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應詩歌】 祢是我藏身處  

祢是我藏身處，祢必以得救的樂歌， 

四面環繞我，每當我心懼怕時， 

我要倚靠祢，我要倚靠祢， 

讓軟弱的人說：我在主裡，已剛強。 

 
 
【10/10上主日統計數字】 
 

經常費奉獻 (包括網上)： $1,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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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5.00 

本年度每週 

經常費預算 

$3,914.00 

上週實收 

經常費奉獻 

$1,780.00 

預算盈餘/ (不敷） 

($2,134.00) 

1/7/21 至今累積 

預算盈餘/（不敷） 

($12,700.82) 
   
網上奉獻（經常費）：Westpac BSB: 032 257 - 156 162          

【2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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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2-710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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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伯全牧師 音響 黎子俊弟兄 

主席 葉雄弟兄 投影機 毛詩詠姊妹 

領詩 
悅韻小組 

司事 徐成娣姊妹、杜敏姊妹 

司琴 中學班導師 楊梓詠姊妹 

學前班導師 楊梓珊姊妹 學前班助教 麥蘆影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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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二零二一年  十月十七日  上午十一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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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朱詠珊姊妹 講員： 林耀宏牧師 

司事： 
 

夏世昌弟兄、夏鍾少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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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5 主席 

稱謝讚美  
 

頌讚  一首讚美的詩歌 
當轉眼仰望耶穌 (生 293) 
 

領詩 

祈禱 
 

 林耀宏牧師 眾立 

教會宣言 
 

 林耀宏牧師 眾立 

聆聽主言 
 

 

讀經 
 

 撒母耳記上第 21-22 章 主席 

證道 
 

 神使大衛絕處逢生 講員 

虔誠回應   
 

唱詩 
 

 祢是我藏身處 (美 96) 領詩 

奉獻 (一) 經常費 
(二) 差傳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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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教會將會根據紐省政府規定，逐步放寬給人回來實體

崇拜，於十月十七日起，頒布了最新指引，請會眾留意及遵守

如下守則： 
 
1. 凡接受了雙疫苗，可以回來教會實體崇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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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室內聚會時，包括崇拜及其他聚會，會眾必須佩戴口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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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聚會時會眾不能唱詩； 

6. 聚會前後請保持社交距離，多使用消毒手液，保持衛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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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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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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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 定於 17/10 (本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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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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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宗部 

學前班導師 

學前班助教 

楊梓珊姊妹 

麥蘆影丹姊妹 17/10 日 11:00am 副堂 

中學班導師 楊梓詠姊妹 

守望團契 撒母耳記上第 8 章 黃德明兄弟 20/10 三 7:30pm 
網上 

ZOOM 

堂會 祈禱會 成宗部 21/10 四 8:00pm 副堂 

以斯帖團契 撒母耳記上 5:1-12 夏鍾少娟姊妹 23/10 三 10:30am 
網上 

ZOOM 

西羅亞團契 
介紹以賽亞先知 

(4) 
辛俊文弟兄 23/10 六 7:30pm 

網上 
ZOOM 



主

日 

「義人哪，你們應當靠耶和華歡樂；正直人的讚美是合宜的。你們
應當彈琴稱謝耶和華，用十弦瑟歌頌祂。應當向祂唱新歌，彈得巧
妙，聲音洪亮。」弟兄姊妹，今天是我們首個主日開放給注射雙疫
苗的人回來崇拜的日子。我們為此感謝神！並獻上我們的歌頌和讚
美。 
 

週

一 

感謝神！教會已在昨日開放給注射了雙疫苗的人回來敬拜，求神繼
續施恩，叫教會最終一切聚會和事工能逐步正常，求神幫助我們把
過去幾個月封城日子中所學習到的功課緊記在心裏，叫我們的生命
因此更成熟和成長，亦為過去封城期間神施下保守看顧的恩典感
恩。 
 

週

二 

紐省政府現在逐步開放，求神叫一切順利，不因開放而令疫情變得
更加嚴重，亦叫世人看到今次疫情反反覆覆，知道世事難料，唯有
悔改歸向神，才能得着倚靠和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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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黎雪玲姊妹已完成最後一次化療，求神繼續施恩醫治，亦
請為丁牧師丁師母禱告，他們仍在等候回柬埔寨，現在正等候神的
時間，求神帶領他們，賜福他們的事工。 
 

週

四 

現在疫情隨時多變，求掌管萬有的主，幫助弟兄姊妹靠著聖靈，隨
時多方禱告，祈求追求明白神的心意，並按著神的旨意行事，無論
得時不得時，總要把握機會放膽傳講福音，見證主的恩典，並在家
庭、社區、職場或待人處事方面都能活出榮耀主的生命。 
 

週

五 

為新任新州州長 Dominic Perrottet 及政府祈禱，求神賜政府官員有
從上而來的智慧，健康和力量去面對各方面的挑戰，在抗疫，經濟
和民生等政策，作出合神心意的決定，讓社會穩定，人民生活安
逸，經歷上帝豐足的供應和預備，知道一切的好處都不在上帝以
外。 
 

週

六 

為教會安排選舉執事和總會代表的事情禱告，求神賜牧師和執事們
智慧，作出最好的安排，叫神在這件事情上最美麗的旨意能夠成
就。亦為譚健生牧師一家繼續祈禱，求神保守他們一家在澳述期間
的需要和事奉，都蒙神供應和賜福，亦為他們在台灣埔心教會的宣
教士和團隊祈禱，求神繼續保守供應他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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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