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爾本華人浸信會 
Melbourn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年題︰愛鄰如己  Loving Our Neighbour 

使命宣言︰我們是一個以基督為中心，榮耀神，造就門徒的教會。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主日崇拜 

  

教會地址: 
電話及傳真: 

  
  
75A Cotham Road (Cnr Highbury Grove), Kew, Victoria 3101, Australia 
03 9855 2868 | www.mcbc.org.au | mcbc@mcbc.org.au 

主任牧師: 

傳道同工:     (華語) 

                       (英語)  

幹  事: 

羅偉基牧師   rickylaw@mcbc.org.au 

李永良傳道  yongliang@mcbc.org.au         

邱世傑傳道   richard@mcbc.org.au 

郭月薇姊妹   admin@mcbc.org.au 

宣召、祈禱  李明棠弟兄 

唱詩 

神聖主愛 

我心切切渴慕你 

領詩：楊陳婉薇姊妹 

音樂：黃曉豐弟兄 

讀經 約翰福音 15:1-17 方富星弟兄 

證道 連於基督、多結果子 俞翠嬋牧師 

報告  李明棠弟兄 

祈禱  羅偉基牧師 

Zoom Meeting 崇拜前禱告會  時間：主日上午11:00AM    

Meeting ID：826 4481 2295    Password：mcbcprayer 

mailto:rickylaw@mcbc.org.au


家事分享  

1. 主日崇拜前禱告會於今天開始改在大堂前方的詩班房及Zoom同步進行，歡迎弟

兄姊妹一同參與，彼此守望同行。  

時間：每週主日早上 11:00AM-11:20AM 

Meeting ID：826 4481 2295 

Passcode：mcbcprayer 

2. 會友季會將於2月28日下午2:00PM透過 Zoom Meeting 在網上舉行，會議的資料已

經電郵發給各會友，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會友季會後，粵語聘牧委員會

將舉行第二輪聘牧答問大會，跟大家報告最新的聘牧進度，歡迎弟兄姊妹透過網

上平台參加。 

Meeting ID：830 1015 6668 

Passcode：456789 

3. 教會兒童主日學 Shine4Christ 於今天開始恢復在教會上課。 

4. 2021年度第一季成人主日學「認識使徒行傳及初期教會 – 見證福音的大能」，

將於 3 月７日 至 6 月 20 日 ，一連13 個星期日下午2:30pm–4:00pm，透過 

zoom在網上進行。藉著十三課神學主題的研讀，幫助信徒理解使徒行傳的重點，

了解初期教會成功背後的動力，並且在生活中興起為福音作見證的行動。請電郵 

唐李國蘭姊妹報名或查詢 。（Email：sunschoolmcbc@gmail.com敬請附上中英文

姓名、電郵地址及聯絡電話） 

5. 教會祈禱事工佈告，弟兄姊妹如希望能夠定期透過電郵收到教會的每月祈禱表一

起禱告，請將姓名和電郵地址傳給教會幹事 admin@mcbc.org.au。 

6. 教會讚美操因疫情關係，實體練習日期和時間，將另行通知。  

7. 「墨爾本飲食業福音團契」與「墨爾本華人浸信會」聯合舉辦「基督信仰啟導自

由講」，現誠意邀請你於三月月九日起，一連七個週二晚上八時至九時半，參加

網上用Zoom 進行的座談會。不論你在家中或任何地方，都可以輕輕鬆鬆，自由

開放，無壓力地大家探討以下的主題： 

1）人生就是這樣？ 2）耶穌是誰？ 3）耶穌為甚麼死？ 4）信心？怎樣才算有？ 

5）祈禱是甚麼？ 6）聖經怎麼讀？ 7 ）神怎樣指引我們？ 

Zoom ID： 653  793  5926 (華語)    863 5862 2442 (粵語) 

