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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长者会：筹备会议将于 2 月 27 日 （周四）上午 10
点在教会进行。请携带一份素食以共享午餐。

冠状病毒：世界健康组织宣布冠状病毒仍处于会持续
引起全球性的健康危机。我们鼓励大家继续努力遵循
高标准的个人卫生并且阅读上周传发的指引。如果您
需要一份指引，请联系牧师或首席长老。

丛林大火救济音乐会：Burwood 教会将于 2 月 29 日举办
一场音乐会，以救济被丛林大火影响的灾民。傍晚 6 点 30
分开始入场，晚上 7 点 30 分开始现场演奏音乐。门票为每
人$15,可在现场购票。届时也会有食物和饮料售卖筹款。
所有盈利将捐入澳大利安泽。
教会结构审查：作为正在进行的教会结构审查的一部分,
澳大利亚的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领袖邀请教会成员参加一
轮磋商。预定的会议将使成员有机会了解迄今为止的审查
进展，对正在考虑的结构性方案进行反思，并有机会提出
问题和提供反馈。会议将由澳大利亚联合会主席 Jorge
Munoz 牧师，秘书长 Michael Worker 牧师和首席财务官
Peter Cameron 主持。最接近我们教堂的会议将于 2020 年
3 月 5 日上午 10 点在 Nunawading 教堂和晚上 7 点在
Wantirna 教堂举行。
少青营：每年度的少青营将于近日的劳动节假日（3 月 69 日）在位于 Mount Martha 的 Briars Outdoor Ed Camp
营地进行。若您是一名少青并想参加或是您有朋友想加入
这活动，请联络朱伟瀚或张忠杰。全程费用是每人$150，
包括车费，住宿费及膳食费。3 月 8 日将会一个浸礼，若
您想当日前来观礼或是任何一日想来参与活动，请在 2 月
29 日之前向伟瀚或忠杰报名。一日游的费用是每人$15,包
括 2 餐。

欢迎来到墨尔本亚洲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今天我们有两个
崇拜聚会。 在主堂，我们有双语（英语/普通话）崇拜聚
会，在副堂提供英语崇拜。

青年营：每年度的青年营将在复活节长假里进行（4 月
10-13 日）。更多详情将于近日公布。若您想得更多的信
息，请联络张智荣或梁怡善。

今天的奉献是堂费捐，用以支付本堂的一切运行开销。感谢
您对本堂的支持。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维州妇女事工:请在日历保存以下事
件：
•6 月 19 至 21 日：更新(RENEW）-妇女与年轻女士会议
•6 月 27 日：年轻女性会议（18-35 岁）
•9 月 4 日至 6 日：追求（PURSUIT）-青少年女孩会议

教会午餐：今天教会没有午餐，直到另行通知。我们采取该
措施以减少冠状病毒传播的风险。

维多利亚区会帐篷大会：如果您有兴趣在今年的复活
节期间参加帐篷大会，请注意优惠价已延长至 2020 年
3 月 1 日。
2020 年世界祷告日临近。 3 月 6 日，在维多利亚州各
地的各种宗派教堂和非宗派教堂中将举行 200 多次崇
拜聚会，在那里，人们将聚集在一起为津巴布韦的需
求祷告，该国一群基督教妇女对此表示认同。 她们虔
诚地聚集在一起，准备一次崇拜，该崇拜将在世界许
多国家/地区以多种方式呈现。 今年的主题是“拿你
的褥子走吧”。 您将被邀请参加以下这波祈祷活动：
祈祷，参加聚会，安排和举行祈祷聚会/崇拜并提供奉
献，这些奉献将捐给圣经协会，以举办一个帮助满足
某些确定需求的活动 。 您的教会可以通过许多创意
的方式参与这一运动。 有关更多信息和资源，请访问
http://worlddayofprayeraustralia.org/ 或 通 过
wdp.vic.au@gmail.com 与维多利亚州委员会联系。 您
的祈祷改变世界。
墨尔本亚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MASDAC）网站: 我们
改版后的网站现已上线：www.masdac.org.au。 请查
看！

0422 408 447

每周例会
网上祈祷会：每逢周三晚上 7 点 30 分。
（https://join.skype.com/Tm4Z67HIVd5b）
感谢
鲜花奉献 .............................. 张怡婷
教会清洁
..........(2020 年 2 月 16–20 日)
........................ 关鸿发&关刘丽芳(A 组)
............................ 左成&左钟清(B 组)
......... .............. 何雄德&何温爱莲(C 组)

9729 2896
0416 052 328

墨尔本亚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祈祷组每周为不同家庭祷告：
韩华

我们的使命
藉着门徒训练来培育小组领袖，组织具
增益性的崇拜聚会和进行改变生命的查
。
经课，以促进上帝国度的增长。
我们的团队
首席长老
何雄德
长老
郭景添
黄宝松
首席男执事
黄有财
首席女执事
黄崔丽娟
教会书记
朱德育

0412 684 872

郝朝军，郝冯丹萍，郝晶，郝键青&郝键松

0413 082 936
0468 363 002

对于节目单的查询，建议及有关教会的报
告，请在周二中午 12 点前以电子邮件通
知
，
电
邮
地
址
为
bulletin@masdac.org.au。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
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
我们不过是尘土。
诗篇 103：13-14

下周崇拜带领–2020 年 2 月 29 日
欢迎及报告 ............................ 黄宝松
证道 .............................. 沈天送牧师
奉献 .................................. 教育捐
儿童故事 .......................... 沈天送牧师
祷告 .................................. 胡阎丽
读经 ........................... 沈永昌&路佳宁
翻译 ................................ 辛吴淑艳
崇拜带领 .............................. 梁庆麟
司琴 .................................. 梁怡善
多媒体 ................................ 沈祥谛
扩音系统控制 .......................... 梁怡婕
楼房证道 .............................. 张浩荣
鲜花奉献 ............................ 莊黄美花
教会清洁
..........(2020 年 2 月 23–27 日)
........................黄汪淑玲&黄明了(A 组)
........................邝和耀&邝吴素琴(B 组)
......... .............. 辛炳安&辛吴淑艳(C 组)

安息日学 上午 9.30
崇拜聚会上午 11.00
网址
www.masdac.org.au
脸书
www.facebook.com/Masdac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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