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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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一月二十三日  上午十一時正 

~~~~~~~~~~~~~~~~~~~~~~~~~~~~~~~~~~~~~~~~~~~~~~~~~~~~~~~~~~~~~ 
 
主席、講員： 
 

林耀宏牧師 領詩、司琴： 悅韻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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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7 主席 

稱謝讚美 
 

 

頌讚  容我寧靜 (青草原詩歌) 

祢是我的一切 

榮耀上帝 (頌恩旋律) 
 

領詩 

祈禱 
 

 林耀宏牧師 眾立 

聆聽主言 
 

 

讀經 
 

 撒母耳記下 1:1-27 主席 

證道 
 

 有情有義的大衛 講員 

虔誠回應 
 

 

唱詩 
 

 我寧願有耶穌 (美樂頌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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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事奉分享 

 

丁振華牧師及師母將於本年二月三日前往柬埔寨繼續宣教事奉，

預計四年任期。由於疫情緊張，丁牧師及師母擔心防疫檢測證明

可能未能在出發限期前完成。懇請頌主堂弟兄姊妹為丁牧師及師

母代禱，求神保守他們可以順利出發及平安到達柬埔寨繼續宣教

事工。 
 

執事會 第一次會議中已經互選了不同崗位和部門的負責人，詳情如下： 
 
易呂惠芳執事 - 主席兼成宗部 

陳玉琼執事 - 副主席兼迎新關懷部 

江方若詩執事 - 司庫及兒宗部 

麥偉廉執事 - 司數兼福音差傳部及資訊及事務部 

朱懿文執事 - 文書及聖樂部 
 

資訊及事務部 資訊及事務部將舉行「網上祟拜 : Live-streaming 技術人員訓

練」，將由袁皓暉弟兄主理。歡迎有興趣協助網上祟拜運作的弟

兄 姊 妹 參 加 ， 並 請 於 6/2 ( 本 主 日 ) 前 聯 絡 麥 偉 廉 執 事

（0413126580）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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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班導師 呂彭慧明師母 23/1 日 11:00am 網上 

堂會 祈禱會 以斯帖團契 27/1 四 8:00pm 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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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敬畏耶和華， 甚喜愛他命令的， 這人便為有
福！」弟兄姊妹， 敬畏耶和華， 喜愛他命令的人是有福的， 雖然這
跟現今世界的潮流不同，但願我們能靠主逆流而上，  在今個主
日， 高舉耶和華的至高和至善。 
 

週一 為新冠狀病毒疫情繼續禱告， 現今紐省的感染數字還未有回落的跡
象， 無人知道未來如何， 但求施恩的主施恩憐憫， 特別一群前線醫
護人員承受巨大壓力， 由於入院數字不斷上升， 醫護人員又確診及
需家居隔離， 以致疲累不堪， 求神憐憫， 叫醫療系統不會崩潰， 並
且能承受疫情的變化。 
 

週二 為最近湯加火山爆發引發海嘯禱告， 這場災難引發前所未有電力供
應和通訊遭受重大破壞， 居民受火山灰及沒有食水供應所影響， 求
神憐憫災民。 
 

週三 在這段期間，教會崇拜及聚會均會在網上舉行，求神特別保守在科
技上有祂的恩典，叫教會的崇拜及聚會不會因科技上的問題而受影
響，並求神賜下弟兄姊妹忍耐和包容，在這疫情期間，很多事情都
會變化，教會亦會出現不同的改動或取消，求神賜弟兄姊妹禱告和
仰望的心，繼續彼此紀念，在這疫情中更顯出主內的互相扶持。 
 

週四 為丁牧師丁師母代禱，  他們將於二月三日回柬埔寨繼續宣教事
奉， 預計在未來四年在柬埔寨作宣教工作， 現在疫情緊張， 求神幫
助他們在出發前能完成防疫檢測證明， 求神帶領他們， 供給他們一
切的所需。 
 

週五 請繼續為教會患病肢體代禱， 求神醫治， 感謝神！ 呂家聲牧師順利
平安返回雪梨， 亦繼續為一些現正康復的肢體禱告， 求神叫他們最
終能完全康復。 
 

週六 中國農曆新年將至， 雖然現在疫情嚴重， 祈求神叫弟兄姊妹在各團
契和小組能慶祝， 透過網上及愛筵與人分享， 特別為一些在這裏沒
有家人的肢體禱告， 讓這個農曆新年， 他們也能跟這裏的弟兄姊妹
與朋友一同慶祝， 祈求這個節日成為我們分享福音的機會。 
 



 

講道摘要 

 

日期： 23/01/2022  講員：  林耀宏牧師 

講題： 有情有義的大衛  經文：  撒母耳記下 1:1-27 

引言： 今天我們開始一卷新的書卷，其實不是一卷完全新的書卷，因

為撒母耳記上和撒母耳記下一般都認為是同一卷書。 

 

當中我們亦看到它們的內容是連貫的，撒母耳記上的結束是提

到掃羅和他三個兒子的死亡，而撒母耳記下的開始就是提到大

衛對掃羅和約拿單死亡所引來有情有義的反應和哀悼。 

 

求聖靈引領我們進入神的說話，讓我們生命得著益處。 

 

一. 出人意外的反應 

二. 刻骨銘心的哀悼 

三. 有情有義的大衞 

  

總結： 在撒母耳記下開始的時候，就是描述大衛對約拿單和掃羅的情

義，這裏告訴我們為何大衛會被神揀選作為以色列的王，因為

他愛一個追殺他的王，因為他是神所膏立的，他深愛他的朋友

約拿單，他亦愛他的同胞以色列人，所以大衛是一個有情有義

的人，他絕對不是因為權力慾而走上以色列王的寶座，乃是上

帝對他這種有情有義的性格為之喜悅。 

 

今日我們活在一個日漸冷漠的世代，但願我們能像大衛一樣，

活出一個有情有義的見證，抵抗俗世的洪流。 



【回應詩歌】 我寧願有耶穌  

1. 我寧願有耶穌，勝於金錢，我寧屬耶穌，勝過財富無邊； 

我寧願有耶穌，勝於地土，願主釘痕手，引導我前途。 

2. 我寧願有耶穌，勝於稱揚，我寧忠於主，滿足主的心腸； 

我寧願有耶穌，勝於美名，願對主忠誠，宣揚主聖名。 

* 勝過做君王，雖統治萬方，卻仍受罪惡捆綁； 

我寧願有耶穌，勝於世上榮華、富貴、聲望。 

 
 
【16/1上主日統計數字】 
 

經常費奉獻 (包括網上)： $1,754.00 

發展基金： $300.00 

差傳基金： $50.00 

本年度差傳基金目標 $15,000.00 累積差傳基金 (至上主日)：$8,471.50 

本年度每週 

經常費預算 

$3,914.00 

上週實收 

經常費奉獻 

$1,754.00 

預算盈餘/ (不敷） 

($2,160.00) 

1/7/21 至今累積 

預算盈餘/（不敷） 

($18,997.47) 
   
網上奉獻（經常費）：Westpac BSB: 032 257 - 156 162       

【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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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林耀宏牧師 網上總控制 袁皓暉弟兄 

領詩 袁皓暉弟兄 中學班導師 呂彭慧明師母 

司琴 楊張惠瓊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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