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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主在祂的聖殿中

預備詩

第293首 主耶和華求祢領我

上主今在祂的聖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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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今在祂的聖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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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的人當肅靜，
萬國的人在主前當肅靜,

黃勇耀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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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首 萬代之神

當肅靜，在主前當肅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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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

啟應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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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全能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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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2首 主啊，指示祢路

正如太初直到現今,

牧禱/證道

聖父、聖子、聖靈,

潘潮劍牧師

榮耀萬古而常新,

葉光瑋(翻譯)

永無窮盡!
阿們!

當你不關注未來時

阿們!

3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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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5首 堅決立志

世上萬民都當頌揚,

*祝禱/三疊阿們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

家事分享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願主賜福看顧你 4

阿們。

4 願主賜福看顧你
願主賜福看顧你,
願主向你仰臉
賜福與你；
賜你平安, 賜你平安,
願耶和華使祂臉
光照你,
賜恩與你, 保護你,
保護你； 願主保護你,
賜恩福與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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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信函
西澳再次实行新冠病毒封锁
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亲爱的会众们,虽然我们读过在其他州发生过，但我想我们当
中很多人都没想到西澳会再次进行全面封锁，尤其在 2020 年第二季我们已经历过
了，而这次是个严格的封锁。当天我们还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星期日，在敬拜
前我们继续感谢神我们能继续在西澳聚会。在教堂扩建项目简报之后，Bombard
街上的汽车似乎比平时多。当我吃午饭时，我收到了一连串关于封锁的消息，说
将在星期日下午 6 点至星期五 2 月 5 日 6 点实行。当我开车返回教堂要为中文敬
拜讲道时，同一条街已成了一片混乱，车停在路边，两路交通车辆拥堵变成了一
条车道。这些车辆没有移动，因为在附近超市的抢购热火朝天。但当每家庭准备
储备食物好来养活自己时，我们则需要做好准备，以确保在这段时间里不会影响
教会聚会而中断了属灵继续的喂养。
上星期日发生了什么事。在中文敬拜的教堂扩建项目简报结束后，长执会召开了
会议，讨论下一步的工作。不像上次，这次是一个严格的封锁，并且在许多方面
不同。在外走动限于从事要领工作的人员，并且在家外需要戴口罩。由于这快速
的封锁，我们也必须在星期日当日立即召开长执会会议。由于政府宣布这是一个
为期 5 天的封锁，而目前尚不清楚我们是否可以
在教堂进行现场直播敬拜，因此我们决定先尝试
在家中通过笔记本电脑直播英语祈祷会。全靠神
的旨意，早些时候我们已经决定在线直播我们的
敬拜，因此，我们教堂的网页已经设置了可用的
直播图标(“icon”)。在家进行操作就比较麻烦，
也需要在笔记本电脑上进行设置，而现在我必须
熟悉运作才能自己操作它。至于中文的祷告会和
团契，则没有那么复杂。这些聚会可以通过
WhatsApp 小
组视频通话
进行 - 由于
我们的人数少所以不会达到允许的最大限制。
也草了一份简短的信息发布在我们的网站上，
以告知我们周中所安排的聚会。当我们离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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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6 点封锁开始的时间也迫在眉睫。附近的超市已经打烊
了，道路又安静了。在本周没有人去教堂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了最后检查，以确
保教堂井井有条，并发布了通知以告知访客上网。当我离开空荡荡的教堂时，就
充满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个星期日教堂会打开门吗？即使州长不知道，
但我们全能的神知道。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另一个启示神的
手怎么样介入祂子民和教会历史上。我们只能希望并祈祷，一周后，我们能再次
打开教堂的门，欢迎祂的子民们一起赞美和崇拜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星期
日返回，我们必须讨论应急的计划。
回顾过去的一周。我们感谢神祂远见地防止病毒进一步在社区内传播，特别考虑
到政府已确定了许多病毒的热点处。我们也感谢神在过去一周的直播中给予我们
帮助。有了全面严格封锁，这也是首次在家中线上录音。由于全面严格的封锁，
我们无法从教堂现场直播，因此星期二的英语祷告会是在家中录制的。在幕后，
这意味着学习如何在教堂笔记本电脑上创制现场直播的链接，调试笔记本电脑声
音中的问题以及找到具有适当光照的地方。这次，我们还尝试使用过去会众唱赞
美诗的录音来模拟在教堂中的崇拜。为了以防万一，也全蒙神奇迹的手介入，我
试图尽早录制视频。你猜怎么了？由于无线上网接收状况不佳，播放就一时中断
