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應詩歌】 全地至高是我主  

 願靈內甦醒，心獻頌讚歌聲， 

 投在你的翅膀，願你施恩救拯。 

 願榮耀歸主，高唱頌讚新歌， 

 琴和應瑟奏鳴，樂韻歌聲齊賀。 

 

* 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頌揚， 

 讓這歌盡獻主，榮光高照諸天。 

 慈愛達到穹蒼處，恩慈信實，並賜下寬容饒恕。 
 
【17/01上週統計數字】 
 

崇拜人數 69 人 

主日學 (教師/學員) 3/5 人 

經常費奉獻 (包括網上)： $3,229.20 

發展基金： $8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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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3.85 

本年度每週 

經常費預算 

$3,914.00 

上週實收 

經常費奉獻 

$3,229.20 

預算盈餘/ (不敷） 

($684.80) 

1/7/20 至今累積 

預算盈餘/（不敷） 

($2,692.75) 
 
網上奉獻（經常費）：Westpac BSB: 032 257 - 156 162         

【3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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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馮智誼傳道 音響 江俊樺弟兄 

主席 夏鍾少娟姊妹 投影機 余沅橋姊妹 

領詩 袁皓暉執事 司事 麥偉廉弟兄、麥蘆影丹姊妹 

司琴 楊張惠瓊執事 中學班導師 呂彭慧明師母 

學前班導師 楊梓珊姊妹 學前班助教 袁黃麗鈴姊妹 

about:blank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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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二十四日  上午十一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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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陳玉琼執事 講員： 林耀宏牧師 

司事： 
 

袁黃麗鈴姊妹、歐陽李雪英姊妹 領詩、司琴： 悅韻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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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7 主席 

稱謝讚美 
 
頌讚  耶和華以勒  (敬拜者的心) 

差遣我 (讚美之泉) 

渴慕你 (頌恩旋律) 
 

領詩 

祈禱 
 

 林耀宏牧師 眾立 

聆聽主言 
 

 

讀經 
 

 傳道書 8:1-13 主席 

證道 
 

 活在霸道權勢與作惡的世界 講員 

虔誠回應 
 

 

唱詩 
 

 全地至高是我主 (角聲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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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室內聚會時，包括崇拜及其他聚會，會眾必須佩戴口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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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聚會時會眾不能唱詩； 

5. 聚會前後請保持社交距離，多使用消毒手液，保持衛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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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事奉人員在收集獻金及協助聖餐事宜時，將避免個人接觸。 

 

成宗課程 新一季成宗課程「士師記」由 24/1 (本主日) 起至 14/3（逢主日，

共八堂，早上 9:30-10:45）在教會副堂舉行，由林黃影芬師母主

領，有意參加者請在司事桌上登記。 

 

差傳部 

賀年糕點 

義賣訂購 

差傳部賀年糕點訂購於上主日（17/1) 開始至 29/1 結束。糕點款

式包括蘿蔔糕、芋頭糕及年糕。每個$28。如欲訂購或協助製

作，請聯絡 William 或 Aki。數量有限，欲購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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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師記 林黃影芬師母 24/1 日 9:30am 副堂 

兒宗部 

學前班導師 

學前班助教 

楊梓珊姊妹 

麥蘆影丹姊妹 24/1 日 11:00am 副堂 

中學班導師 呂彭慧明師母 

堂會 祈禱會 忠信團契 28/1 四 8:00pm 副堂 



主日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我們的神是一位完全
聖潔的神，我們來到祂的面前，假若我們誠心悔改，祂必赦免我
們的罪，潔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週一 請為教會的發展和事工禱告，求神幫助教會上下一心，同心合意

興旺福音，叫我們在這個屬靈大家庭能一起在生命上成長。 

 

