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Penshurst聖公會  
2 0 2 0年 3月 2 2日 星期天  

 他 从 一 本 造 出 万 族 的 人 ， 住 在 全 地 上 ， 并 且 
预 先 定 准 他 们 的 年 限 和 所 住 的 疆 界   

  邀请你：去往万族！ 



新讲道系列安排：生命邀约生命 
使徒行传里面有两条主线索，第一，人们突然意识到上帝邀请他们进入他
的国度，使他们的生命发生质的改变。第二，在圣灵的感动下，他们充满
与他们分享福音和生命的热忱。 
 

 

亲爱的朋友们， 

尽管我们的所有崇拜和聚会都已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但

我想让您知道，我们将尽最大努力通过每周祷告三人小组

的电话和微信与您保持联系。我还将在周日全天开放教堂

的门，以进行个人祈祷。在这一周中，牧师团队将遍历我

们的目录，以所有人的名义为你们祈祷。如果您有任何特

定的祈祷要求，请通过电话告知我们。最后，让我提醒

您，如果没有我们的周日教会服务，我们的奉献将迅速下

降。如果可以的话，请使用背面的银行资料以网上付款的

方式提供给您的奉献。 
 
 
 
 

  讲道安排  

3月22日 邀请你：到万邦去 使徒行传17:22-31 

讲道新系列:  到底出啥事了?   

3月29日 末日近了？ 马太福音 24:4-14 

4月5日 (棕榈主日) 

I上帝的殿被清理了  
马太福音21:10-17 

4月10日 (受难日） 

上帝忘了我们吗？ 
诗篇 22:1-5 

4月12日 (复活节） 

复活在今天 
马太福音 28:1-10 



代禱事項  
为林苇父亲在国内的健康和平安祷告；為月萍的父親身體禱告；為教會申請移民
的弟兄姐妹禱告。為陳福保弟兄的身體健康禱告。请为在周日因工作不能来教会
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上帝赐给他们更好的工作时间安排 

为中国的疫情祷告，和滞留在中国的弟兄姐妹的平安祷告。为冬冬的妈妈，手术
和化疗后的康复以及后续检查祷告。 为三位怀孕的姐妹祷告。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一周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COVID-19为全球大流行
病。从那以后，情况每天都在变化。上周五，我们的总理发布了一项指
令，规定任何公开聚会不得超过500人。政府还鼓励“社交隔离”，以防
止病毒传播。今天，总理下达了另一项指示，即室内聚会不得超过100
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很容易减少。当我们寻求与所有人分享耶
稣的爱时，我们面临与社区其他成员相同的危险，并且我们共同分享这个
世界的悲伤和磨难。我们基督徒的职责是爱我们的邻居，并寻求上帝安置
我们城市的福利。根据我们的COVID-19工作组的建议，我做出了一些决
定，这些决定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影响我们的生活。我发表以下公开声明： 
鉴于总理今天上午宣布禁止在100人以上举行封闭式聚会，我决定悉尼的
圣公会教堂应暂停所有公共教堂聚会，直至另行通知。我们鼓励所有教会
考虑在线或通过其他交流方式提供服务。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照顾我们的教
会社区和广大公众，特别是那些隔离期和脆弱的人们。悉尼Anglicare将继
续其重要工作，向所有人，尤其是澳大利亚老年人，表达基督的爱。学校
还将继续在照顾学生和家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呼吁所有基督徒为卫生
工作者和寻求开发疫苗的人祈祷，并祈祷这种疾病的传播可能减缓。上帝
对所有人的爱没有减少，他对世界的主权也没有减少。因此，我敦促所有
基督徒在这场危机中继续信靠上帝的良善和怜悯，并向受影响的人表达基
督的爱。我意识到这项措施实施起来会带来不便，许多人可能会抗议说，
他们的教堂聚会少于100个，他们肯定仍然可以合法聚会。但是，我要求
所有教会考虑更大的好处。我们在保护我们人民以及来访者的安全和福利
方面的领导和榜样应该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谨慎行事是一
个很好的原则–而且，在我们的世界中存在这种病毒无疑是一场全球性的
灾难。对于我们的教会而言，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在不定期聚会的情况下互
相鼓励，互相爱护和关心。在寻求我们社区所有人的福祉的同时，如何最
大程度地减少对自己和他人的危险。我们正在制作资源清单，该清单将在
SydneyAnglicans.net网站的指定页面上提供。我的目的是使您随时了解任何
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在这封信后面附有一些常见问题，这些问题应有助
于您在牧民方面的服务。它们是由COVID-19工作组制作的。如果您还有其
他疑问，请随时与您的地区主教/大主教或他的行政助理联系。我还将在
周四下午发布一个针对悉尼圣公会的影片，您可以随意使用该录像，但在
这些困难的日子里要积极主动。愿上帝赐给我们额外的恩典，使他在这个
危机时期忠于自己，信赖他的主权和仁慈之手（诗篇91：1-4）。 
 
悉尼大主教 
 
 
 

      代祷事项  

      悉尼大主教公开信  



牧師： Bart VandenHengel (英文堂）0400 282 848 

艾森 (國語堂) 0433 315 745  

謝天妮傳道 (家庭和兒童牧者) 0439 022 877  

Office Phone: (02) 9580-1217     Office Fax: (02) 

9585-2943 

email: bartv@exemail.com.au 

aisenju@gmail.com 

tinytse@gmail.com      

 

PAC Bank details: (Westpac) 

St Johns General FundAcct BSB- 032167  

Acct No– 870821  

Website: www.penshurstanglican.org 

 

 

上周中文堂奉献$785  预算$2000.00 

团契查经小组： 

 
礼拜二上午10点  查经班（教会）组长 艾森 
礼拜三晚7点半    查经班（教会） 
星期三晚8点 青年组 （教会）组长 刘佳玮 
礼拜四上午10点半  查经班  组长 杨梅倩 
礼拜五晚8点        查经班（教会）组长 林苇 
周二晚八点  周日早九点半      祷告会（教会） 
礼拜天下午1点    图书馆查经班（教会）组长 孙莉 
礼拜天下午1点    舊約查经班 （教会）组长 蒋华 
礼拜六晚上7点    妈妈组 （教会）组长 黄健 
礼拜天中午         青年組 組長 刘佳玮 
 

我们教会有： 
门徒训练部 
主日崇拜部 
外展部 
主日学部 
关怀部 
你想参加哪一个部门？ 

Missions 
Team

Hospitality 
Team

Worship 
Team

Discipleship 
Team

Support 
Team

Jesus 
Christ

1. Discipleship
• Welcomers
• Cell Groups
• Church camp
• Youth Group

2. Worship
• Music teams
• Technical team
• Service leading

3. Children and Family  
• Sunday School
• Godly Play
• Creche 
• Mothers Group

Children and 
Family 

Ministry 
Team

4. Missions
• Overseas Missions
• Local Social Action
• Evangelism 
• Alpha Course

5. Hospitality
• Morning Tea
• Parking
• Sunday Lunch
• Social activities
• Special Events

6. Support
• Pastors
• Parish Council
• Communic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