了。如果那是在直播时发生，后果就惨重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影音团(“AV”)
降低了录制质量，同时我将笔记本电脑通过在家中的手机连接。我们剩下的时间
很少，因为录制仅在晚上 7:30 才完成，正好及时发布到祷告会上。另一方面，感
谢神因为小组人数较小而没超过 WhatsApp 小组人数的限制，因此星期一的中文祷
告会和星期四的中文团契仅使用 WhatsApp 的视频进行了现场直播。
看看未来一周。在星期四晚上，西澳政府宣布了逐步放松全面封锁的指导方针。
从 2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 6 点至 2 月 14 日（星期日）过午夜 12 点 01 分实施的
措施包括：1）强制性地戴上口罩；2）每 4 平方米一人的范围（每人所需空间的
两倍）；3）每个场所限制 150 人。有了 4 平方米的裁定，英语会众将无法聚集在
教堂里,并且将通过在线方式进行星期二祷告会和星期五团契聚会。感谢神，中文
会众将能够戴着口罩继续在教堂里进行崇拜和聚会，唯有座位需要隔开扩大到团
契厅以确保我们符合 4 平方米一人的的规定。由于存有这些限制，因此 2 月的圣
餐将推迟到下一个星期日。原本计划于今天举行的儿童主日学升级礼和 Adelphos
及 Adelphe 查经班也移至下个星期日，而少年問題解答（原定于下星期日）已提前
到今天。除非西澳政府在本周内宣布进一步的限制措施，否则我们都会像往常一
样在下星期日恢复教堂崇拜。请诚心祈祷。
我们必须从另一个封锁中学到什么功课。即使事情进展顺利，神仍然允许再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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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任何事情都不会偶然发生，但要在祂的主权和全面计划下进行。祂要我们从
中得到什么好处？当然，我们必须自觉学习一些功课。1)人的无助。我们可以并
应该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和程序。但这病毒却是以多种方式流传，使医生和科学
家不为所动。现在人们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感染的以及从谁那里感染的？也许我们
会找到答案。也许不会。这病毒使强大的大国陷入瘫痪，许多企业屈服。经济全
球性地受到影响。数百万人丧生。大制药公司和政府正在支持疫苗的开发和生产。
但据报道，即使是最有希望的疫苗也有各种副作用。一小病毒已使整个世界陷入
混乱，改变了我们所知道的生活，破坏了社会和政府的正常职能。最精明的头脑
和强大的国家对如此微小以至于肉眼看不见的事物而使卑下了。人是什么，在这
个世界又有什么成就呢？这必须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人是多么微弱和无助
的教训。让这意念提醒我们不要信靠健康，财富和权力。同样的，这些事件应该
使我们摆脱对世界的徒劳追求，全心全意地寻求祂！2)提醒要感恩。在澳州的许
多州中，西澳一直以来受到相对的保护，免受了社区病毒的传播。甚至澳州的其
他地区也观察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澳州的生活几乎都归正常了。我们确实
感恩许多人已返回敬拜。但是，我们对祂的殿和对祂的敬拜所应有的喜悦是否已
变成了我们仅仅所“指望”的，而不是我们所期待和喜悦的？每个星期日进入祂
的殿时，我们给他带了什么奉献？诗篇 100：4“当称谢进入祂的门，当赞美进入
祂的院，当感谢祂，称颂祂的名！”当我们曾经迫不及待地要去教堂敬拜，事奉
祂，彼此相交时，我们是否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并且最近发现来教堂感到是一
种疲倦的责任，迫不及待地要逃跑回家？但我们的神祂是个灵，并所寻求的崇拜
者是要以心灵和诚实拜祂(约翰福音 4：23,24)。我真的感谢神，祂在上星期日封
锁生效前允许我们进行两次崇拜。但假设您不知道有迫在眉睫的封锁，您是否喜
悦地参加了那个星期天的崇拜？上星期日离开神的殿时，您的心态又是如何？当
神现在及时向我们发出提醒时，让我们更新我们的精神，在祂的殿中，在祂的子
民中间敬拜和正确服侍祂。上周讲道的主题是“关注未来”- 这可是恰如其分地
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对神的教会不感兴趣，我们真的会照顾神的国度吗？让我们
迅速悔改并回到我们起初所行的事。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
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15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雅各书 4：14-15
为主服事，
潘潮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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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与感恩赞美
1. 圣餐和奉献盒（主日， 2 月 14 日）：由于封锁措施逐渐放松，圣餐和奉
献盒将推迟到下周日在教堂举行。
2. 儿童主日学升级礼（主日，2 月 14 日，上午 9 时）：儿童主日学升级礼
将在下主日举行。牧师将会给短勉及主日学学生会收到他们的证书。由于
我们将从上午 9 时开始，请准时把孩子带来教会。
3. Adelphos 及 Adelphe 查经班：由于今天不能在教会聚会，原定于今天举
行的 Adelphos 及 Adelphe 查经班会推迟到下周日 2 月 14 日下午 3 时 30
分举行。
4. 乐龄团契（周六，2 月 20 日，上午 10 时 30 分）：这次即将举行的乐龄
团契是一次布道活动，鼓励大家邀请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和其他年长者参
加。信息标题为“年长者新年快乐”的传单已经提供，放在入口处的桌子
上，供大家使用。请向黄勇耀执事（0423 862 392）登记出席。
5. 洗礼，坚信礼及转会：将在 4 月 4 日之主日崇拜中举行。凡已完成所有圣
经基要课程且有意接受洗礼，坚信礼或转会加入西澳笃信圣经长老会者可
以向黄勇耀执事索取所需表格。为了协助安排与长老理事会的面试，请将
填妥的表格连同个人见证必须于 3 月 7 日（主日）或之前呈交给勇耀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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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感恩及祷告事项：
• 感谢神对西澳的保护之手，防止了在封锁期间社区传染的蔓延。
• 感谢神赐下的能力，让我们在 5 天的封锁期间能继续在线聚会。
• 祷告新冠病毒在西澳和世界继续受到控制，让我们可以毫无拦阻地敬拜
及事奉神和传扬祂的真理。
• 祷告神在本周六的长执会议上引导人心，让西澳笃信圣经长老能够继续
遵行祂的旨意。
• 祷告多人能邀请年长者参加乐龄团契新春布道聚会及为必要的后勤准备
工作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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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及本週的聚會
星期日

