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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geline Ten
陈元度牧师
辛吴淑艳
何莊美娟
沈伟汶
梁怡婕

会的牧师。 欢迎您参加任何一个崇拜活动，我们祈
祷您在与我们一起崇拜时会受到祝福。
今天的奉献是为复临信徒世界广播（AWR）提供捐
赠，这是我们全球范围内的教会将耶稣的好消息传播
给世界的重要工具。 广播能够传播到那些可能永远
听不到好消息的人。 您今天的捐助将有助于支持复
临信徒世界广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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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事项
教会堂董会：下次堂董会会议将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
（星期二）晚上 7 点 30 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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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ser Catton 牧师

--------------------------------------------今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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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有两个同时举行的崇拜活动。 主堂
的崇拜聚会以英语和普通话进行，而会议室（楼房）
的崇拜聚会仅以英语进行。 在会议室，我们欢迎来访
讲者，Fraser Catton 牧师，他是 Croydon Oasis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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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状病毒：正如你在新闻中所听到的，冠状病毒仍然
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为了应对目前的形势，我们教会
已经更新了健康指引，您可以在教会的大堂中读到。
以下是在新指引中的两个重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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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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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帐篷大会：由于冠状病毒 COVID-19 的风险增加，
鉴于优先考虑所有教会成员和雇员的健康与安全以及
在医疗专业人员的建议下，区会董事会已采取行动取
消了 2020 年的帐篷大会 。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财务团队将全额退还 2020 年帐篷
大会的所有申请/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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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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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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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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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英华，胡阎丽，胡瑞祥&胡瑞良
黄晓琴
下周崇拜带领–2020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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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基督在
我们还做罪人
的时候为我们死

-罗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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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及报告 .................... Evangeline Ten
证道 .............................. 沈天送牧师
奉献 .................................. 教育捐
儿童故事 .......................... 沈天送牧师
祷告 ................................ 林田瑞华
读经 ........................... 莊美莉&黄晓琴
翻译 .................................. 宇谢芸
崇拜带领 ............................ 林田瑞华
特别音乐 ...................... Gabriel Ten & Co
司琴 .................................. 麦加恩
多媒体 ................................ 左丹妮
扩音系统控制 .......................... 张嘉沁
楼房证道 ................................ 待定
鲜花奉献 ............................ 张黄桂娟
教会清洁
..........(2020 年 3 月 15–19 日)
.................王彩芳 & Michael PARKER (A 组)
........................... 宇斌&宇谢芸(B 组)
....... .............. 刘仕英 & 刘卢丽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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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分

下周五晚上 7 点 3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