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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省華人基督教會信望愛堂 
*禱告之殿*屬靈之所*恩愛之家*宣教之基*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VICTORIA 
��-��6SULQJYDOH5RDG,1XQDZDGLQJ�9,&����� 

3KRQH:�������������(PDLO�FFFY#FFFY.RUJ.DX�:HEVLWH�ZZZ�FFFY�RUJ�DX 

*信三一真神*望萬民得救*愛每個靈魂 

教導眾人作主門徒，一生愛主愛人 

本月金句: 腓立比書 2 : 5 - 8 節 

你們要以基督耶穌的想法為你們的想法：他本有神的形像，與神同等，卻

不認為這同等要抓住不放，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模

樣；既有人的樣子，他就自甘卑微，順服至死, 甚至死在十字架上。  

教牧同工團� 
麥伯全牧師(顧問)，余超鷹傳道(粵)，黃希振傳道(英) 

彭俊傑，倪梁安，黃啟康，趙寳利,伍栢欣(Candy Ng) 

執事會:�余超鷹傳道0426597138，黃希振傳道0403047548； 

主席：伍栢欣(&DQG\�1J�；副主席：夏巧玲、梁金桃 

財政：張之鈺((ULF�&KDQJ�；秘書：趙莫靜儀. 執事: 陳蕭文淑、鄭張佩佩 
幹事��饒惠琦��0DJJLH��(星期三至五)�0423014032�  

兒童事工同工�侯蔡愛清 $L�&KHQJ�+DX���0418928582 & 0DU\�/RN 

主日崇拜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七日 

上午11:00 粵語、 華語、 英語 LifeSpring (實體及網上) 

本主日 上午10:00 粵語堂祈禱會(教會)、華語堂祈禱會 (教會) 

    11:00 兒童主日學(Junior Church & JaM @ Alkira)      

下午2:15 粵語查經班 (網上進行) 

    2:15 聖經信息協會查經班 (網上進行)     

    4:30 英語青少年(Remix)(fortnightly @ LifeSpring Hall)  

    4:00 華語查經班 (網上進行) 

星期二 上午10:30 迦勒團 (長者團契) (每月第一及第三星期二) (網上進行) 

星期三 晚上8:00 粵語祈禱會(網上進行)  

星期五 晚上8:00 聖經信息協會查經班(網上進行) 

 
 
各項聚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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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堂復活節崇拜程序(上午11:00) 

主席：趙寶利弟兄     

領詩：林鄭葆華姊妹 

司琴：鄺駱娓娓姊妹   

講員：余超鷹傳道  

音響：林璟鋒弟兄 

投射/錄音 ：江張翠華姊妹           

司事：許崇謙弟兄  許伍家寶姊妹                                  

崇拜事務：鄺自強弟兄       

1. 序樂 安靜默禱 

2. 宣召 詩篇 26 :  8,  11 

3. 頌讚主聖名 唱詩 祂是神 

是為了我罪 

基督今復活  

4. 禱告  

5. 金句誦讀 腓立比書 2 : 5 - 8 節 

6. 讀經 約 16:32-33 ； 羅8:11  

7. 證道 復活節的重要信息  

8. 回應詩歌 

 

祂是神  

9. 奉獻 求主祝福我手所獻  

10. 主禱文/三一頌  

11. 祝福/ 阿們頌/ 默禱  

12. 迎新/家事報告 願主愛圍繞您  

信望愛堂慶主日聯合崇拜: 4月24日  

主席：黃鎮偉弟兄     

翻譯 :  余超鷹傳道  

領詩：英文堂,   黃鎮偉弟兄        

司琴：英文堂 

講員：黃希振傳道   

音響：黃啟康弟兄               

            投射/錄音 ：江張翠華姊妹            

司事：英文堂, 陳小珍姊妹    

            崇拜事務：鄺自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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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堂复活节崇拜程序(上午11:00) 

