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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磐石圣公会将重启实体崇拜。我们终于可以面对面聚会，一起敬拜上

帝。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仍然对大型聚会有所担心，所以我在这里回应一些大家关

注的问题。 

1）是否安全？

去年，通过教堂聚会的传播率极低~2.24%，（海外感染 55.4%，社区密切接触者 33%）。同时，

我们是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将感染风险降至最低：

h 坚持出现症状或与感染病毒的密切接触者必须留在家里

h 保持社交距离

h 在封闭区域佩戴口罩

h 通过打开的窗户、门和空气过滤器，确保空气流通。

2) 为什么要让已接种疫苗者处于危险之中？

其实，重启聚会是那些未接种疫苗者在承受风险。已经接受双剂疫苗者对病毒有 70-85% 的保

护；更重要的是，因为接种疫苗会把重症住院率降低。回来教堂聚会，跟去购物中心、油站、邮

局和杂货店的卫生标准是一样的。而到目前为止，确诊率还是很低，所以，严格遵守公共卫生令

(PHO) 是聚会的关键。

3) 应该接种疫苗吗？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疫苗既可以保护您，也可以保护他人。MRNA 疫苗不是活病毒，而是使用

我们身体现有的细胞机制来触发免疫反应，它不会改变我们的 DNA。接种疫苗后，可能会感到疲

劳、发烧或酸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生病了；而是身体正在产生保护你免受病毒侵害所需的抗

体。

我希望你们能回到教会参与实体聚会，当然，如果你仍然有所顾虑，也可以继续参与星期天早上

的直播。

主任牧师芮腓力的分享

教会大扫除 
教会厨房及门厅的装修快完成，是时候做个大扫

除。为着让厨房能正常操作，我们必须清理装修后

的灰尘，再把所有东西归位。不妨借此机会回来好

好的欣赏一下新装修。 

当天我们还会为你准备茶点呢！ 

可能你未必能全时间参与，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也

来呀！大家也正好借此机会跟弟兄姊妹好好聊个

天！就让我们一起努力的把教会弄个美美的，在重

开的那天享受一个明亮又整洁的教会。 

11月6 日早上 9:Ϭ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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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礼+野餐
你受洗了吗？你愿意吗？你知道什么是

洗礼吗？ 

为什么要受洗？不就是给孩子们开个派

对？洗礼与我有什么关系？ 

洗礼是我们信仰中的一个重要标志。神吩咐约翰去施洗，亦以这种方式让人归入

他。耶稣在开始传道之前，在约旦河接受了约翰的洗礼。从天上有声音说：“这

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 3:17） 

相信 Phill牧师和黄牧师都很乐意给你解答你关注的问题。邀请你参加即将于 

2021 年 12 月 5 日举行的户外洗礼仪式。 

就把这日子记下来，一起来野餐，来与受洗的弟兄姊妹同欢乐。至于地点，我们

会在确定后公布。 

今年Anglicare 举办的 Toys’n’Tucker 会以

线上购物的形式举行。就是往以下 Toys 
‘n’ Tucker 的网站去购物！

h ps://www.toysntucker.org.au/ 

Anglicare 会以批发价格买入货品，然后

在他们位于 Villawood 的货仓，把顾客

选定的货品包装成圣诞礼包。  

Anglicare 会安排把顾客订购的礼包直接

运送到受礼者的手上。  

礼包有不同的款式，适合小孩，年轻

人，父母，以及特别为庆祝圣诞节的。

这些礼包，从 $5.00开始有售，是圣诞

期间送礼不二之选。

https://www.toysntucker.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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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Godly Play 的孩子们会准备一份非常特别

的礼物。这不是我们可以在商场能买到的那种礼

物，它不会像普通礼物一样被包裹起来。 

这是一份神秘的礼物。 

我们将在前往伯利恒的旅程结束时找到礼物。你能

看到图中的伯利恒吗？ 

孩子们开始为婴儿时期的耶稣的到来做准备。他们

将学习先知如何指引道路、马利亚和约瑟的旅程、

牧羊人和博士来朝拜等等；他们还会探索一个关于

马利亚的特别故事。这些故事在圣诞节期间相互建

立，借着这些紧紧相扣的故事，提醒孩子们圣诞节的真正起源，而不是他们在电视上听到

和看到的。 

就像去年封锁后重回教会聚会一样，在上课的时候，孩子都有

独立的活动包。他们不需要共享文具或材料。孩子们在课堂里

也会保持社交距离。 

所有参与儿童事工的老师们都已接种双剂疫苗。如果有任何问

题，请随时与 Tiny 传道、Merilyn、Selina 或是 Naomi 谈一

下。 

我们真的很期待再次见到孩子，面对面的跟他们说故事。 

主日学 Godly Play 

教会大扫除 6th November  9:�0—11:30am 

7th November      重启实体崇拜 

主日学 Godly Play 上课 

5th December    教会浸礼 + 野餐 

24th December  圣诞布佳音 

25th December 圣诞日崇拜 

重要的 
 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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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内Gaye Bishop 谨启 

Elizabeth McDougall (Penshurst 女子中学圣经课) 

- 祈求神为学校的福音事工打开的大门，不单单是学生们得到益处；学校里其他人，包括老师，其
他的教职员也因此蒙福。

David Lakos (St George 医院院牧) 
 求神赐下探访的机会让病患得着安慰与盼望。 
 让院牧们可以成为医院其他医护员工的鼓励。 
 院牧静修日已被推迟，求神赐下合适时间，让大家可以有一个静默在神前，彼此团契的机

