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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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五日  主日崇拜       11: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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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宣召、祈禱  梁福添弟兄 

唱詩 
「聖哉、聖哉、聖哉」 

「讓讚美飛揚」 

領詩：余恩德弟兄 

音樂：蔣天信弟兄 

讀經 提摩太前書 4:1-8 蔣蔚琦姊妹 

證道 成聖之路 羅偉基牧師 

回應詩 「主，我願像祢」 余恩德弟兄 

報告  梁福添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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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前禱告會 

 時間：上午11時正   地點：面向正堂左側祈禱房 



1. 年初一（22/1/2023）粵語新春午餐團聚，歡迎大家在粵語崇拜後留步參與出

席，如果你當日不能參加，請讓羅牧師知道。預祝大家新春蒙恩。 

2. 2023年度第一季粵語成人主日學「認識歷史書（上）– 同進應許地」第三部

份，將於01月29日開課，於星期日2:30pm - 4pm，課程共4週。歡迎弟兄姊妹

中途參加，透過實體並zoom在網上同步進行。詳情請參閱課程簡介。如有報

名或查詢，請電郵岑守華姊妹。（Email：sunschoolmcbc@gmail.com 敬請附上

中英文姓名、電郵地址及聯絡電話） 

3. 家庭福音團契將於 1月28日至 3月11日逢星期六（25/2 除外）黃昏 6:30PM 在  

35 Templemore Drive, Templestowe 舉行。每次晚餐之後有福音主題信息分享，

並信仰生活體驗交流。歡迎主內肢體邀約未信主之親友一家大小來參加。 

請向雷謝淑兒報名或查詢 0413 128 038. 

家事分享  

代禱事項 

1. 當大家踏入新一年，無論在適應新環境、面對新生活習慣的調節、或與家

人、工作伙伴、同學建立新關係、或身心正因變化而帶來各種挑戰而禱告，

求主幫助我們體會在主的恩慈中認定祂就在處境中陪伴在側，給我們謙卑的

心相信跟隨祂的旨意。 

2. 為成人主日學  1）認識歷史書， 2）門徒訓練；兩課程的教導同工和參與者

禱告，按祂旨意鼓勵每一個人，能夠經驗到更新又活潑的信心歷程。 

3. 為但以理團契和CCF基督徒查經團契的配搭事奉禱告，求主保守剛開始新一季

《但以理書》的查經學習，願上主的話在人心活潑工作，讓我們向下札根，

往上結果子。 

4. 為 2022-2023 年執事提名委員會成員（伍賢生、黎應權、余恩德、王駿恆、

余邱詠詩、羅牧師）禱告。 

5. 為粵語聘牧委員會祈禱，求主引導眾委員（Marc Chan 牧師、李永良傳道、

伍蘇慧嘉姊妹、陳尚明弟兄、陳郭建珊姊妹、李劉安琪姊妹）能夠聆聽跟隨

聖靈引導找尋未來粵語堂牧者。 



課程 認識歷史書（上）– 同進應許地 （第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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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著這一輯教材，我們特別觀察以色列人日常生活環

境，通過祭壇、水井、羊圈、守望樓、石塊、城門、 

禾場等這些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場景，讓弟兄姊妹認識 

真理的啓示和救贖的智慧。 

日期 

 

第三部份 

29/1/2023 第十課 順服應許的權威 － 神國王權 

5/2/2023 第十一課 見證應許的恩澤 － 大衛生平 

12/2/2023 第十二課 共嚐應許的果實 － 家庭關係 

19/2/2023 第十三課 效法應許的榜樣 － 信心人物 

時間 星期日下午 2:30PM 至 4:00PM 

地點 實體 （教育樓 Room L2 ）& 透過 Zoom 在網上 同步進行 

課程統籌 唐李國蘭姊妹（Idy Tong）、陳陸瑞珍姊妹（Jenny Chan） 

報名或查詢 

請電郵岑守華姊妹（Anita Sam） 

Email ： sunschoolmcbc@gmail.com 

( 敬請附上中英文姓名、電郵地址及聯絡電話 ) 

歡迎弟兄姊妹隨時參加 

墨爾本華人浸信會 

2023 年度第一季粵語成人主日學課程資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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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22/1 29/1 

講員 羅偉基牧師 李永良傳道 羅偉基牧師 

主席 梁福添 陳美玲 韓健 

領詩 余恩德 敬拜讚美小組 敬拜讚美小組 

音樂 蔣天信 岑明恩 余智軒 

核數   
馮一鳴、龔志民 

李讓明 

影音 陳瑞明、趙家濠 楊振宇、馮一鳴 陳凱琪、郭月薇 

急救員 陳趙仲文 李汝真 陳美玲 

當值 陳陸瑞珍、陳志雄 余邱詠詩、湯自雄 陳尚明、林輝洪 

上週獻金  經常費 差傳費 建堂費認捐 合計 

主日崇拜 $3,233 $70  $3,303 

電子轉賬 $5,968 $280 $955 $7,203 

感恩奉獻 $20   $20 

合計 $9,221 $350 $955 $10,526 

每週奉獻指標 $14,880 $854 $729 $16,463 

2022 年 12 月底累積總收入 $516,212 $40,263 $89,273 $645,748 

2022 年奉獻指標 $782,951 $44,400 $37,885 $86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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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