主席: 叶静蔚弟兄   

领诗：厉娜姐妹  
 
讲员: 胡镭弟兄   

投射 :  吴婉婷姐妹  

直播 :  谭建奎弟兄 

司事 :  王将宏姐妹          

1. 序乐  安静默祷 

2. 宣召  诗篇 26:8,11 

3. 颂赞主圣名 唱诗  靠近十架  

 爱是不保留  

 基督耶稣今复生  

4. 祷告  

5. 金句诵读  腓立比书 2 : 5 - 8 节 

6. 读经 
   
路二十三章34节 
路二十三章43节 
约十九章26一27节 
太二十七章46节 
约十九章28节 
约十九章30节 
路二十三章40节 

 

7. 证道 

 

 

十架七言 

8. 回应诗歌 奇异恩典  

9. 奉献 祈祷 

10. 主祷文/三一颂 

  

 

11.祝福/默祷 

  

12.  迎新/家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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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17/4/2022) 
 

1.新變種病毒Omicron在社區迅速漫延，教會防疫小組參考維省最

新防疫措施及經商討後，懇請會衆留意以下各點： 

· 請事先做好網上登記。 

· 縱然政府目前已經沒有在室內戴上口罩的規定，有見感染個

案仍然高企，經商議後，教會疫情應變小組建議大家在教會

室內仍然戴上口罩, 鼓勵會眾保持社交距離。 

· 會衆如果被檢出對新冠病毒呈陽性，請立刻通知所屬堂會防

疫小組代表，讓教會能够配合政府指引，立時跟進。 

· 各堂代表如下： 粵語堂：鄭卓文 (Chris) / 陳維漢 (Barry) 

  華語堂：葉靜蔚 / 黃志仁 

  英語堂：趙莫靜儀 (Jane) / Jenny Lau 

· 教會亦會盡快以不同渠道通知會眾，患者姓名將被保密,請帶

新朋友到教會的會眾，務必親自負責通知朋友. 

2.第三週六祈禱會:16/4星期六祈禱會Zoom上舉行10:30-11:30, 

MeetingID:905 400 5002 Passcode:112233 歡迎參加。(新) 
 
3.執事提名 

  教會現已開始開始接受第三十八屆執事會執事提名，合資格被   

提名的會友名單已經被釘在壁佈板上，會友可向辦公窒索取提

名表格，提名將於五月八日終止，個別會友因疫情原故，未能

親到教會閱覽名單，可電郵或致電辦公室索取。(新)  
 
4.主日上午祈禱會 - 考慮各方面因素後，粵語每個主日祈禱會仍

然保持，時間仍然維持主日上午10:00正，地點在 Alkira （教

會對面的學校，兒童主日學課室）進行，請小心過馬路，依交

通燈指示。懇請留意。(新)  

 
 

� 上主日崇拜4月10日 4月13日 

 粵語堂崇拜 

11am 

華語堂崇拜 

11am 

主日祈禱會 

(粵)

10:00am 

主日祈禱會 

(華)

10:00am 

週三網上祈禱會 

(粵) 8pm 

實體 63 20 7 7  

網上 4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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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形式 內容 負責人 

粵語查經班 週日2:15 pm 網上 《約翰福音 》 彭俊傑弟兄 

中文聖經信息協會

查經課程 

週日2:15 pm 網上 《路加福音 》 Doris Lam姊妹   

Cindy Lau姊妹  

華語查經班 週日4：00 pm 網上 《馬太福音 》 

基要信仰課程 

黃志仁弟兄  

胡鐳弟兄 

華語慕道班 週一10:00 am 網上  慕道課程 厉娜姐妹 

婉婷姐妹 

中文聖經信息協會

查經課程 

週五8:00 pm 網上 《希伯來書 》 

《歌羅西書 》 

黃啟康弟兄 

信望愛堂中文查經學習成長班一覽表  

歡迎你同我們一齊探索
期待與你見面!

