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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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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怎么回事？  
去年，新州经历了最严重的丛林大火季节。也许，在当前的全球新冠疫情中，你已经忘

记了这一点。 

去年，我们看到了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但这一事件也很快就被美国总统选举

之后首都山的暴动所掩盖。  

最近，随着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了那些恐怖的迫害。缅甸也因军事政

变而处于不稳定状态。  

有人可能会问：“世界末日要来了吗？” 

也许。 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聆听耶稣的话： 

 

马可福音 13 章 7-8节：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

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

是灾难的起头。 

我们当前的事件令人震惊。然而耶稣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那么为什么我们

会经历这种焦虑呢？ 我认为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事件。 如果我们相信人类

可以控制我们的世界，那么当前的情况就是毁灭性的和处于一种无法启动的状态。  

然而，如果我们相信神掌管历史，并指引万有，直到耶稣在荣耀中显现的那一天，我们

对眼前的境况会担心，但不会惊慌。这些事件会过去并再次发生。这种心态的特点是过

着祈祷的生活、敬虔度日和期盼耶稣的再来。  

 

记住保罗的话： 腓立比书 4:6-7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

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

怀意念。 

主任牧师芮腓力的分享 

现在当父母可真不容易（Tiny 传道在本刊的第 6 页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教会家长们的心声）;在正常情

况下，父母会在把孩子交在日托服务或者上学去；但在居家令下，这几个小时的的“安宁”已变

成一个遥远的念想。不仅如此，在学校里学习，如果孩子们有不理解的情况，他们有其他的孩子

可以互相帮助，但现在唯一能给他们帮助的人就只有爸妈，或者祖父母。所以，家长们都有种 24

小时不停值班的感觉。  

 

Anglicare 将与Steve Dinning举办一个Zoom 的线上研讨会， 题目是‘封锁令下的父母如何养育

孩子’。 Steve 是一位家庭和生活技能教育家。 研讨会为时 90 分钟， 以讲授，视频和活动的

形式进行，当中会提供问答环节。如果你有兴趣参加，请与芮牧师，天妮传道或 Naomi姊妹联

系。这是一次非常实用的聚会，相信参加者一定能从聚会中得着一些启发。 

封锁令下父母对孩子的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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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持
联
系 

虽然我们可能不太喜欢、甚至厌倦在线聚会， 但在封锁令下，这可能是保持联系最可行的

方法。当我们不能实体聚会，可能会失去了真正关心他人的动力。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都可以对身体做出不同的贡献；这也是一种合一的见证。通过教会，上帝将我们从自我

的孤立中拉出来，进入与他和彼此相爱的群体中。在教会 ~ 基督的身体里，我们能经历基

督耶稣是真实的存在着。 

教会不仅仅是一座建筑物，也不是在家观看线上礼拜。它是一个家庭，而我们是其中的一

员。这就是为什么在封锁中这种看似虚拟的联系仍然很重要，甚至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线

上聚会中，我们仍能可以彼此依靠，彼此代祷，这种相聚，是可以满足我们属灵上的需要。

所以，欢迎你跟我们一起进行 zoom 线上聚会。 

  

周日上午 10 点，芮牧师和 Colette 师母会在英语崇拜后与大家在 zoom见面。 

周日上午 11 点，黄牧师会主持国语堂崇拜，大家在崇拜前后都有简短的问安，分享。 

9月份的 4号及 18号（星期六），有每两周一次的妈妈组 zoom，由天妮传道带领，时间是

晚上 7点半。 

由 9月开始，每逢星期六下午 3 点，天妮传道为孩子准备了 zoom 聚会，玩一些游戏，看圣

经故事视频，祷告等。 

还有就是每周，各个细胞小组都有 zoom 线上查经（详情请参考第 7页的小组聚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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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节  
9 月 21 日（中秋节正日）晚上 7:30，我们将

举办 Zoom 线上聚会，同庆中秋。传统上，中

秋节是亲朋好友相聚的日子。它是中国文化中

第二重要的节日。而对于远在他方的亲友，大

家都会互发问候信息。传统的中秋节少不了花灯，所以，人们会在屋子周围、树上和水

上摆放灯笼，这可真是一副很美的画面呢！由

于疫情的缘故，我们还没能实体聚会，所以只

好在线上庆祝。这个 zoom的聚会，参加的人越

多，就越有趣。林苇弟兄会是聚会的主持人，

当中还有各小组预备好的表演。 参加者可以分

享你家中秋团圆晚餐的菜色，家乡传统的的月

饼，还有灯笼吧。这将会是教会中，英文堂的

家庭大聚会唷！ Doris 姊妹将在接近日期时发

送链接，记得把这日子记上。 

https://www.facebook.com/penshurstAnglican
https://www.instagram.com/penshurst_anglican_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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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议会于 8 月 9 日召开会议，重点讨论教会未来的规划、宣教策略和教会的风险管理计划。 

