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爾本華人浸信會 
Melbourn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粵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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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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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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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恩德弟兄 

唱詩 

「賀他為王」 

「全能的創造主」 

領詩：蔣鐵生弟兄 

音樂：蔣天信弟兄 

讀經 詩篇 113 余智軒弟兄 

證道 《得時不得時仍然讚美主的禱告》 羅偉基牧師 

回應詩 「祢真偉大」 蔣鐵生弟兄 

主餐  羅偉基牧師 

報告  余恩德弟兄 

祈禱  羅偉基牧師 

三一頌 「讚美一神」 羅偉基牧師 

祝福  羅偉基牧師 



家事分享  

1. 今天聖餐主日崇拜，鼓勵大家前來，一起參與聚會。如你有需要留在家中， 

請提早準備餅和杯，並且憑著信和感恩的心積極參與聚會。 

2. 今年 Crossgen 參加「澳洲聖經公會」暑假外展佈道的弟兄姊妹包括，Lydia 

Chan, Charmaine Kong, Dragon Poon, Sarannie Tong, Christopher Yeung, Victor 

Wang 和Grace Valos。他們將前往 Barwon Heads, Cowes 和 Portarlington 實地 

接觸居民和客旅，鼓勵大家繼續透過禱告，以行動支持他們，期待各人帶著 

故事回來，一起見証神的大恩。 

3. 2022年第一季《每日讀經釋義》已出版，請已訂購的弟兄姊妹，向幹事領取。 

4. 聖經啟導八課（六） 

教會和「食福」將於12月7日起至明年1月25日連續八個週二晚上8時，在網路

視像平台繼續舉辦第六期聖經啟導八課粵語課程，讓大家可安在家中，透過 

多媒體活潑的方式，有趣味和深入淺出地明白聖經真理。本期主題為「從路 

得記看人生的危機與生機」，藉著聖經的教導、聖靈的工作來幫助大家透過 

路得一生從困境危機的光景中走入充滿圓滿生機的日子裡的事蹟，來到看到 

神在人平素生活中處處有祂恩慈和信實的帶領，每週課題如下： 

28/12  4. 困境絕地的曙光（得2:6-22） 

 4/1   5. 言聽計從的行動（得3:1-7) 

11/1   6. 把握時機的等候（得3:8-18) 

18/1   7. 峰迴路轉的買贖（得4:1-12） 

25/1   8. 再展生機的傳承（得4: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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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1. 2022年，世界各國繼續面對疫情未完結而帶來的焦慮，求主幫助普世教會 

在困境中，仍能積極透過各種入世途徑，尋找分享福音的契機，見証神的 

大能。 

2. 求主幫助參與本地 Scripture Union 海灘佈道和 Spur Afrika 的 Crossgen 弟兄姊

妹，保守他們每日所到之處。祈求主帶領各人回來分享，見証神的恩典。 

3. 為 2022年兒童事工(Children Ministry)，為事工領袖、兒童和家長禱告，求 

主賜各人喜樂的心、正直的靈，不受外界紛紜風氣影響，同心參與彼此配 

合禱告。 

4. 求主幫助教會牧者在2022 年有智慧和悟性，堅守聖經真理，在講壇傳遞主對

我們的心意，深明和實踐作主門徒對個人和信仰群體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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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9/1 16/1 

講員 羅偉基牧師 李永良傳道 張書希弟兄 

主席 余恩德 陳瑞明 陳美玲 

領詩 蔣鐵生 敬拜讚美小組 余恩德 

音樂 蔣天信 羅梁麗麗 蔣郭孔蘭 

主餐 
李劉安琪、李明棠 

湯自雄、黎應權 
  

核數  
黎應權、梁福添 

鍾玉儀 
 

影音 馮一鳴、郭月薇 岑守華、羅國雄 陳瑞明、馮一鳴 

急救員  李汝真 陳趙仲文 

上週獻金  經常費 差傳費 建堂費認捐 合計 

主日崇拜 $1,790 $350  $2,140 

電子轉賬 $6,566 $770 $50 $7,837 

感恩奉獻   $10,000 $10,000 

特別奉獻 $30   $30 

合計 $8,386 $1,120 $10,501 $20,007 

每週奉獻指標 $14,641 $814 $539 $15,994 

2021 年 11 月底累積總收入 $459,786 $35,579 $88,187 $58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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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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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