啟發課程 (粵語)

連續四星期，逢星期五晚，

我們跟大家在網上 (ZOOM) 輕輕鬆鬆傾下：

• 29/4 人生就係咁？

• 06/5 耶穌係邊個？

• 13/5 耶穌點解要死？

• 20/5 信心 ... 點先算有？
• 日期：2022年4月29日至5月20日(五)
• 時間 : 8:00 - 9:30PM (澳洲墨爾本時間)
• 報名 / 查詢: Anissia 0403 168 087

或素描以下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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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事項(17/4/2022) 
 
 

1.教會事工 
· 為兒童主日學及青年事工(Remix): 願神賜智慧給一班導

師/賜小朋友有耐性及專心學習/疫情中保守小朋友健康/

父母委身及協助教導/在事工上預備合適導師及助教。  
 
 

2.教會肢體 
· 弟兄姊妹及香港家人感染後康復。 

· 在港一肢體的媽媽做完腦部手術後已出院回家, 但有腳

腫,現正申請入住靈實醫院,希望有空位入住,以至有更適

切的照顧。(新) 

 
 
3.教會福音及訓練工作 
  

 復活節期間華語堂準備開展傳福音活動。我們會準備一些

小禮物和宣傳單張，鼓勵華語堂的弟兄姐妹送給自己的鄰

居和親友。  
 
 
      4.宣教及堂外福音工作 

 
· 潘若明姊妹正等候四月或五月
回尼泊爾。(新) 
 
· 烏克蘭的醫生及救護團隊不停

地穿越全國,作救護工作, 求主

保守他們路上的安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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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大家網上奉獻 

電子銀行直接轉帳奉獻,戶口資料下。 

銀行名稱: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户口名稱: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Victoria Inc. 

經常費:063012 10684884 差傳費:063012 10684876 建堂費:063012 10322840 

每月的第二週有差傳奉獻、第四週有建堂奉獻 

十架七言 

一、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二

十三章34节) 

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二十三章43节) 

三、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

(约十九章26一27节) 

四、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二十七章46节) 

五、我渴了！(约十九章28节) 

六、成了！(约十九章30节) 

七、父阿，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路二十三章40节) 



� 

 

縱在痛苦中仍禱告    

余超鷹傳道 
 

有一個人名叫以利加拿，他有兩

個妻子。他的妻子毘尼拿有幾個

孩子，但哈拿沒有，毘尼拿為此

嘲笑她，讓她淚流滿面。一次當

他們參觀聖幕時，哈拿充滿了 

悲傷，起來祈禱。 哈拿非常痛

苦，哭了且痛苦中向上帝祈禱。

她發誓：上帝啊，如果你能看到

我的悲傷回答我的祈禱，給我一

個兒子，然後

我會給他歸

到祢身邊，

他將終生屬

於祢 (撒母

耳記上1:10-

11)。祭司以利看見她在祈禱，雖

然她的嘴唇動了動，嘴裡發不出

聲音。他以為她喝醉了，責備

她，但當她解釋說她以利在內心

深處的痛苦中祈禱，便告訴她平

安地離開，且願以色列的上帝滿

足她向神提出的要求”（ 撒

上:17）。果然，之後神聽了哈拿

的禱告，給了她一個兒子，她給

他起名叫撒母耳。哈拿也信守諾

言，當撒母耳還是個小孩子時， 

 

 

她帶他到會幕去服侍上帝，而每 

次以利都會祝福她，上帝也又再

給哈拿懷孕並給予又生了三個兒

子和兩個女兒。 
 

哈拿痛苦的有聲無聲祈禱讓人想

起什麼？正如羅馬書8::25-26所

説：「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

的，就必忍耐等候。保羅寫道：

“聖靈也幫助我們的軟弱。因為

我們做不知道我們應該祈禱什

麼，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

助，我們本不

曉得當怎

樣禱告，

只是聖靈

親自用說

不出來的歎息

替我們禱告。」 

弟兄姊妹，也許像哈拿一樣，你

可能需要堅持為某些事情祈禱，

一年、兩年、三年…，也許你會

感到背負重擔和悲傷的時候，也

許你覺得得難以忍受。甚至你重

複的請求似乎是沒有回應，但不

要忘記，上帝一定會聽到，並會

在適當的時候會回答，所以，千

萬不要灰心，也不要喪氣。（以上內

容參考自埃華‧史秋斯"聖經最重要的一百個祈禱 The 

Top 100 Prayers of the Bible" by Ed Strauss)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

的，就必忍耐等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