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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奉献是堂费捐。您的捐款将用于支持教会的正常运
行。感谢您对本堂的支持。

•

如果任何人从国外回来， 我们强烈建议在回
到澳洲之后的 14 天之内避免参见教会或任何
教会有关的活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接触到任
何确诊的肺炎患者，请拨打 1800-675 398 或
自行在家隔离 14 天。
教会午餐将继续推迟直到进一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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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礼：我们很高兴有 4 位将在本周末受洗。今天刘全伟将
在主堂受洗。明天下午，在少青营会中，陈颖，张怡婷和
Ethan Lew 将在靠近 Mount Martha 的海里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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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为在设定过程中祈求上帝的同在，并引

未来事项

导主讲者和举办者。打开那些需要出席的人的心门，
以便他们能够参加聚会，并且上帝的灵降临在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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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及通告
少青营：我们的少青及一些支持少青的家庭正在参加在
Mount Martha 的年度少青营。大约有 45 名少青参与。营
会的主题是“被拣选”。我们请您为那些参与者代祷，让
他们意识到上帝已经拣选了每个人于特殊的目的。

欢迎来到墨尔本亚洲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与我们一同聚会！

志愿者需求：如果您每周有空闲的几个小时去帮忙在
Boronia 的安泽义卖店，请联系经理 Maria Brady，联系电
话 0488 492 958。

今天崇拜：楼房将和主堂进行联合聚会，直到浸礼结束。浸
礼结束后，将会有视频证道在楼房播放。请参加楼房证道的
教友在浸礼结束后轻声移步到楼房。主堂会有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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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更新了指引。以下是在新指引中
的两个重点：

的身上。即使您不能参加，也请您代祷。
Pavilions 第二期：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成员和朋友们
受邀参加 Pavilions 第二期的独家早期发布，这是在
我们倍受青睐的露营地上建造的高级退休社区。 提供
令人惊叹的两居室和三居室公寓，价格从$ 722,000
起。 要成为退休生活社区的一部分。 加入我们，参
加 3 月 15 日（星期日）下午 2 点至 4 点 30 分在白马
复临安老院的多功能厅举行的发布会。 在向公众发布
之前，我们社区的成员将有第一个机会来预定公寓。
通过致电 1800 728 454 或通过电子邮件
mary@pavilionsblackburnlake.com.au 进行回复。
墨尔本亚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MASDAC）网站: 我们
改版后的网站已上线：www.masdac.org.au。请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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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的团队
经课，以促进上帝国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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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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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的爱像海一样深和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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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鸿发
教会清洁
..........(2020 年 3 月 1–5 日)
........................ 莊子国&莊蔡爱芳(A 组)
........................ 李维立&李池美玲(B 组)
......... .............. 莊剑芝&莊杨玉莲(C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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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益荣，何莊美娟，何俊威&何俊扬
何李湄
下周崇拜带领–2020 年 3 月 14 日
欢迎及报告 ............................ 何雄德
证道 .............................. 陈元度牧师
奉献 .............................. 复临广播捐
儿童故事 .......................... 陈元度牧师
祷告 .................................. 谢林红
读经 ........................... 宇逸杨&宇谢芸
翻译 ................................ 辛吴淑艳
崇拜带领 ...................... Evangeline Ten
司琴 ................................ 何莊美娟
多媒体 ................................ 沈祥谛
扩音系统控制 .......................... 梁怡婕
楼房证道 .................. Fraser Catton 牧师
鲜花奉献 .............................. 郑德兴
教会清洁
..........(2020 年 3 月 8–12 日)
........................罗瑞德&罗江淑莹(A 组)
......................... 胡英华&胡阎丽(B 组)
.............. Annie & Sulfi SOELEI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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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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 今晚 7 点 51 分

下周五晚上 7 点 4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