Pass code： 2021 

查詢請聯絡：Alice Louey 雷謝淑兒 0413 128 038 



肢體消息/ 代禱事項 

1. 為三月七日開始新一季成人主日學祈禱，求主保守帶領和賜參與者一起用心

渴慕神的話語，鼓勵大家一起回應主對教會的召命和角色 

2. 墨爾本克倫族浸信會發出代禱請求，我們為最近緬甸進入緊急狀態，到處充

滿恐慌，生活越來越艱難，持續為當地各項需要代禱。 

3. 為維省疫情禱告，求主施恩憐憫，壓止疫情擴散。 

4. 2021 年，求主賜牧者團隊、執事會更加明白如何善加運用網上和實體接觸的

新契機，透過愛鄰如己實踐主的呼召。 

5. 為教會聘請粵語堂牧者禱告，求神引領聘牧委員會能按神的心意為教會物色

未來的粵語牧者。 

6. 請為正懷孕待產媽媽，謝吳思諾姊妹、趙劉慧儀姊妹、雷佩珺姊妹及李永良

傳道的女兒Cathy禱告，求神保守她們身心平安順利生產。 

7. 求主施恩給禱告勇士和關懷事工各人，有活潑的信心，恆切的愛心和充沛的

行動力關懷有需要的人，與在逆境中的人同心同行。 

獻金可直接電子轉賬存入教會 Melbourn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的戶口 

BSB : 704-922    經常費 :100 011 587   差傳 :100 014 216   建堂 : 100 012 903  

司事表  21/2 28/2 7/3 

講員 俞翠嬋牧師 翻譯：王駿恆 羅偉基牧師 李永良傳道 

主席 李明棠    郭栢堯 黃浩斌 

領詩 楊陳婉薇 敬拜讚美小組 鄺何麗冰 

音樂 黃曉豐 黃曉豐 蔣天信 

核數 
馬渠強、伍寶洪 

龔志民 

湯自雄、梁福添 

郭陸敏儀 

黎應權、龔志民 

馬渠強 

招待 陳志雄、陳陸瑞珍 陳志雄、陳陸瑞珍 陳志雄、陳陸瑞珍 

影音 陳瑞明、伍寶洪  鍾玉儀、郭月薇 馮一鳴、伍寶洪 

急救員 陳美玲 李汝真 羅國雄 

上週獻金  經常費 差傳費 建堂費認捐 合計 

電子轉賬  $6,803 $1,028 $155 $7,986 

特別奉獻  $70  $70 

但以理團契 $205   $205 

合計 $7,008 $1,098 $155 $8,261 

每週奉獻指標 $14,000 $814 $539 $15,353 
註 : 各 項 奉 獻 金 額 ， 將 會 以 整 數 顯 示 。  

https://online.bif.com.au/AccountDetails.asp?ACCNBR=25975S8.2


課程 認識使徒行傳及初期教會 – 見證福音的大能 

對象 有心進深明白神話語的弟兄姊妹 

課程簡介 本課程採用「3D 研經系列」教材，以 3D 即 Dimensions「多

方位」、Depth「有深度」、和 Direction「有定向」的理

念，把聖經的教導，活用於信徒的生活中。藉著十三課神學

主題的研讀，幫助信徒理解使徒行傳的重點，了解初期教會

成功背後的動力，並且在生活中興起為福音作見證的行動。 

日期 7/3 第一課   明白見證的使命 － 福音傳承 

14/3 第二課   認識見證的群體 － 教會誕生 

21/3 第三課   投入見證的行列 － 教會生活 

28/3 第四課   領受見證的能力 － 聖靈工作 

4/4 休息 

11/4 第五課   跨越見證的藩籬 － 使徒彼得 

18/4 第六課   孕育見證的生命 － 社會狀況 

25/4 第七課   扎根見證的基礎 － 神的應許 

2/5 第八課   建立見證的策略 － 福音發展 

9/5 第九課   挑旺見證的烈火 － 使徒保羅 

16/5 第十課   回應見證的呼聲 － 宣教發展 

23/5 第十一課 迎接見證的挑戰 － 內憂外患 

30/5 休息 

6/6 第十二課 尋求見證的指引 － 神的啟示 

13/6 第十三課 綻放見證的光輝 － 宣教同工 

20/6 溫習 

時間 星期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 

地點 透過 Zoom 在網上進行 

課程統籌 陳嘉豪弟兄、黎應權弟兄 、唐李國蘭姊妹 

報名或查詢 

請電郵 唐李國蘭姊妹 

Email ： sunschoolmcbc@gmail.com 

(請附上中英文姓名及聯絡電話) 

墨爾本華人浸信會 

2021 年度第一季成人主日學課程資料介紹 

  * 如報名人數不足５名，相關課程可會被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