会。 

Michael Duckett 
 感恩教会前院围栏安装妥当，不再让流浪狗和

兔子入侵。 
 愿主使用 10 月 30 日的午餐，还有为 11 月 

7 日上午 10 点的教会崇拜祈祷 

Andrew and Julie 

 为那些在最近受洗的人感恩。 
 为同工们各样事工的决定祷告。 
 赞美神赐下福音的机会，还有敬业的团队成

员。 
 为巴厘岛能在圣诞节前重新开放，让亲友得以

团聚。 

Jason and Maria 
 感谢神他们以获得全额资助。 
 继续为签证过程祷告。 
 为孩子们得到合适的在家授课课程祷告。 

牧区议会简报 
亲爱的弟兄姊妹 

牧教会议于 10 月 11 日通过 Zoom 举行会议；期望 11 月可以面对面开会。 

会议中我们讨论到教堂翻新和维修的进展、风险管理评估、政策的审查、2022 年的规划以

及在 Covid 安全措施达标的情况下于 11 月 7 日重开教会。 

重新开放是件令人兴奋又充满挑战的事，当中需要大家跟牧者们同心努力。请大家为牧

者，牧区议会的成员们，Doris�姊妹、Naomi�姊妹和所有事工的领袖们祷告，求神赐下智慧

力量。期望重启聚会能见到大家。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请随时联系教区议会任何一位成员：Gaye Bishop、Yen Yen 

、John Haynes、Hua Feng、Kathie Johnson、Geoff Scrimes 和 Phill牧师。  

教会与宣教 

主教 Peter Lin 探访 Michael Ducke  

牧师在 Wedderburn的教会 

C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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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事项 
为我们 

 可以重回实体崇拜而感恩。

 Doris 姊妹祷告，求主赐她力量与智慧，在未来主日崇拜的直播安排上，
有着你的保守带领。

 教牧同工祷告，他们将在新的办公室工作。这个时刻，他们又很多重要的
决定和事工的规划。所以，请大家为他们祷告。求神指引他们的计划。

为我们的社区 

 在隔离期间，社会中不同的阶层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生活在重点疫区，域
意味着生活中许多层面都受到格外的限制。亲友之间都被隔离开。所以，
请为那些任职社区支援的服务人员祷告，也求神补足那些生活里缺乏的人
们。

 为社区里的小商户祷告，在社区重开的时候给他们商机和平安。

 为回归学校的学生们祷告。在刚过去的一周，各小区里都有学校因为有确
证的个案而需要停课，相信未来的日子类似情况会陆续出现。

为我们的省份及国家 

单单在NSW 省，这个疫病就带走了超过500条生命。让我们用John Birch 的祷
文为他们祷告。 

致所有醒来就经历丧亲之痛的人们 

他们正在经着孤独 

空的床或椅子，是一种不习惯的安静 

生活变得残缺不完整呀 

在那孤寂的日子里 

愿他们知道你的临在 

并让朋友的爱，释放他们的悲哀 

在更黑暗的时刻 

愿他们伸出手来，紧握你手 

感受那出死入生者带来的温暖 

盼望其他人也能进到上帝的国度 

 请为乡郊地区祷告，那些地区不像在悉尼那样容易获得疫苗；医疗设施也
比不上城市的丰富。ࣖр䳅ӰԢᔶခᖶ䘏ӑ൦॰᧘㿠ᡌ⑮θḉሼ
䳅ҁ㙂ᶛȾ请为他们的需要祷告，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得到服务及保障。

 愿神扶持供应那些缺乏的，易受伤害的，还有在危难中的，成为他们的供
应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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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11点崇拜事奉人员
7 Nov 14 Nov 21 Nov 28 Nov 

讲坛证道 

Sermon 

迎新 

Welcome 

Eve Zhang 
Leo Xu Wendy Wang 

Michelle Shao Thomas Yeung 

Wendy Wang 

读经 

Reading 

Sarah Lin բ��������� ဗࢷ ӓ���������� Ⴐᝤ� ��������

祷告 

Prayer 
Sarah Lin 

点算奉献 

Counters 

Belinda Wang & 
Byron Chen 

Geoff Scrimes & 
Andrew Wang 

Amy Zhu & 
Kathie Johnson 

敬拜隊 

Worship Team 

诗歌 

Songs 

不要忘记每周到教会的网站登记出席崇拜唷！ 来

参与的每个人，包括孩子也需登记的。 

上午 9 点��㤧䈣��和 11 点��ള䈣�的崇拜都会进

行直播。 

由于 11 月份崇拜期间不提供茶点ॾ侣，所以

大家可以在崇拜结束后到咖啡馆或公园进行团契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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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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盛生命） 

星期四上午10点半  仁爱组 （创世记）组长 杨梅倩 

星期四8点   信心组 （圣经概论）组长 孙莉 

星期五晚8点 和平组 （撒母耳记）组长 林苇 

星期六晚7点半  妈妈组（两周一次）  查经带领 谢天妮传道 

星期日下午1点   研习班 （丰盛生命）组长 黄健 

星期日下午1点   研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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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如欲参加小组，请与黄牧师联系。

奉献电子过账资料 我们的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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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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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penshurstanglic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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