人生有時要面對好像巨
人歌利亞的敵人，這個世界，撒旦和我們自己的老我和罪性都不
斷在挑戰我們，不斷叫我們屈服在它們的權勢下，有時候我們真
的如掃羅和以色列人般驚慌與恐懼，不知所措，但少年大衛，因
著屬靈上經歷過上帝的大能和拯救，以致他有信心倚靠神擊敗巨
人歌利亞，我們也應效法大衛面對巨大挑戰和困難的時候，我們

要用信心倚靠神。 
 
但這樣的信心要與大衛一樣，是經過操練和實踐而產生出來的，
盼望我們的人生，就是一個不斷得勝那惡者，不斷勝過這世界和
我們自己老我罪性的人生。 



【回應詩歌】 我要向高山舉目  藉我賜恩福 

我要向高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祂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 

祂要保護你的性命，你出你入， 

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12/09上主日統計數字】 
  

經常費奉獻 (包括網上)： $2,253.00 

發展基金：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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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0 

本年度每週 

經常費預算 

$3,914.00 

上週實收 

經常費奉獻 

$2,253.00 

預算盈餘/ (不敷） 

($1,661.00) 

1/7/21 至今累積 

預算盈餘/（不敷） 

($9,139.00) 
 
網上奉獻（經常費）：Westpac BSB: 032 257 - 156 162         

【26/09下主日事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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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休假) 
顧問牧師 ： 呂家聲牧師   

幹事 (P/T)   ： 蔡何麗恩姊妹 (Jackeline) 0432 710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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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主席 林耀宏牧師 音響 
袁皓暉執事 

領詩、司琴 悅韻小組 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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