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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Intentionally 

   为主而活

do all the good you can 

尽你所能作善工 

In all the ways you can 

用各种方式  

By all the means you can 

藉各种途径 

at all the times you can 

在任何时间 

to all the people 
you can 
对各方群体 

as long as you can 

一如以往的献上 

in all the places you can 

在各处各地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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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 

省长最近宣布了开封后的路线图。当接种疫苗率（2剂全打）到达人口的 70% ，社区限制会

有所舒缓，这意味着什么呢？ 

1) 教会在11月才重启实体聚会

牧区议会成员考虑了一系列的因素，决定10月份还是继续保留在线上聚会。 

2) 致力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牧区议会定下符合公共卫生条例的规程，目标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回归实体崇拜 （有若干卫生限制）  

第二阶段： 实体崇拜、聚会 （卫生限制有所舒缓） 

第三阶段： 新常态下的教会生活 

开放后的实际操作会以政府卫生部门提供的建议为依归。此刻，我们会继续举行线上崇拜 

如果你想得到更多讯息，可以往教会网站查阅：
https://www.penshurstanglican.org/important-announcement 

3) 关于疫苗接种

根据卫生部门的建议，我们鼓励会众接种疫苗。以下由Christian Dental and Medical 

Fellowship 拍摄的视频链接会为那些对接种疫苗犹豫的人士提供有效的资讯，有助于打破

一些关于接种疫苗的迷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jQ8choouzA&ab_channel=GiffordDennison 

我们热切盼望可以重启实体聚会，但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进行是我们首要的考虑。 

主任牧师芮腓力的分享

教会修建进度 

Doris姊妹应该已经跟大家发放过一个短信，向大家更新了厨房门厅修建的情况，如果你还

没有收到，可往以下链接查看。 

https://www.penshurstanglican.org/important-announcement 

  10月30日 教会大扫除，准备重开 

  11月7日 重启实体崇拜 

 12月5日 浸礼  

 12月24日 圣诞报佳音（户外进行） 

 12月25日 圣诞日崇拜

https://www.penshurstanglican.org/important-announcement?lang=z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jQ8choouzA&ab_channel=GiffordDennison
https://www.penshurstanglican.org/important-announcement?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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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持

联

系

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能实体聚会了！ 

当然，我们还是要保持警觉，注意遵守社交距离和其他卫生条例。由于牧者们
和牧区会议的成员都希望所有人都能参与聚会，因此决定在卫生限制没放缓前
不举行实体聚会，目的是让所有人，包括未接种疫苗者都能参与聚会。计划
中，我们希望可以在 11 月初恢复第一次敬拜。 

正如本刊前文所提到的，儿童主日学部会准备妥当，以确保孩子参与主日学的
时候，能愉快又安全地进行 Godly Play 。 

至于怎样跟弟兄姊妹继续保持互动呢？可利用以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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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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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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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黄牧师学习门徒训练

自今年 1 月到教会履新后，黄牧师在中文堂开办了许多课程。最近

完成的，是门徒训练课程。（由 3 月 7 日开课到 9 月 12 日结

束，当中小休了几次）。当中有 11位弟兄姊妹参加了这为期 25 节

的课。其中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带领一次，这对他们将来要带领查

经，是一个很好的实习机会。 

不少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让他们受益匪浅。牧师鼓励完成课程

者邀请两位新学员，把这门徒训练课程承传下去。而在十月初，我

们将迎来第二阶段的训练，完成课程的弟兄姊妹将有机会辅助牧

师，协助带领，希望更多人能从训练中蒙福。 

大家必须注意的是，这项门徒训练大部分都是通过线上进行的，学

员们能坚持完成，挺了不起的。我们期盼参加者都会学有所成。 

https://www.facebook.com/penshurstAnglican
https://www.instagram.com/penshurst_anglican_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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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内众弟兄姊妹你们好！ 

