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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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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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事工： 

幹  事： 

羅偉基牧師  ( 0433 004 787 | rickylaw@mcbc.org.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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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偉基牧師 

唱詩 

「在主前靜默」 

「如鹿切慕溪水」 

領詩：敬拜讚美小組 

音樂：羅梁麗麗 

讀經 使徒行傳 4:1-22 郭陸敏儀姊妹 

證道 開口閉口的理由 羅偉基牧師 

報告  羅偉基牧師 

祈禱  羅偉基牧師 

祝福  羅偉基牧師 



家事分享  

1. 教會主日崇拜將繼續在網上進行，預計在11月份維省的兩針疫苗注射比率達

到80%階段後，才考慮重新開放給會眾參與實體崇拜。 

2. 教會粵語祈禱會將於 11月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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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差傳事工組將於11 月14日開始，連續四個主日下午3:00PM-4:45PM 透過 

zoom meeting 舉辦一個讓弟兄姊妹認識宣教的「尚待完成的故事」課程。請

參閱附於程序表的課程簡介。報名費$5。如當天有會友大會，當天原定的課

堂會順延一週。報名或查詢請聯絡 Hebe Cheng 姊妺 (hebecheng@yahoo.com 

或 0451 186 066)。查詢亦可聯絡 Eric Lai 弟兄 (0400 328 822)。 

4. 「尚待完成的故事」的英文版本課程 The Unfinished Story 將由 11 月 8 日期

一開始，一連四個星期一晚上 8:00 pm 舉行。查詢請聯絡雷壽寧姊妹或賴世

源弟兄，弟兄姊妹如欲報名，可到網址：mcbc.link/tus。 

5. 聖經啟導八課（五） 

教會和「食福」將繼續於10月12日起至11月30日連續八個週二晚上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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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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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題為「價值觀重整之旅」，透過聖經的教導、聖靈的工作來幫助大家

重建以真理為依歸的價值觀，每週課題如下： 

12/10  1. 重整價值面面觀 

19/10  2. 人活著是為了甚麼? 

26/10  3. 為何辛苦為何忙 

 2/11  4. 脫離童年的捆鎖 

9/11    5. 穿越生死 

16/11   6. 痛而不苦的人生 

23/11  7. 成功之道 

30/11  8. 敗中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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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可聯絡

雷謝淑兒姊妹 0413 128 038 

逢週二墨爾本時間晚上八時 

Zoom ID: 863 5862 2442 Passcode: 2021 



肢體消息 / 代禱事項 

1. 為眾教會禱告，求主賜智慧和悟性給牧者和領袖，為教會準備十一月開放作出

合適的決定和安排，一起察驗主的心意，在人心不安混亂的處境中，給社區看

到我們為鹽為光的見証。 

2. 為執事會禱告，特別記念謝國傑弟兄（主席），杜萬昌弟兄（文書），王駿恆

弟兄（副文書）和伍蘇慧嘉姊妹（財政） 

3. 為教會事工領袖禱告，求神賜我們清楚意念，推動教會聖工都以基督的福音為

中心，能夠見到神的手在帶領我們前進。  

4. 為正在面對醫療安排、身心靈感到孤單、長期在家提供衣、食、住、教的弟兄

姊妹禱告。 

5. 為粵語堂正在參與「研經裝備小組」的弟兄姊妹，領袖和教導同工禱告，求神

開啟參加者的心思，以誠實感恩的意念回應主的恩典。 

6. 為教會事工領袖禱告，求神賜我們清楚意念，為明年事工計劃、預算和新舊人

手交接，都能夠見到神的手在作工。 

7. 為粵語堂新事工COACH community mentoring（中譯：生命導師：同行成長計

劃） 祈禱 ， 感謝神賜差傳事工組和事工領袖 Sara 姊妹迎接相同異象 ， 為接

受裝備弟兄姊妹禱告，願聖靈帶領呼召同心同行者，讓教會的足跡能夠進入我

們的社區鄰舍。 

8. 感謝神保守差傳伙伴Pastor Kundate 和團隊到遠離暹粒市約90公里外的湖邊奉主

名為7名信徒施行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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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3 $245 $380 $9,458 

感恩奉獻 $1,300   $1,300 

合計 $10,133 $245 $380 $10,758 

每週奉獻指標 $14,641 $814 $539 $15,994 

2021 年 9 月底累積總收入 $362,177 $30,633 $80,718 $473,528 

2021 年奉獻指標 $761,319 $42,500 $28,044 $831,863 

至 2021 年 9 月底經常費累積總支出 $319,414 盈餘(虧損) $42,763 

至 2021 年 9 月底經常費累積總支出及按揭還款 $386,990 盈餘(虧損) ($24,813) 

至 2021 年 9 月底教會對外建堂總欠款 $1,457,698 

至 2021 年 9 月底教會對外總欠款 $1,551,493 
註 : 各 項 奉 獻 金 額 ， 將 會 以 整 數 顯 示 。  

司事表  24/10 31/10 7/11 

講員 羅偉基牧師 李永良傳道 李永良傳道 

領詩 敬拜讚美小組 敬拜讚美小組 敬拜讚美小組 

音樂 羅梁麗麗 羅梁麗麗 羅梁麗麗 

影音 馮一鳴、郭月薇 伍寶洪、岑守華 伍寶洪、馮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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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