7/2 3:15 pm

聖經基要課程 (二樓副堂)

星期一

8/2 7:30 pm

禱告會

星期四

11/2 7:30 pm

星期日

中文團契

9:00 am

兒童主日學升級禮

1:00 pm

會前禱告會 (圖書館)

14/2 1:30 pm

主日崇拜聚會

3:15 pm

聖經基要課程 (二樓副堂)

3:30 pm

Adelphos 及 Adelphe 查經班

上週出席人數與奉獻
出席總人數 - 主日崇拜: 43
十一與感恩奉獻 - 主日崇拜: $9,154.28
建堂基金 - 上週: $1,009.07; 目前: $560,979.70; 差距: $739,020.30
敬拜者可以繼續通過銀行匯款到所列出的戶口將十一與感恩奉獻歸還給主:
1. 十一與感恩奉獻

BSB: 016-268, Account: 4784-38319

2. 建堂基金

BSB: 016-268, Account: 5313-03414

威斯敏斯德信仰宣言－第 25 章：論教會
4. 這大公教會有形的程度有時比較多，有時比較少。這大公教會裡的教會，其純正程度也有時比較多，
有時比較少，其高下乃是根據所教導並接納的福音教義，所執行的典章、所舉行的公開敬拜，其純
正程度多寡而定。

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