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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上午11点 

在线崇拜 

0Meeting ID: 87101653586 

 Passcode: 027198 
Zoom Foyer 

我们在脸书及 Instagram都有账号，你也可以那里跟我们互动 

https://www.facebook.com/penshurstAnglican/ 

https://www.instagram.com/penshurst_anglican_church/ 

不要忘记我永不离开你 

当你想放弃的时候 ...

星期天11点在线崇拜 来Zoom见面呀！ 

11am Zoom Fo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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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挑战的时刻 

当我打电话跟大家问候的时候，最常听到的语气是焦虑：封锁令究竟还有多久才撤？究竟这病毒有多危

险？如果出现新的病毒株又怎办？   

可惜，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知道，焦虑是历世历代许多基督徒都经历过的事情。而在这种时

刻，信徒都能在基督信仰中找到希望与安慰。 Michael Perry 写过一首赞美诗“他住在我们里面”，  

是一首与罗马书 8:31-39 的话共鸣的诗歌，当中谈到人类的弱点、上帝无限的力量和我们现在需要的  

希望。 

   他住在我们里面 

神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灵与我们的灵结合 
他超越的能力将天父的恩典带给我们 
当人性失败时，罪的诱惑变得强大 
而上帝的灵与我们的自我争战时，他是得胜的 

我们的愧疚和对死亡的恐惧是撒旦的诡计 
藉为我们的罪而死的基督，上帝赦免那些被定罪的人 
当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的信仰，祷告乏力 
圣灵用我们不能说的话为我们祈求 

上帝赐下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所有人，没有比这更大的爱 
那爱会抛弃我们这些已经在基督里的人吗？ 
上帝已经使他从坟墓中复活，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所以没有人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我们生活中的经历和期望是会改变的，但我们天上的前景并没有改

变。我们有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有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代

求，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 

我们可能会感到焦虑、迷茫和恐惧。 然而，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承担这一切，因为他是会把我们

仅仅抓住的。 

主任牧师芮腓力的分享

你希望个人灵修生活变得更好吗？查经的时候更能发掘圣经里的宝贝？ 

欢迎弟兄姊妹利用油管(Youtube）平台和主任牧师互动。灵修时间是每次约 5-7 分钟。至

于查经，牧师在平台上正进行歌罗西书的查考，欢迎大家透过以下链接参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hZ-33n9AJg&list=PLUZ8SpDQYU1Kkq5hc2OVBg63-D_syCn5D 

Phill 牧师有他个人的部落格，也欢迎你去看一看，当中有许多他在讲道信息没有机会提到的点子！ 

 https://philljread.blogspot.com/ 

线上查经、证道分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hZ-33n9AJg&list=PLUZ8SpDQYU1Kkq5hc2OVBg63-D_syCn5D
https://philljread.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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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议会摘要 

 嗨，大家好！ 

牧区议会非常关心大家在封锁期间的状况并为你们祈

祷，让耶稣基督的大能，忍耐和和供应都充满你们。 

本月的会议是通过 Zoom 进行的， 我们都希望在封锁

的限制内，尽我们所能的服侍你们。 会议中投票通过

了修建项目的计划，我们现在成立一个工作组来敲定细

节并推进工作。  

感谢你们提出的所有建议，这些建议将帮助我们完成这

重要的项目。 我们也在利用这段时间制定和实施基本

政策。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联系我们。  

Gaye 谨启 

（Kathie、Geoff、John、Hua、Yen Yen 和 Phill 牧师） 

2021 全国原住民和岛民日纪念委员会画展 
*NAIDOC （National Aborigines and Islanders Day Ob-

servance Committee） 

每年 Macarthur 原著民教会都会为 NAIDOC 周

绘制一幅画。 今年的展品对教会来说满有意

义，主题是「为国疗伤」。 

画家 Mark Manton 跟我们分享了画作中的元

素： 

 红色的澳大利亚代表了澳大利亚各地原

住民被大屠杀的流血事件。

 中间是一个由回旋镖组成的十字架。回

旋镖是原住民食物，生活供应，对家人

保护的的标记。同样，当我得着耶稣基

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福音信息时，我们

知道他就是我们的供应、保护和医治的

源泉。

 那些红色的斑驳血迹提醒我们耶稣被钉

在十字架，而藉着他的血，我们得医

治，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让我们得

着盼望。

 孩子和年轻人的手象征着我们需要向后代讲述过去令人遗憾的事情的真相，以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

希望。

 Michael Duckett 牧师的女儿 Tori 解说：“整个澳洲地图周围的白点代表着上帝对我们世世代代人民

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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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th McDougall  - Penshurst 女子中学 

