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lbourn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墨尔本华人浸信会 

华语崇拜  

使命宣言：我们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荣耀神，造就门徒的教会。 

年题︰爱邻如己  Loving Our Neighbour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一日    主日崇拜      上午九时半 

宣 召  王 骏 恒 弟 兄 

诗 歌 赞 美 
献上活祭 

愿那灵火复兴我 
会 众 

读 经 何西亚书 11:1-11 张 诚 弟 兄 

证  道 不可轻视神的管教 李 永 良 传 道 

回 应 诗 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会 众 

报 告    李 永 良 传 道 

祝 福  李 永 良 传 道 

华语事工 

a ministry of MCBC 

   教会地址: 75A Cotham Road (Cnr Highbury Grove), Kew, Victoria 3101, Australia 

主任牧師: 

传道同工:  (华语) 

               (英语) 

干  事: 

罗伟基牧师 ( 0433 004 787 | rickylaw@mcbc.org.au) 

李永良传道（0413 119 113 | yongliang@mcbc.org.au) 

邱世杰传道 ( 0414 915 818 | richard@mcbc.org.au) 

郭月薇姐妹 ( 0412 203 375 | admin@mcbc.org.au) 

Zoom Meeting 崇拜前祷告会  時間：主日上午9:00AM    

Meeting ID：816 4461 6925    Password：446991 

mailto:rickylaw@mcbc.org.au


家事分享  

1. 全教会清洁日订于4月24日（星期六）上午 9:30AM-12:00PM 举行。 

请弟兄姊妹同心參与，并请自备清洁用具如：水桶、手套、毛巾等用品。 

2. 华语堂决定从4月24日起，连续八个周六晚上举办《美满婚姻课程》，地点在

具备开放家庭的弟兄姐妹家中轮流，名额8对夫妇，请向黄东标弟兄和许帆姐

妹报名，报名截止日期4月18日或额满即止。 

《美滿婚姻課程》是由李力奇和李希拉牧師夫婦於1996年創立，他們結婚逾

30年，育有4名子女，是《美滿婚姻》一書及《教養兒女一書的作者，具有豐

富婚姻指導經驗。 

《美滿婚姻課程》的內容包括建立穩固根基、溝通的技巧、化解衝突、寬恕

的力量等，透过小组一起观看短片，思考讨论和聚餐的方式，让夫妻更多明

白如何按照圣经去提升婚姻关系，让婚姻蒙上帝的祝福。 

3. 为执事提名委员会祷告，求主带领提委会寻找能够管理神家的人参与执事的

事奉。 保罗这样说，「作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

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提前三5-9）。 

若圣灵在祷告中感动弟兄姊妹提名，请把想法直接联络提委会委员（王骏恒

执事、余政弘执事、张明发弟兄、李刘安琪姊妹、杨振宇弟兄和罗牧师）。 

提名执事事奉者的生命素质： 

Caring for the fellowship 渴望跟别人建立关系： 

•Getting to know the members of the church 主动认识教会不同会众 

•Welcoming visitors to the church  乐意接待新到教会的人 

• Visiting those who are applying for membership  愿意认识新转会会友 

• Praying regularly for the fellowship  愿意恒常为别人代祷 

• Hospitality 乐于接待 

Leading in the fellowship  主动参与群体生活： 

• Participating in Leadership meetings 愿意参与事工会议 

• Contributing to Church meetings 乐意参与教会各类聚会 

• Serving & praying at the Lord’s Table 同領主餐 

• Leading small groups 带领小组聚会 

Caring for the pastors   能够关心教会牧者： 

• Giving encouragement  给与正面鼓励 

• Committed prayer  恒常祷告 

•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personal study 积极学习态度 

• Ensuring adequate practical support  能够提供实际帮助 

•Providing secretarial and other help 在其他方面愿意付出和参与 



不可轻视神的管教 

何西阿书 11:1-11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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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道重温: www.mcbc.org.au (登入内联网) 

崇拜及小组聚会  

 9 :00am         华语堂崇拜前祈祷会 

 9:30am                英文主日崇拜 

 9 :30am               华语主日崇拜 

11:30am                粤语主日崇拜 

11:30am                           华语成人主日学 

11:30am                              华语少年团契 

9:30am & 11:30am                    儿童主日学 

周二 

8:00pm                         华语祷告会 (Zoom) 

                                      （每月第四周）  

周三 

10:00am                                      亲子小组 

10:00am                                        赞美操 

8:30pm                                        查经班
Zoom ID ：7214346456 

周四 

10:00am                               华语喜乐小组    

8:00pm                               南区小组 

周五 

10:00am                     妈妈小组 

7:30pm                               青年小组 

8:00pm                               以诺小组 

8:00pm                               路得小组 

周六 

8:00am                                  华语祷告会 

                                      （每月第二周） 

11:00am                                       查经班
Zoom ID：7214346456 

华语成人主日学 逢主日 上午 11:30—下午 1:00 

课程：《丰盛恩光》 

Zoom ID ： 658 654 6572   Password ： 525252 



上周献金  经常费 差传费 建堂费认捐 合計 

主日奉献 $910   $910 

电子转账  $7,312 $280 $225 $7,817 

合计 $8,221 $280 $225 $8,726 

每周奉献指标  $14,641 $814 $539 $15,994 

注：各项奉献金额，将会以整数显示。 

献金可直接电子转账存入教会 Melbourn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的戶口 

BSB ︰ 704-922  经常费︰ 100 011 587  差传︰ 100 014 216   建堂︰ 100 012 903 

代祷事项 

1. 为教会的合一和复兴祷告，让教会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中为盐为光。 

2. 继续为昆州及世界的疫情祷告，求神施恩憐悯，止息疫情的扩散，让世人看见

神的作为，认罪悔改归向神。 

3. 请大家恳切为缅甸军事政变所带来的国家动荡和人民的伤死亡祷告，也为在缅

甸的宣教士及当地的人民祷告，求神施恩憐悯，让缅甸人民看见神的作为。 

4. 感谢神的带领，今年第一期举办的"信仰启发课程"已完成，求圣灵继续在每一位

慕道者心中动工，早日回转归向主。 

5. 为年轻的一代祷告，求神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参与服侍，将年轻一代完完

全全带到神的面前。 

6. 为弟兄姐妹与神的关系祷告，让我们每天都渴慕神的话，遵行主的道，结满圣

灵的果子。 

7. 感谢神的保守看顾，周春华弟兄已平安出院回到家中，让弟兄在康复期间常常

经历神同在的平安。也为黄东标弟兄的哥哥黄东平弟兄、Julia 姐妹的妈妈和

Wendy Tung 姐妹的妹妹 Connie 姐妹祷告，求神憐悯医治他们的疾病，愿神的荣

耀在弟兄姐妹身上彰显。 

8. 求神保守看顾一些长期在家的肢体和在怀孕期间的姐妹，愿神常与他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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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