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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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八月一日     聖餐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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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代牧師：  (粵語) 

傳道同工：  (華語) 

                      (英語)  

兒童事工： 

幹  事： 

黎金城牧師  ( 0402 411 731 | stevenlai48@gmail.com ) 

李永良傳道 ( 0413 119 113 | yongliang@mcbc.org.au ) 

邱世傑傳道  ( 0414 915 878 | richard@mcbc.org.au ) 

郭玲吟姊妹  ( 0434 243 168 | rachaellie@mcbc.org.au ) 

郭月薇姊妹  ( 0412 203 375 | admin@mcbc.org.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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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ing ID：978 4327 0891    Password：prayer 

宣召、祈禱  蔣鐵生弟兄 

唱詩 

「祢信實何廣大」 

「十架的愛」 

領詩：余恩德弟兄 

音樂：蔣天信弟兄 

讀經 
撒迦利亞書  

1:1-6,14-17; 2:11-13 
王梁思齊姊妹 

證道 你們要轉向耶和華 李永良傳道 

主餐  李永良傳道 

報告  蔣鐵生弟兄 

祈禱  黎金城牧師 

祝福  黎金城牧師 

mailto:rickylaw@mcbc.org.au


1. 今天主日崇拜時將進行『聖餐禮』，請在網上崇拜弟兄姊妹預備餅和杯。 

2. 教會祈禱會將於 8月7日（下週六）上午 8:00AM 至 9:00AM 透過 Zoom 舉行，歡

迎各弟兄姊妹參加。  

Meeting ID：978 4327 0891       Passcode：prayer  

3. 敎會2021 年的差傳晚會，主題為 「不忘宣教心」，將於 8 月 28 日 星期六晚上 

8:00PM - 9:30PM 透過 Zoom Meeting 舉行。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一起參加。 

Meeting ID：978 4327 0891  Passcode：prayer 

4. 聖經啟導八課（三）:  

教會和「食福」聯合舉辦「聖經啟導八課」第三期粵語課程，繼續於本週二晚上

在 Zoom 進行，課題如下： 

03/8 面對自己，不再逃避   10/8 耶穌再來 

歡迎邀請仍未接受救恩的人參加從聖經中明白神為他們預備的恩典，也歡迎信徒

參加在聖經中扎根，見證並參與傳福音的服侍。 

6月22日至8月10日連續八個週二晚上8時： 

Zoom ID: 863 5862 2442     Passcode: 2021 

詳情可聯絡雷謝淑兒姊妹 0413 128 038 

5. 2021年度第二季成人主日學「認識小先知書 – 更新盼望」，將於 8月1日 至10

月31日，一連13個星期日 下午3:00PM – 4.30PM，透過 zoom在網上進行。 

藉著十三課神學主題的研讀，提醒我們要在俗世眾多的紛亂中，認岀神所賜的盼

望，期待神永恆國度實現的日子。請電郵唐李國蘭姊妹報名或查詢 。

（sunschoolmcbc@gmail.com敬請附上中英文姓名、電郵地址及聯絡電話） 

另外在程序表上有以往主日學的3D研經系列「認識使徒行傳」課程心得分享，

弟兄姊妹可作參考。 

家事分享  

肢體消息/ 代禱事項 

1. 為新一季成人主日學祈禱，祈求神賜智慧給統籌課程的弟兄姊妹，亦祈求聖靈在

人心動工，使弟兄姊妹渴慕神的話語，湧躍報名參加。 

2. 為澳洲本國的疫情、經濟，柬埔寨的動盪、民生，中國的水災災情祈禱。 

3. 為教會的各事工及弟兄姊妹感恩，求主更新我們。 

4. 為病患，困難中面對試煉的弟兄姊妹，求主彰顯祂的同在，賜下信心，平安。 

5. 請為正懷孕待產媽媽，雷佩珺姊妹及王梁思齊姊妹禱告，求神保守她們身心平安

順利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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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8/8 15/8 

講員 李永良傳道 郭玲吟姊妹 有待安排 

主席 蔣鐵生 有待安排 有待安排 

領詩 余恩德 敬拜讚美小組 楊陳婉薇 

音樂 蔣天信 岑明恩 黃曉豐 

主餐 
伍蘇慧嘉、陳尚明 

李劉安琪、李明棠 
  

核數  有待安排 有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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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守華、馮一鳴 伍寶洪、郭月薇  