牧区议会于 9 月 13 日举行了线上会议，重点讨论了关于重新开放的事宜及修建工程相关的细

节，还有来年事工的规划。 

托士们早前也参加了由主教 Peter Lin 主持的地方牧区会议，讨论重新开放时需考虑及注意的事

项，我们正积极准备重开要符合的公共卫生条例，还有更新 Covid 安全计划的各项细节。 

修建小组花了数周来审查和讨论建筑物翻修的最终计划和成本，我们希望翻修工程可在 10 月份

开始。希望在教会重新开放时，新厨房、门厅区域和牧者辨公室都可以准备就绪。 

就 2022 年的事工计划，我们将在 10 月的会议上更详细地讨论。 

感谢大家为教会的各事项祷告。    主内 Gaye Bishop 谨启 

传统上，十月是我们磐石圣公会的宣教月。在这个月，我们会聚焦于我们所支持的宣教伙伴和关
注世界各地其他宣教事工。今年，由于封锁令的限制，我们不能像过去一般举行活动，但我们还
是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就好像立志整个月为不同的宣教机构祷告。很多宣教机构都会出版
代祷月历，让我们每天都跟着那些代祷事项祷告的。 

• Anglican Aid 是由悉尼圣公会资助的机构. https://anglicanaid.org.au/wp-content/uploads/2021/01/Anglican-
Aid-Prayer-Diary-2021_FINAL-LoRes.pdf

• SIM Australia. 他们的办公室就设在Penshurst. Jason 和 Maria 就是SIM Australia宣教士. https://
www.sim.org.au/sim/media/Documents/Praying-for-Missionaries-using-Scripture_1.pdf?ext=.pdf

请继续为我们资助的宣教伙伴们祷告。当中有 Andrew 和 Julie 一家, Jason，Maria 一家, Elizabeth McDougall, 

David Lakos 和   Michael Duckett 的 Macarthur Anglican church.  

祈求上帝坚立他们的事工，还有他们服事的群体。求主为他们已经建立的关系祷告，求神祝福这
些关系，使他们服侍的对象得着神的恩光。 

SIM (Serving in Mission) Malawi - 事工更新 

2017 年，教会慷慨地资助了 Malawi 的儿童和青少年工作，而我（Carolyn）当时是在 SIM 的宣
教士，事奉岗位是一个为期 6 个月联络员。同年，当地 Malawi 基督徒在 SIM 传教士的支持下接
管了该区的福音事工。 

其中的一个领域是 Malawi 主日学教师联合运动 (STUM) ，旨在培训基督徒在 Malawi 开展主日学
事工。而当中的 John Msowoya 弟兄，作为带领，聚集了教会领袖们来同心发展圣工，期间得到很
大的鼓舞。 

至于青少年领域，则由 Jonathan 弟兄承担。由于 COVID 疫情的关系，事工存在很多限制，但他
们仍计划在 11 月/12 月举办青年营来传扬福音。 

SIM Malawi 的事工有五个重点：(1) 建立教会； (2) 寻求慕道者； (3) 接触儿童和青少年； 
(4) 关注艾滋病毒及其引起的危机； (5) 先遣任务。

上帝总是以奇妙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工作，就让我们一起为各项事工祷告。 

牧区议会简报 

教会与宣教 

https://anglicanaid.org.au/wp-content/uploads/2021/01/Anglican-Aid-Prayer-Diary-2021_FINAL-LoRes.pdf
https://anglicanaid.org.au/wp-content/uploads/2021/01/Anglican-Aid-Prayer-Diary-2021_FINAL-LoRes.pdf
https://www.sim.org.au/sim/media/Documents/Praying-for-Missionaries-using-Scripture_1.pdf?ext=.pdf
https://www.sim.org.au/sim/media/Documents/Praying-for-Missionaries-using-Scripture_1.pdf?ex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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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事项 

为我们 

 为那些完成门徒训练的弟兄姊妹感恩，求上帝保守他们学有所成，领人归主。
 为即将与黄牧师一起带领丰盛生命课程的组长们祷告。
 为我们教会的托士们，还有教牧同工祷告，求神赐他们智慧能力，在重启聚会的   
     事上，能为教会预备最好的安排。
 感恩主日学的老师们，尽管受到各样限制，仍尽力跟孩子保持联系。

 我们的小弟兄 Ray 今年考 HSC 啦，为他祈祷，好好准备考试。

 求主帮助我们能过着 Pill 牧师在 9 月份分享的,活出为主而活的信徒生活。

为我们的社区 

 我们社区有许多海外留学生和其他临时签证的居民，他们自今年 5 月以来一直无
法工作。你愿意为他们得着上帝供应而祷告吗？

 为我们社区里不同的团体祷告，让他们能够再次聚会。许多体育俱乐部因限制和
缺乏比赛而遭受重创。这些团体对我们的社区很重要。祈求神的供应临到他们，
让他们得着经济的收入。