由于当前的封锁，有些计划/业务已被搁置。但我们仍在关注及跟新这些议案，并希望在可能的情

况下把议定的计划实施。 

教堂修建项目仍按照目前的健康限制范围内推进中。 

Gay Bishop 敬启  （Kathie、Geoff、John、Hua、Yen Yen 和 Phill 牧师都是牧区议会的成员） 

观点与角度 
很多时候，我们的观点或情绪会受到周围事

物的影响。有时，这种视野是需要调整的。 

当我们放眼世界，会看到许多需要纠正的事

情，所有出错的事情。就着目前的情况（疫

情、封锁令），这种观察是挺容易做到的。 

但同样，我们也可以找到周遭美好的事情，

在小事中找到安慰，找到喜乐并献上感谢。 

左边的几张图片让我们看到美丽的羽扇豆

（这是 2011 年 12 月在雪山的野外拍摄

的）。图一很细致的显示了花儿，每一颗都

站得那么的挺拔，每一颗都有自己的大小和

形状，向世人做了个华丽的展示。 

而当我们把焦距拉远一点（图二），就会看

到背景仿佛有一间乡村小屋，尽管园子有一

点的杂乱，不太精致，但仍是一个可爱的景

象。 

而图三则显示了真实的画面，那屋子原来是

一座废弃的小屋。花间其实长满了杂草和野

草，对一些人来说，这园子真的是一团糟。 

美丽、喜悦、满足，往往取决于你的观点。

在腓立比书 4章，保罗劝告我们要常常喜

乐，常常感谢，在祷告中将我们的忧虑带到

神面前。专注于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

清洁的、可爱的事情。然后，无论情况如

何，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体验上

帝的平安。 

弟兄姊妹，观点与角度，是一个可以影响我

们的事情唷！ 

牧区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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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th McDougall  -  

Penshurst 女子中学 

 

封锁令继续影响 Elizabeth 在学校的事

工。祈求神让她的事工得着果效，尽管

在家学习阻碍她和学生们实体的接触。 

宣教伙伴 

David Lakos  - St George 医院 

为 David 及 St. George 医院院牧部及服侍

对象，特别是病患们祷告。现时，所有志愿

者都不能进行探访。因此，所有探访事工只

能由天主教的神父和 David 进行。求神赐他

们力量、智慧、怜悯和医治话语。 

Michael Duckett and                                       

Macarthur 原著民教会  

感谢神虽然这个社区当中有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但当中的紧密接触者没受影响。 

 

求上帝继续祝福 Michael 的线上事工，同时

继续鼓励他所服侍的群体。 

感恩 Michael 能利用大自然讲述上帝故

事。 

Julie & Andrew  

祈祷团队中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愿意彼此都

变得成熟和团结，疫情同心合意的分享福

音。 

祈求上帝以祂的同在和带领来祝福这团队的

事工。 

 
Jason & Maria 

求神敞开那扇门，让他们可以开始已计划的

事工。祈求上帝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坚立他们

的心志，并开启其他方式来使用他们。 

祷告事项 

为我们自己 
当我看到血 
我所看到的只是爱，爱，爱。 
当我停在十字架上 
我能看到上帝的爱。 
但我看不到竞争。 
我看不到阶级高低。 
我看不到骄傲或偏见 
或滥用职权。 
我看不到对权力的渴望。 
我看不到操纵。 
我看不到愤激或恼恨 
或自私的野心。 
我看不到记恨。 
我看不到仇恨或嫉妒。 
我看不到愚蠢的战斗 
或苦涩，或嫉妒。 
我看不到帝国的建立。 
我看不到自我重要性。 
我看不到暗箭傷人 
或虚荣或傲慢。 
我看到投降、牺牲、救赎， 
谦卑、公义、信实、恩典、宽恕、 
爱！爱……爱…… 
当我停下来！ ……在十字架上 
我能看到上帝的爱。 

