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爾本華人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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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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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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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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瑞明弟兄 

唱詩 

奇異的愛 

因祂活著 

領詩：敬拜讚美小組 

音樂：岑明恩姊妹 

讀經 何西阿書 8:1-14 梁麗紅姊妹 

證道 《 聽命勝於獻祭 》 李永良傳道 

報告  陳瑞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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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 4327 0891    Password：prayer 

mailto:rickylaw@mcbc.org.au


家事分享  

1. 今天下午2時，在教會大堂將舉行「回應聘牧事宜分享會」，由執事會、粵語 

聘牧委員會主持該聚會，誠意邀請各弟兄姊妹參加。 

2. 4月2日上午9:30AM 舉行粵語及華語聯合受苦節崇拜，請弟兄姊妹留意。 

3. 《受苦節同行日》將於4月2日上午9:30AM至下午4:00PM 連同受苦節崇拜舉行，

弟兄姊妹將於活動中以小組或家庭形式圍繞教會社區行走和禱告。請以家庭或 

小組為單位，掃瞄 QR code 報名，一同為教會社區以禱告服事。 

4. 為執事提名委員會禱告，求主帶領提委會尋找能夠管理神家的人參與執事事奉。

若聖靈在禱告中感動弟兄姊妹提名，請把想法直接聯絡提委會委員（李劉安琪 

姊妹、楊振宇弟兄、張明發弟兄、王駿恆執事、余政弘執事和羅牧師）。 

提名執事事奉者的生命素質： 

Spiritually靈命： 

•Not a recent convert 不是新受浸或新轉會的 

•Loyal to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持守福音真道的 

• Willing to care 願意附出關心的 

• Proven spiritual standing 經歷過考驗見證 

• A servant attitude 有僕人式的事奉態度 

Personally 個人： 

• Integrity 有誠信的 

• Self-discipline 有自律的 

• Gentle, not argumentative 能與人和睦相處的 

• Financially straight 財務上作好管家職份 

• Encouraging 願意鼓勵別人的 

Socially 人際關係： 

• Hospitable 願意接待別人的 

• Faithful in marriage (if married) 忠誠於婚姻的 (已婚者) 

• Competent as a parent (have child/children) 盡父母的職份 (有兒女的) 

• Respected by non-Christians 被非信徒尊重 

5. 少年團契Fusion 將於4月4日及4月11日學校假期期間暫停兩週，敬請家長留意。 

6. 全教會清潔日（Working Bee）訂於4月24日(週六)上午9:30AM-12:00PM舉行。  

請弟兄姊妹同心參與，並請自備清潔用具如：水桶、手套、毛巾等用品。 

7. Spur Afrika 將於 4月10日 (週六)下午2:00am至5:00pm 在教會副堂舉辦下午茶聚 

活動，費用每位十元正，募款目的是為贊助在肯亞 Kibera 貧民窟的兒童。 

另有十三名兒童正在等候助養，每月只需$50的助養費用，便能為助養的兒童在

學習、課外活動、醫療及牙齒保健上得到幫助。詳情可電郵 info@spurafrika.org 

或聯絡雷壽寧姊妹。 

8. 本年的夏令時間將於4月4日（下週日）凌晨2:00AM結束，請留意在下週六晚上把

時鐘撥慢1小時。 



肢體消息/ 代禱事項 

1. 感謝神! 謝展鋒弟兄及謝吳思諾姊妹於今晨(3月28日)喜獲麟兒，兒子謝天允 

(Caden)重3.4kg，母子平安，請記念姊妹的康復和小孩的成長。 

2. 為2021年教會主題「愛鄰如己」2.0祈禱，並為 COVID-19後的調整做準備。祈

求神賜予牧者、領袖和會眾以團結和熱情的愛心，以實現神呼召我們生活的目

的。 

3. 求主賜粵語聘牧委員會，執事會和會眾能夠一起謙卑順服主帶領聘牧過程，同

心尋求和回應主給教會的整體呼召和異象。 

4. 求主帶領大家認識教會需要建立整全兒童事工的異象，幫助我們尋找未來兒童

事工同工。 

5. 為現在正推出的COVID 疫苗稱頌神，祈求疫苗有效地被使用成為社會的福祉。 

6. 請為正懷孕待產媽媽，趙劉慧儀姊妹、雷佩珺姊妹、王梁思齊姊妹及李永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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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獻金  經常費 差傳費 建堂費認捐 合計 

主日崇拜 $1,016  $1,300 $2,316 

電子轉賬  $7,704 $230 $527 $8,461 

合計 $8,720 $230 $1,827 $10,777 

每週奉獻指標 $14,641 $814 $539 $15,994 
註 : 各 項 奉 獻 金 額 ， 將 會 以 整 數 顯 示 。  

司事表  28/3 2/4 9:30am 受苦節聯合崇拜 4/4 

講員 李永良傳道 李永良傳道 羅偉基牧師 

主席 陳瑞明 謝國傑 余恩德 

領詩 敬拜讚美小組 敬拜讚美小組 蔣鐵生 

音樂 岑明恩 黃曉豐 蔣天信 

核數 龔志民、梁福添 
伍寶洪、黎應權 

薛娜蓉 

湯自雄、伍寶洪 

锺玉儀 

招待 陳志雄、陳陸瑞珍 陳志雄、陳陸瑞珍、薛娜蓉 陳志雄、陳陸瑞珍 

影音 鍾玉儀、郭月薇 馮一鳴、伍寶洪 馮一鳴、伍寶洪 

急救員 羅國雄 李汝真 陳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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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外消息 

差傳伙伴代禱 

1. 柬埔寨當地疫情現正持續上昇，求主賜當地政府智慧和能力施行政令， 讓鄉

鎮差傳工作繼續有效進行。 

2. 求主加力賜智慧給我們的差傳伙伴Pastor Kundate 和當地同工，每天經驗主的

信實，主賜平安給各同工栽培信徒委身作主門徒，在困難中信心不動搖。 

3. 求主保護 Pastor Kundate，太太和三子女，在困難重重的境遇中，靠主勇敢前

行，實踐主呼召門徒的大使命。 

1. 澳洲華文三元福音倍進佈道事工主辦 

<<進深栽培–新知識新生活>> 

粵語進深栽培訓練班 

日期： 2021 年 4 月 17 日 (星期六) – 粵語 

時間： 9:00 AM – 3:00 PM 

地點： Online via ZOOM 

教師： 黃張美容師母、何素娥傳道 

報讀資格： 已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曾完成栽培九課的教師領袖為優先錄取 

簡介： 是接續《初信栽培—新生命新方向》而編寫的。目的是要幫助信徒對

所信的上帝和自己的信仰有進一步的認識，並知道當怎樣行才可以有一個與所

蒙的恩相稱的基督徒生活。 

截止日期： 2021 年 4 月 13 日 (粵語) 

費用： * 費用 ─ 繳交澳幣 $80 (包括訓練材料) 

報名辦法： 請於這電子報名表上登記 https://forms.gle/JGWMJSWxVNVDW5n59 

      或向教會幹事索取 

查詢： 何素娥傳道 Angela Ho：0405-155880 Email：angelasuho@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