正在非常努力地向学生传扬福音。 上学期她为 9 

年级和 10 年级举办了几次研讨会。学生们都表

现出对属灵事情的兴趣，为她们能够在真道的成

长祷告。她们都愿意聆听福音，发问问题。祈求

圣灵赐予女孩们柔软的心灵和耳朵，让她们能听

到、理解和接受福音。 

我们的宣教士 

David Lakos  - St George 医院 

David 培训了 7 名新的志愿者成为院牧，

一起服侍 St George医院的众人。请为到这

些新院牧办理探访的手续和文件而祷告，让

申请可以尽快完成，以便他们可以开始服

侍。也求神坚固新院牧们，在等候的过程中

经历神的带领保守。 

为 David在 Covid 19 卫生限制期间在医

院的探访事工祷告。他设法与患者、他们的

家人和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建立联系，求神

让他的服侍及服侍的人都得着恩典，让神的

话藉 David带来平安和盼望。 

Michael Duckett 牧师 

 Macarthur 原住民教会 

Michael 一直在探访其他教会，向他们

介绍他在 Campbelltown的工作。 而

崇拜已改为直播。感谢神，在这困难

时刻，仍然能够服侍他的牧民，请继

续为他男子团契祷告，求神坚固那些

男仕们。 

Julie & Andrew 

夫妇一家从美国休假回到雅加达，正在酒店隔

离中，他们会很快发来更新消息。 请为他们

祈祷，因为雅加达在封锁中，孩子都必须进行

在线学习。 

Jason & Maria 

感恩他们已筹集好 100% 的经济支持。 祈求

上帝在他们等待前往东道国的过程中继续鼓励

他们。 

盛放中澳大

利亚金合欢 

体现了季节

的更替。神

在大自然中

祷告事项 

 为 Doris 姊妹每周为教会崇拜的准备而感

恩，求主赐她智慧与能力。

 为儿童主日学祷告，老师们现在每周都会为

孩子准备网上的教学材料。

 为我们社区中困苦挣扎的人祷告， 特别是

那些独居的，封锁令使他们与家人更为隔

绝。

 为住在养老院的人祷告。那些患有失智症的

人会因为与家人缺乏联系，病情变得严重，

从而导致更大的痛苦。

 感谢神让我们即便在封锁令下仍能一起敬

拜。

 祈求政府能使用更多的疫苗接种中心，让人

们能尽快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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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爱耶稣的孩子共度

时光，会点燃你从查

经或课堂学习都无法

建立的信心” 

谢天妮传道休假回来后为孩子准备了线上的儿童讲道。 

而从八月份开始，为了更好的互动，主日学老师们准备了

线上 Godly Play 的教学视频和活动材料。这真是令人感

到兴奋的，因为即便孩子没能会教会敬拜，在家中也可以

和父母一同进行 Godly Play 了。  

这个学期，我们的主题是旧约，孩子会从「创造」开始，

一直学习到有关于「先知」的故事。在准备的过程里，我

们特别留意材料的设计，以免因为观看网上视频的原故，

分散了孩子对 Godly Play 故事应有的专注。 

每周的儿童崇拜活动有四个部分 

 有一段简单的视频会在两堂崇拜中播出，目的的欢迎孩

子，跟他们问安，鼓励他们，为他们祷告。

 一个视频的链接；是当天孩子会学习的故事。

 一个家长的信息文档，提供一些参考给家长们，例如故

事中的一些提示，重点等。

 一个孩子们可以进行的的手工活动页面

我们希望父母能与孩子一同参与，一起看故事，和他们一

起“猜想”。至于手工活动，也尽量鼓励孩子独立完成。 

Godly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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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pac Bank, Mortdale 

St Johns General Fund  

Acct BSB- 032167  

Acct No– 870821  

Website: www.penshurstanglican.org 

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

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林后9：7 

奉献电子过账资料 

教会财务状况 

            

正如我们所料，今年对教会的财务来说是坎坷的一年。随着 

Phill牧师搬进 Dardenelles Street的房子，Bart牧师从

Carrington Street 牧师楼搬走后，我们失去了好几个月的 

租金收入。  

此外，我们还需要对这两处房产进行维修，以使得 Phill 牧师

和新租户入住之前让他们住得更舒适。不幸的是，两所房子自

建成以来，并未有进行维修，因此，当真的进行修护时所需的

金额远远高于最初的预算。此外，随着 Covid 19 的卫生限

制，教堂和礼堂的租赁也相应减少了。  

教会弟兄姊妹其实一直忠心地奉献。好消息是年头的财务预算

（教会收入方面），我们已经达标。 但由于在 财务预算里我

们同时也制定了今年整体亏损，而亏损将大于我们去年手头的

储备。 六月份开始的封锁令无疑进一步让恒常奉献带来压

力。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尽各人的本分，同时也为教会的财

务状况祷告，让教会的财务情况不会进一步恶化。 

我们的牧者 
主任牧师: Rev. Phill Read 

9580 1217  or  0401 539 736 

Email: phill@penshurstanglican.org 

副牧师: 黄伟华法政牧师 

 0410 247 200 

Email: david@penshurstanglican.org 

家庭及儿童事工: 谢天妮传道 

0439 022 877 

Email: tiny@penshurstanglican.org 

预算 $ 实际收入 $ 差距 $ 

献金收入 118,416 124,561 + 9,289

租金及其他收入 35,615 38,818 + 3,203

总收入 154,090 163,379 + 9,289

支出 176,786 197,129 - 32,074

赤字 - 22,695 - 33,749 - 22, 784

中文细胞小组 

研习班 

仁爱组 

 信心组

妈妈组 

研习班 

星期三晚7点半   

星期四上午10点半

星期四晚8点

星期五晚8点

星期六晚7点 半 每月一次 

星期日下午1点  

星期日下午1点   

（创世记）组长 杨梅倩 

  （圣经概论）组长 孙莉 

  （撒母耳记）组长 林苇 

  （天国）组长 黄健 查经带领 谢天妮传道 

  （丰盛生命）组长 黄健 

  （丰盛恩光）组代 杨梅倩

 祷告会（zoom）星期二晚8点  及  星期日上午9点30分

* 如欲参加小组，请与黄牧师联系。

我们的教会，被称为细胞

教会，是建立在圣经的教

导上的： 

作为神的子民，我们通过

细小的，有特别意义的群

组（称为细胞），活出福

音。 

在这些小组里，大家藉着

耶稣基督，可以彼此分担

分享，生命得以更新转

化。 

 和平组 

研习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