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應詩歌】 相親樂  
1. 同沐主恩手牽手，同在愛裡多福祐， 

 樂要分享心開透，禍要分擔解困憂。 

 

2. 靈內相交心相剖，無盡眷顧相遷就， 

 互愛好比知心友，互勉甘苦共承受。 

 

3. 齊向標竿不滯留，齊共志向跟主後， 

 互要緊握心相扣，共享天恩福永久。 

 

* 憑愛相親多享受，坦率真心不畏羞， 

 同聚勸勉長進繫永久，彼此深交樂悠悠。 
 
【上週統計數字】 
 

24/5 上主日崇拜 粵語堂 (11:00 am) 

經常費奉獻 (包括網上)： $3,197.00 

發展基金： $400.00 

差傳基金： $200.00 

本年度差傳基金目標 $15,000.00  累積差傳基金 (至上主日)：$8,891.70 

本年度每週 

經常費預算 

$3,921.00 

上週實收 

經常費奉獻 

$3,197.00 

預算盈餘/ (不敷） 

 

($724.00) 

1/7/19 至今累積 

預算盈餘/（不敷） 

($20,030.25) 
  

 

網上奉獻（經常費）：Westpac BSB: 032 257 - 156 162         
【7/6下主日聖餐崇拜事奉人員】 

     

教牧 ： 呂家聲牧師   0414-911083 revlui@yah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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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黃靜雯姊妹 講員 呂家聲牧師 

領詩 袁皓暉執事 司琴 呂彭慧明師母 

投影機 余沅橋姊妹 音響 黎子俊弟兄 

聖餐襄禮 袁皓暉執事 

mailto:revlui@yahoo.com
mailto:jh.tam@omfmail.com
http://www.pefca.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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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五月三十一日  上午十一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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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蘇家城弟兄 講員： 李偉恒傳道 

領詩： 
 

朱詠珊姊妹 司琴： 楊梓珊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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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2 主席 

稱謝讚美 
 

    

頌讚  敬拜者的心 (同心圓) 

容我寧靜 (青草原詩歌) 

君尊義僕 (恩頌聖歌) 
 

領詩 

祈禱 
 

 呂家聲牧師 眾立 

聆聽主言 
 

     

讀經 
 

 門 8-21 主席 

證道 
 

 疫情之下的自由 講員 

虔誠回應 
 

     

唱詩 
 

 相親樂 (美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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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家聲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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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家聲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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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日承蒙李偉恒傳道蒞臨證道，本堂謹此致謝，願主大大使用

他的事奉。 
 

【教會消息】 

執事會 蒙神帶領和預備，我們已得丁振華牧師答應，由六月一日起至有

新任教牧同工上任前(最遲至本年底)，可以擔任暫代牧者一職，

協助教會聖工，俾能順利過渡牧者空缺的這段時間；請在禱告中

記念丁牧師未來的事奉及教會尋找長期事奉牧者上的需要。 
 

聖禮 謹定於六月二十八日（主日）早上在崇拜中舉行聖禮，包括水

禮、入會禮、兒童按手禮。凡有意參與以上聖禮者或家庭，請與

教牧同工索取登記表格。所有申請參加水禮及入會禮之肢體，經

問信德後，將獲通知是否適合參加聖禮。 

截止報名日期：21/6（主日）。 
 

崇拜及其他聚

會安排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全球，故根據政府指引，教會各項聚會都

必須暫時停止，直至另行通知。從 29/3 起，我們將暫停實體崇

拜，而以直播方式舉行，請在本主日早上十一時正在網上連線至

https://pefca.org.au/live(手機與電腦均可)收看，如若遇上技術上

的困難，請聯絡袁皓暉執事便可。 
 

網上奉獻指引 在暫停實體崇拜期間，歡迎弟兄姊妹使用網上奉獻或直接存入教

會户口方式，支持教會聖工，詳情可參照週刋上的網上奉獻資料

便可，帳户名稱"Prais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ustralia"。非

經常費奉獻，請以代號分别：Missions (差傳基金) 或 Develop (發

展基金)。如欲希望教會發還收據，請將存款證明資料，以電郵

方式通知黃德明執事 (eddiejdwong@hotmail.com)，多謝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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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斯帖團契 羅馬書 12:9-21 呂彭慧明師母 3/6 三 10:00am 
網上