                                                                      Godfrey Birtill 

*祈求上帝向我们展示生活中可以改变的领域，过

着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腓 1:27), 使你可以实现上

帝为你定下的计划（耶 29:11）。 

 

* 感谢那些帮助其他人阅读圣经和祈祷的人。 

 

为我们的社区 
祈求神停止那些有关疫苗接种的谬误，特别是在基

督信仰团体中，让所有人都能得着保护。 

为那些没有工作的人祈祷，求上帝供应。为医务人

员、护理人员和所有照顾病人的人祈祷。 
 

为世界 
为阿富汗的和平祈祷，祈求上帝保护妇女、儿童和

那些被塔利班袭击的人。祈求神保护那些仍在阿富

汗的救援人员。 

祈求上帝满足那些遭受自然灾害人们的需要：海地

和美国。 



 6 

这个月主日学 Godly Play 讲的故事都发生在旧约的出埃及记。当摩
西在西奈山与上帝相遇时，他被上帝任命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往应许地
去。期间，上帝颁布了 10 条诫命，用会幕成为与他相遇之处，还有
到了所罗门时期把圣殿盖好。 

在 Godly Play的故事中，老师会引领孩子思考问题，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以至能更深入地探索故
事。这些引导性的问题没有固定的，正确或错误的答案。当提出提问后， 孩子会安静的坐着思
考，老师不强迫孩子必须回答，而是让他们思考，并鼓励他们建立自己对故事的理解。有时，答
案可能非常深刻而美丽， 所以必须耐心等待这些答案。这可不是一种容易的互动，需要练习。所
以，如果在家中使用 Godly Play 的时候碰到难题，请随时联系天妮传道，Merilyn 姊妹，Naomi
姊妹，她们都很乐意与你讨论实际操作的。 

主日学老师一直努力让孩子们对 Godly Play 故事作出具创意的反应。封锁期间，让我们把它视之
为上帝的礼物，让孩子在家，在父母的陪伴下以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时间回应故事。那些上载到
教会网站的活动中没有填色，或必须完成的“作业”， 而是提议一些活动例如烹饪无酵饼、搭建
帐篷或用木块或 lego 制作圣殿等。 

在学校假期的几个星期，天妮传道仍会为孩子提供简短的圣经信息，也会建议一些与信息有关的
活动，所以在 term break 中也不要停止崇拜呀！ 

 为封锁期间有学龄儿童的家庭祷告 

即便在正常的日子，妈妈们也会因为孩子渴望得到母亲持续关注和需要而感到窒息。而在封锁

期间，妈妈们的处境就更具挑战性。 

天妮传道现在有两组线上妈妈组查经（英文和中文），通过查经，团契和分享，都知道妈妈

们，无论来自什么文化背景，都有这样的感受和情绪：难以放松，容易心烦意乱，缺乏照顾自

己的兴趣，易怒，反应过敏和不耐烦。

她们有的正面临着一个恶性循环：困在家里→做个称职父母吧→但实际操作远远落后于期望→

感觉糟透了→ 做父母好难唷→ 好想出去工作→ 必须困在家里→  

居家令迫使在职妈妈在家工作，同时也需要辅助孩子线上学习。而那些重点工作者，例如医护

人员，他们每次离家上班都会感到焦虑。对于全职妈妈来说，她们怀念早睡早起、有计划地处

理家务，周末，真好，可以休息一下！至于孩子那边，在线学习不是他们的意愿，尤其是小学

生，他们想念学校的日常活动和他们的朋友。 （天妮传道现在每周都会与孩子们进行一次线上

聚会，让他们可以进行某种形式见面）。 

长时间的屏幕时段，频繁的争吵、缺乏体力的锻炼和

考试压力都影响我们家庭不同成员的健康。请为他们

祷告，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我们教会要成为鼓励

者：在我们的生活中互相鼓励、支持和帮助。 

 在家进行  Godly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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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弟兄姊妹在八月期间的忠心实奉献。然而，我们需要继续为教会的的财政状况祷告。因为在 9 月

底，因封锁令而引致租金短缺的情况将会很明显的反映出来，缺乏租客加上支付物业的的一般季度费用是

财政赤字的重要元素。   Jeff Powys （教会财务 ） 

教会财务状况 
预算 $ 实际数目 $ 

 收入 

 奉献献金 135,400 148,073 

176,103 189,499  总收入 

支出 

20,333 35,301 保养及维修     

总支出 202,041 222,016 

总数 -25,938 -32,516

奉献电子过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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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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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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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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