急救員  陳美玲 有待安排  

上週獻金  經常費 差傳費 建堂費認捐 合計 

電子轉賬 $9,785 $1,099 $975 $11,859 

合計 $9,785 $1,099 $975 $11,859 

每週奉獻指標 $14,641 $814 $539 $15,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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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認識小先知書 – 更新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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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我們要在俗世眾多的紛亂中，認岀神所賜的盼

望，期待神永恆國度實現的日子。 

日期 

 

1/8 第一課 歷史背景 － 解讀盼望的宣告 

8/8 第二課 選民受責 － 省察盼望的攔阻 

15/8 第三課 敬拜重整 － 釐清盼望的方向 

22/8 第四課 領袖慎行 － 校正盼望的路徑 

29/8 第五課 列國蒙恩 － 覺醒盼望的根基 

5/9 第六課 神國降臨 － 靜候盼望的源頭 

12/9 休息  

19/9 第七課    神治世代 － 持定盼望的賞賜 

26/9 第八課 神愛不變 － 回應盼望的恩情 

3/10 第九課 餘民回歸 － 聚焦盼望的應許 

10/10 第十課 萬象甦醒 － 迎向盼望的實現 

17/10 第十一課 錫安復興 － 重尋盼望的喜樂 

24/10 第十二課 聖者尊榮 － 識別盼望的中保 

31/10 第十三課 盟約永存 － 謹守盼望的見證 

時間 星期日下午 3:00PM 至 4:30PM 

地點 透過 Zoom 在網上進行 

課程統籌 楊振明弟兄、陳陸瑞珍姊妹、唐李國蘭姊妹 

報名或查詢 

請電郵唐李國蘭姊妹 
Email ： sunschoolmcbc@gmail.com 

( 敬請附上中英文姓名、電郵地址及聯絡電話 ) 

  * 如報名人數不足５名，相關課程可會被取消。 

墨爾本華人浸信會 

2021 年度第二季成人主日學課程資料介紹  



3D研經系列「認識使徒行傳」課程心得分享 

• 這是一個互動式、活潑影音教學課程。上半部份的短片由資深教牧帶出每課

主題，下半部由導師帶領研讀一段選用經文，使學員更加理解聖經教訓與知

識。導師與學員可以彼此分享、小組討論反思、背誦金句及 身體力行，把

神的話語活在生活中，很喜歡這個課程！  

• 在疫情期間，雖不能在教會上課，但並沒有阻礙學習聖經真，謝謝教育組安

排這個課程，可以安坐在家中，透過在Zoom平台，在網上上課，實在感恩！ 

• 利用專題的形式去討論使徒行傳與初期教會。其中有些專題使我可以從另一

個角度去思考。很詳盡，加上影片解釋得很清楚。 

• 3D 研經系列的影片，使學員很容易明白課題内容，加上影片溫習填寫答案

題，對片中内容有更深入印象。經文學習引領學員思考和參與討論，又能分

享自己對問題的觀點。身體力行鼓勵學員張學到的真理實踐在日常生活上。

我對整個課程的評語是「極佳」，有導師悉心教導，獲益良多。即使 13 個

星期都覺得時間過得很快。 

• 幫助我貫徹地學習聖經真理，強烈推薦給其他弟兄姊妹。 

• 這個課程： 

1. 用主題式來講解使徒行傳，不是按著經文每一句來分析經文，令我們

更加明白了解及體會使徒行傳所帶出的真理。 

2. 著重分享 - 讓我們知道大家在事奉上或信仰上的經歷，可以互相學習

及鼓勵。 

3. 身體力行 - 鼓勵我們學以致用，將在課堂上學到的應用在實際生活

上。 

4. 課程的影片 - 很好及生動的講解本課的主題。 

• 優點是3D :  

1. 多媒體、雙聲道，增强學習果效。 

2. 有深度，對聖經真理深入淺出，配以小組討論，更了解且學把真理應

用生活中。 

3. 有定向，重要神學主題一貫，使弟兄姊妹認識神整全真理啟示。 

引發弟兄姊妹繼續深入研讀聖經興趣，使靈命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