ZOOM 

西羅亞團契 查經 溫子康弟兄 5/6 五 7:30pm 
網上

ZOOM 



主日 感謝主，在疫情中一直看顧教會眾肢體，讓我們不至受感染；今天早

上又能夠安坐家中敬拜神，求神繼續保守每主日的網上直播操作代

禱。 
 

週一 請繼續為控制新型冠狀肺炎的疫情代禱。感謝主，讓澳洲的疫情大致

上已受到控制，教會部分事工和團契聚會也會按政府指示續步恢復，

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再次有實體的崇拜。 
 

週二 感謝主，讓丁振華牧師在本月份起暫代牧職，直至找到合適的長期全

職傳道人接任（或暫代至本年底），請為丁牧師在屬靈的帶領上有從

上而來的智慧，也為需要物色未來牧者一事懇切代禱。 
 

週三 請也為呂牧師離任後準備返港的事奉代禱，目前他需要申請離境、收

拾教會物件及準備貨運安排等，求主一一帶領，給他有安心處理各項

事務。 
 

週四 請為各弟兄姊妹屬靈上的追求代禱。因疫情緣故，教會的崇拜及團契

活動停頓多時，少不免影響大家在主內的關係和信仰上的學習，求主

教導我們勤讀聖經，不至於閒懶，更在生活上積極實踐信仰。 
 

週五 請為身體有軟弱的肢體和教會的長者代禱，求主眷顧各人，在天氣轉

寒的季節，能夠蒙神眷佑；也讓他們時刻緊緊倚靠主，喜樂常存心

中。 
 

週六 請為宣教士譚健生牧師伉儷及兒子 Ashar 代禱，求主看顧他們在台灣

的生活，也保守譚牧師及師母能夠忠心事奉，有從上而來的智慧廣傳

福音，使更多人早日歸主，也不斷建立當地的信徒。又為他們在明年

初回到悉尼述職代禱，讓他們可以順利安排一切交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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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5/2020  講員：  李偉恒傳道 

講題： 疫情之下的自由  經文：  門 8-21 

 一、神家兒女的自由 

  

  

  

  

  

 二、基督愛中的自由 

  

  

  

  

  

 三、團契生活的自由 

  

  

  

  

  

  

  

  

  

  

  

  

  

  



【讚美詩歌】   
 敬拜者的心  

1. 此刻已沒有不快樂，亦沒有眼淚與悲傷， 
 今將一切都已經卸下，在此刻專心親祢。 
 
2. 舉起雙手來到祢面前，齊稱呼主阿爸天父， 
 開口宣稱我主偉大，在此刻得到釋放。 
 
* 是敬拜者的心，不再恐懼， 
 靠著敬拜的主角，高聲歡唱， 
 願我眾一心，尊主聖名， 
 盡性也盡意，齊獻上馨香的歌韻。 

 
 容我寧靜  

1. 晨曦之中，我尋求神話語， 
 每分一刻感激主多愛寵。 
 日光之中人流離在多變世俗裡， 
 啊聖父，求你潔淨我心！ 
 （啊聖靈，求你引導我禱！） 
 
2. 容我寧靜，聽候在你的跟前， 
 一心一意，願尋求你的旨意。 
 藏你懷內，看萬事變得空虛光輝不再， 

 願我此刻知你是神，願我得享安息，在你手裡。 

 
 君尊義僕  

1. 貧窮嬰孩天上來，進到世間，掩祂光榮； 
 不求供奉，卻服侍，為救眾生，捨祂性命。 
 
2. 在園中掙扎流淚，選擇擔當眾生重罪； 
 拒己心意，遵父旨，慈愛的心痛傷破碎。 
 
3. 請看祂手上釘痕，那手曾鋪滿天星宿； 
 卻以傷痕證主愛，曾任鐵釘扎傷刺透。 
 
4. 效法恩主服侍人，決定一生以祂為王； 
 顧念他人的需求，如事奉祂，學祂榜樣。 
 
* 謙卑上主，君尊義僕，召我們跟從祂腳蹤， 

身心所有，每日獻作活的祭，謙恭敬拜，君尊義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