 为孩子们重返校园学习祷告，求神保守他们不受新冠病毒的影响，求主加力量给
老师们，有美好的课堂管理。

为我们的政府 

 为我们新任的省长和副省长祷告，求神赐下他的公平公义在这些新领导的施政
中，能纪念那些弱势群体和有需要的人们。

 为政府领导团队祷告，为重开后的各事项有智慧的安排。
 求主祝福那些为社区服务的教会机构祷告，它们是为我们社区里很多有需要的人

提供重要的服务，包括帮助政府制定政策和直接向受助者提供各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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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第 4 学期！在这一季，孩

子将继续通过旧约故事学习圣经。我们会学习上帝子

民的「被掳与回归」，上帝如何通过先知约拿对他的

子民说话。旧约的故事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无论神

的子民去哪里，是被囚禁，在外邦，还是在耶路撒

冷，上帝总是与他们同在。神一直关心着祂的子民，

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继续敬拜祂，爱祂；即便在大鱼的肚子里。 

先知的故事强调，今天在我们中间仍然有先知。男人和女人都可以成为先知。你是否认识身旁的

先知？稍后，我们会学习在圣诞故事里，先知们扮演的角色，11月底我们会开始降临节的故事。 

如果要挑一个封锁令下的好处呢，那就是父母可以与孩子一起观看 Godly Play 的故事。其实任

何人都可以的，建议你们都来看一下这些 Godly Play 故事，看看教会里孩子们如何在 Godly 

Play 的故事里经历神。通过游戏来上课，孩子会比以正常方式的教授更能吸收基督信仰呢！ 

主日学老师们刚开过会，为重启实体主日学作准备，团队会采取一切

必要的预防措施，以确保孩子们在上课时间的安全。他们会有进行活

动的独立材料包，因此共享教材的机会尽量减少。孩子在上课是也

会保持卫生部门建议的社交距离，老师和助教都接种了疫苗。我们热

切期盼 11 月再次见到孩子！

在家进行 Godly Play 

寻求神的面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竟然邀请我们与他见面，这不是很神奇

吗？每天与神同行，约伯是这样说的： 

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鉴察他，时

刻试验他？约伯记 7:17-18  

上帝给人类可以亲近他自己，这是他从未给予任何其他受造

物的特权，甚至连天使都没有。他是如此的深爱着我们，以

至于选择住在我们里面。 （林前 3:16） 

我们成为祂的居所，祂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也被邀请进入

父、子和圣灵的相互关系中，与他们联合。 （约翰福音 

17 ： 21-23）这是一种何等大的福分和恩典呀！ 

这个月，就让我们花一些时间，坐下来，回应天父发出的邀

请，亲近他，认识他，在各样的创造里欣赏他的奇妙，感受

他永存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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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Picot Photography 悉尼的十月是个对比鲜明的月份。 

天气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从雷鸣般的

风暴到宁静的，非常适合野餐的大晴

天。这也似乎与我们活在的当下很匹

配吧！ 

一切慢慢的归于平静，挺喜欢鸟儿在

家周围叽叽喳喳的歌声。 

春天的来到确实令人感到欣喜，我们

居住的这片土地还是很美的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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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财务概况 

中文细胞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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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晚7点半      研习班 

星期四上午10点半   仁爱组 

星期四8点  信心组 

星期五晚8点 和平组 

星期六晚7点半 妈妈组（两周一次） 

星期日下午1点   研习班 

星期日下午1点   研习班 

杨梅倩 

 

      组长

（圣经概论）组长 孙莉 

（撒母耳记）组长 林苇 

  查经带领 谢天妮传道 

（丰盛生命）组长 黄健 

（丰盛恩光）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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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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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教会财务简况 

八月份总收入为 $22,659.73 . 这包括了一笔一次

性 $5k 的奉献及其他租金收入。 

总支出为 $25,691.61.  当中包括采购了一具全新

的洗碗机~$4,045，是厨房修建的一部分。 

八月献金收入的总和有 $2,275 超出了预算。 

在过去一年，我们的赤字是 $6,570元。这主要

是由于年初两所牧师楼的维修比预算高昂及新冠

疫情封锁导致租金收入减少所致。 

  Jeff Powy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