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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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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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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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玲吟姊妹 

唱詩 

「祢真偉大」 

「注目看耶穌」 

領詩：敬拜讚美小組 

音樂：羅梁麗麗姊妹 

讀經 撒迦利亞書 4 : 6-10 伍蘇慧嘉姊妹 

證道 你手必完成這工 黎金城牧師 

報告  郭玲吟姊妹 

祈禱  黎金城牧師 

祝福  黎金城牧師 

mailto:rickylaw@mcbc.org.au


家事分享  

1. 教會2021年差傳晚會，主題為 「不忘宣教心」，將於  

8 月 28 日星期六晚上 7:30PM - 8:30PM 在網上直播。 

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一起參加。 

直播網址：https://mcbc.link/missionnight 

2. 教會將於8月28日星期六上午11:00AM-12:30PM 在 Zoom 舉行《COACH 生命導師

訓練資訊介紹日》，由何俊文牧師統籌並講解這個計劃。COACH 的使命是幫助

困境中的人茁壯成長，上帝關愛他們，我們與神同工，與他們同行，面對逆境，

使人在情感上、社會中、經濟上以及靈命裡得到轉化。查詢可聯絡郭陸敏儀姊妹 

(Sara 0419 031800) 

Zoom ID：893 8299 6181     Passcode：607402 

3. 教會於 9月27-29日在 Anglesea 舉辦的《青少年春令營》因疫情關係將會改期，

求主繼續帶領和預備營會的需要。 

4. 聖經啟導八課（四）:  

教會和「食福」將繼續於8月17日起至10月5日連續八個週二晚上8時，用多媒體

活潑的方式，透過網路視像平台聯合舉辦「聖經啟導八課」第4期粵語課程，讓

大家可安在家中，能有趣味和深入淺出地明白聖經真理。 

本期課程內容以耶穌的比喻為主題來學習天國的奧秘，每週課題如下： 

17/8 神不惜代價的愛 ：失羊的比喻  

24/8 人的渴求：浪子的比喻  

31/8 人心的回應：撒種的比喻 

 7/9 悔改的抉擇：財主與拉撒路的比喻 

14/9 危機管理：不義管家的比喻  

21/9 做個人際上的富豪 : 無知財主的比喻 

28/9 末世文化：挪亞時代的比喻 

5/10 預備燈油： 十個童女的比喻 

歡迎邀請仍未接受救恩的朋友參加，從聖經中明白神為他們預備的恩典；也歡迎

信徒同來學習，在聖經中扎根，見證並參與傳福音的服侍。 

Zoom ID：863 5862 2442 Passcode：2021 

詳情可聯絡雷謝淑兒姊妹 0413 128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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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轉賬 $6,067 $1,031 $350 $7,448 

合計 $6,067 $1,031 $350 $7,448 

每週奉獻指標 $14,641 $814 $539 $15,994 

肢體消息/ 代禱事項 

1. 為世界疫情，憑信心繼續禱告。 

2. 為星期二啟導八課第四期禱告，求主帶領負責課程的團隊和慕道朋友。 

3. 為困難中的家庭和尋找工作的弟兄姊妹禱告。 

4. 為但以理團契所有組長和組員禱告，彼此服事，互相勉勵。 

司事表  22/8 29/8 5/9 

講員 黎金城牧師 郭玲吟姊妹 黎金城牧師 

主席 郭玲吟姊妹 黎金城牧師 郭玲吟姊妹 

領詩 敬拜讚美小組 敬拜讚美小組 有待安排 

音樂 羅梁麗麗 羅梁麗麗 有待安排 

影音 伍寶洪、郭月薇 伍寶洪、郭月薇 伍寶洪、郭月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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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ng Opportunities and Casting Hope 

鑄造機會 

COACH  的使命是幫助困境中的人茁壯成長。上帝關愛他們，我們與神同工，與他們

同行，面對逆境，使人在情感上、社會中、經濟上以及靈命裡得到轉化。 

COACH（鑄造機會、燃亮希望）是一個旨在幫助社區居民的輔導計劃。通過有目標

性的生命指導，我們為計劃參與者創造空間，讓他們探索自己的長處、嘗試新事物、邁

向更光明的未來。  

 

想知道更多 ? 想成為”生命導師”?  

8 月 28 日  星期六 

(11:00am—12:30pm) 

Meeting ID: 893 8299 6181  

Passcode: 607402  

聯絡人 :  郭陸敏儀 姊妹 (Sara 0419 031800) 

 Information Session 

 何俊文牧師   

(生命導師訓練統籌) 

 分享並講解這個計劃  

? ? 

www.coachnetwork.org 

燃亮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