週二 請為牧師、執事、各部部長、團契領袖、學前班導師和助教、中

學班導師，各在幕前幕後事奉的弟兄姊妹禱告，求神加力，叫他

們在事奉中蒙神的喜悅，並經歷事奉神的喜樂和滿足。 
 

週三 請繼續為呂牧師在香港的事奉；丁牧師和師母回柬埔寨的事宜等

禱告，求神帶領和施恩給他們。亦記念丁牧師的身體，求神眷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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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 請為宣教士譚健生牧師一家禱告，譚牧師一家已平安抵澳，現正

在隔離期間，求神賜出人意外的平安，亦保守他們在澳洲的生

活。 

 

週六 請為新冠狀肺炎的疫情禱告，為在世界受疫情影響嚴重的地方禱

告，特別在美國和歐洲，叫人在這苦難中思考人生，最終能投靠

上帝，亦為我們身處之澳洲禱告，求神保守這地方，為過去一段
日子澳洲的疫情不是太嚴重感恩，求神在苦難中施下憐憫，叫疫
情能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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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1/2021  講員：  林耀宏牧師 

講題： 活在霸道權勢與作惡的世界  經文：  傳道書 8:1-13 

 引言 

 近年我們看到世界上有很多政權和人民的衝突，在上有權勢的跟在

下的，處於非常敵對的狀態。不單在政治環境上，在我們工作的地

方，上司與下屬也有不和做下屬的也會嘗到上司的壓制和不合理的

對待。傳道書 8:1-13 正是要告訴我們，我們無可避免地活在一個有

權勢的世界中，並且這些權勢可以是非常霸道甚或作惡。我們作為

基督徒，身處其中可以怎樣安身立命，並且靠神而活出美好見證

呢？盼望聖靈引導我們進入真理，讓我們在這些課題上得著真理的

亮光。 

  

 一. 這個世界的權勢與作惡是霸道的 

  

  

  

 二.  這個世界的權勢與作惡是有限制 

  

  

  

 三.  這個世界的權勢與作惡是弔詭的 

  

  

  

 總結 

 各位弟兄姊妹，特別在這個末世的時候，聖經告訴我們不法之事會

增多，而人的愛心會變得越來越冷淡。這是一個好容易叫我們變成

憤世嫉俗的人的世界，但一個敬畏神的人，會去到神的面前，支取

力量和智慧，思考神給我們的說話，最終我們能夠醒覺原來這個世

界背後有一位滿有公義慈愛的神，祂對這個世界和世界的人有一個

完美的計劃，可能是我們不明白甚至不察覺，但我們可以肯定背後

和最終掌權的一定是萬軍之耶和華，因為他是全地至高的主宰。 



【讚美詩歌】 耶和華以勒  

 耶和華以勒，我的供應，在恩典裡我永不缺乏。 

 耶和華我父，我的倚靠，在主手裡我永得保障。 

* 讓我心稱頌恩主，祂有無限豐富，賜與我美好人生。 

 讓我口歌頌恩主，祂有無盡的愛，帶領我永不缺欠。 

 
 差遣我 (國)  

 主告訴我，如何獻上我的生命，  

 帶希望入人群中。 

 主告訴我，如何付出我的關懷， 

 將溫暖帶入世界。 

 我看到靈魂中的憂傷， 

 孤獨中人的心在角落顫抖。 

 

* 差遣我，差遣我，我願付出我所有 

 差遣我，到需要祢的人群中 

 充滿我，充滿我，用祢愛來充滿我 
 再一次，緊握他們的手。 

 
 渴慕你  

1. 神啊！你是我的神，我要切切全然地尋求你， 

 在乾旱疲乏和無水之地，我的心熱切渴想你。 
 
2. 神啊！你是我的神，我要切切全然地尋求你， 

 在乾旱疲乏和無水的盡處，是我心嚮往著你，渴慕你。 
 
* 在你的恩光中，舉起手敬拜你，在你的居所中， 

 張開口讚美你，盡我心敬拜你，讚美你，擁戴你。 
 
3. 神啊！你是我的神，我要切切全然地尋求你， 

 在乾旱疲乏和無水的盡處，是我心嚮往著你，渴慕你。 

 在乾旱疲乏和無水的盡處，是我心嚮往著你，愛慕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