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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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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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棠弟兄 

唱詩 

「無言的讚頌」 

「每—天」 

領詩：敬拜讚美小組 

音樂：羅梁麗麗姊妹 

讀經 詩篇 95 劉彭穎思姊妹 

證道 《你們不可硬着心》 李永良傳道 

回應詩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敬拜讚美小組 

報告  李明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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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1. 請為新ㄧ季成人主日學祈禱, 求神賜弟兄姊妹有渴慕神話語的心, 湧躍報名參

加。又賜智慧給統籌的弟兄姊妹, 讓他們按神的心意同心籌備課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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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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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會應對新冠確診方案： 

當在教會有新冠確診病例 (如確診者曾到教會聚會) 

• 確診者必須：  

 通知教會行政同工或該堂牧者 

 通知在教會曾經接觸過的人 

 暫停參與實體教會聚會直至得到陰性測試結果 

• 教會將不會成為主要通知接觸者的渠道，但會: 

 提醒會眾時常留意自己徵狀，若不舒服請留在家中和盡快進行測試 

 在該場所恢復正常使用前用 GLEN 20 消毒劑消毒 

2. 教會給中學生團契（Fusion）家長通告： 

致各位家長： 

• Crossgen 英語堂消息通信平台： 

a. Facebook Group bit.ly/mcbcfb 

b. Whatsapp Group bit.ly/mcbcwhatsapp 

• 這兩個平台同時提供及更新英語堂新冠確診的相關信息 

• 如你想關注英語堂狀況，可以登記以上任何一個通信平台保持聯絡 

• 如有任何疑問，可聯絡 Pastor Richard 邱世傑傳道， 

手機：0414915878，電郵：richard@mcbc.org.au 

3. 2022年度第一季成人主日學「認識保羅書信 (上) –同心堅信」，將於2月13日 

至5月22 日 ，一連13個星期日 3pm – 4.30pm，透過 zoom在網上進行。藉著十

三課神學主題的研讀，幫助信徒剖析保羅書信的內容， 並在生活中學習倚靠

神的恩典，活出新生命的樣式。請電郵岑守華 (Anita Sam)  姊妹報名或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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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爾本華人浸信會 

2022 年度第一季成人主日學課程資料介紹 

課程 認識保羅書信(上) –同心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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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信徒剖析保羅書信的內容，並在生活中學習

倚靠神的恩典，活出新生命的樣式。  

日期 

 

13/2 第一課       傳遞恩典的訊息－認識書信 

20/2 第二課       高舉恩典的焦點－基督 

27/2 休息 

6/3 第三課       扎根恩典的盼望－主再來 

13/3 第四課       平衡恩典的本質－律法與恩典 

20/3 第五課       抓緊恩典的應許－福音與救恩 

27/3 第六課       領受恩典的憑據－聖靈 

3/4 第七課       實踐恩典的人生－新造的人 

10/4 第八課       善用恩典的禮物－屬靈恩賜 

17/4 休息 

24/4 第九課       領會恩典的啟示－聖經 

1/5 第十課       擁抱恩典的群體－教會生活 

8/5 第十一課   順服恩典的引導－教會紀律 

15/5 第十二課   接納恩典的伙伴－婦女地位 

22/5 第十三課   宣揚恩典的美善－禱告頌讚 

時間 星期日下午三時至四時三十分 

地點 透過 Zoom 在網上進行 

課程

统籌 
陳嘉豪弟兄、余恩德弟兄、岑守華姊妹、唐李國蘭姊妹 

報名

或 

查詢 

請電郵岑守華（Anita S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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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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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16/1 23/1 

講員 李永良傳道 張書希弟兄 羅偉基牧師 

主席 李明棠 陳美玲 黃浩斌 

領詩 敬拜讚美小組 余恩德 敬拜讚美小組 

音樂 羅梁麗麗 蔣郭孔蘭 岑明恩 

主餐    

核數 
黎應權、伍寶洪 

李讓明 
  

影音 岑守華、羅國雄 陳瑞明、馮一鳴 岑守華、郭月薇 

急救員 羅國雄 陳趙仲文 羅國雄 

上週獻金  經常費 差傳費 建堂費認捐 合計 

電子轉賬 $8,375 $846 $805 $10,026 

合計 $8,375 $846 $805 $10,026 

每週奉獻指標 $14,641 $814 $539 $15,994 

2021 年 12 月底累積總收入 $497,278 $38,640 $101,724 $637,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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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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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