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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想用@電郵接收家福通訊，  
請用以下電郵聯絡我們  
gospelfellowshipaustralia@yahoo.com.au  
多謝支持環保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團友：  
在主裡向你們問安!  

 
2011年第一次聚會詳情如下，敬請留意： 

團契聚會 
 
日期：2011年 1月 15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一時聚餐(請攜帶一碟食物與人分享) 
         下午二時三十分正聚會 (附設托兒服務) 

 
地點：救世軍雪梨華人禮拜堂   
            ( Salvation Army, Sydney Chinese Corps,  
              31 Wilga Street, Burwood NSW 2134)  

              (電話：02-9747-5537) 
              請前往副堂 (church hall) 聚會 

 

講員： 鍾伯謙牧師 

題目： 奇妙恩典   (粵語主講，國語傳譯) 

內容： 講道 、詩歌、生日會及茶點等 。  
 

敬請團友準時出席，歡迎傷健人士及其家人參

加，並誠意邀請主内弟兄姊妹出席，共頌主

恩！分享主愛！祝主恩滿溢！     
  

家福團契顧問暨委員敬約 
二零一一年一月五日 

代禱  及  報告  

請為即將來到的聚會禱告。為到一月份 鍾伯謙

牧師 的 講道 ：講員的準備 、 聚會的安排、

弟兄姊妹和團友的參與禱告。 

請為傷健弟兄姊妹來往聚會路途上的安全禱

告，求主保守他們路途上沒阻礙，使他們能安

心愉快的享受團契聚會。 

請為我們團契義工李崑崙弟兄(John Li)化療與

電療後﹐肺腫瘤縮小而感恩。求主賜弟兄晚上

安睡及除去頸與背部的痛楚。 

請繼續為家福團契將步進20年感恩：請為 2011

年 7月 家福二十週年的聚餐和活動的籌備禱

告。 

求主為家福事工繼續預備心事奉的弟兄姊

妹。求主為家福預備更多的義工 。 

請為傷健弟兄姊妹禱告，求主祝福他們，使他

們在工作上，學習上能夠勝任愉快。 

在Campsie移民中心逢每月的第三個星期五上

午十時至十二時半會有家長支持小組；歡迎家

中有自閉症或智障等的孩子的家長參加。逢星

期三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本團契在Campsie

移民中心為弱能人士提供有關的社區服務及

社會福利資料，並提供轉介及協助聯絡。 現時

有關服務由顧唐儀貞(Irene) 師母負責。移民中

心聯絡電話：(02) 9784 8139。 

團契聚會時間為單月的第三個星期六下午二

時三十分，請各團友預留時間，準時出席。 

            

         

 

 

 

 

家福團契  

誠意邀請 您 參加  

家福事工 團隊 行列  

成為委員、義工、國語傳譯 

有意 參加者 請 電郵 至  
gospelfellowshipaustralia@yahoo.com.au 

如對家福團契事工有感動請用劃線支票, 匯票, 或本票, 抬

頭請寫 Gospel Fellowship of Families, 

P. O. Box 2661, Carlingford, NSW 2118   或 

直接存款入GFF 在 St. George Bank 户口, 

BSB 112-879   Account: 043 227 993 

(如需收據, 請寄銀行存根并寫回郵地址) 

願主親自報答你們的愛心奉獻 



    

2010 年  11 月20 日 聚會 講座 筆記 

如何有效地表達您對別人的關心  
講員：“人際基建”總監 周天馼先生 (Anse lm Chow)  筆記：講員提供 

1.建立關係並給對方留下好印象 
 

(A)	  人與人之間互相吸引五要素	  
1.	  外表因素	  (Physical	  attraction)	   	   2.	  熟悉程度	  (Familiarity)	  
3.	  相似程度	  (Similarity)	   	   	   	   4.	  距離程度	  (Proximity)	  
5.	  互相喜歡	  (Mutual	  liking)	  

 

(B) 如何給對方留下好印象? 

1. 對別人感興趣  2. 記住對方名字 
3. 做好的聆聽者  4. 投入對方所關心所好的 
5. 賞識對方   6. 態度:   尊重、真誠、接納 
7.   行為:   a. 注意自已容貌         b. 有熱誠         c.  開放及邀請 SOLER (Gerald Egan  ) 

	  	  	  	  	  	  	  	  	  	  	  	  	  	  	  	  	  	  	  	  	  	  	  	  	  	   Squarely	  faced面向當事人	  	  	  	  	  	  	  	  	  	  	  	  	  Open	  posture姿態開放	  
	   	  	  	  	  	  	   Lean	  forward向前微傾	  	  	  	  	  	  	  	  	  	  	  	  	  	  	  	  	  	  	  	  Eye	  contact眼睛接觸	  
	   	   Relaxed放鬆	  	  
	   	   	   	   	  	  
2.要作「對方想要的」，不是自己「想給的」 
 

	  	  	  	  	  	  	  	  為要有效地表達您對別人的關心，	  你必須放下自已的參照標準，專心明白對方的需要或興趣，不嘗試用

自己的看法干擾當事人。為要有效地關心別人，要作「對方要的」，而不是自己「想給的」	  
 

情況討論：试指出以下說話的人怎樣犯了毛病，給自己「想給的」，而不是做「對方要的」  
 

夫妻两人買了新房子，邀請朋友們來坐。他們興致勃勃地在作準備。  

1.丈夫在前院種上了一行五彩繽紛的小花。太太見了，說: “你種這些花，它們過一段時間就會凋謝了，不

長久的，就像把錢扔入鹹水海。你應該種那些不會凋謝、長壽的那種。我問朋友借些刊物給你看。” 她

的話效果怎樣？  

2.太太忙碌著試用新食譜做蛋糕，有點手忙腳亂。丈夫看到，說: “在外面買回來就好了嘛，既省時又乾手

淨腳。” 他的話效果怎樣？ 

3.志輝在一間有規模的公司工作將近十五年，最近因為經濟不景，公司要瘦身，把志輝和其他幾個員工一起

解僱了。他回到家裡，坐在那裡發呆。太太見他早了回家，問:“阿輝，你今天為什麼這麼早？” 志輝

只說: “被炒了。”就不再說話。 妻子於是說: “不如你去問我弟弟那間公司要不要聘人？我幫你問也

可以。” 她的話效果怎樣？  

 

3.要明白對方的需要 	  	  
 

試指出當事人的需要: 

1.新人第一次到貴教會 

2.有朋友從布里斯本來悉尼主領數天講座，你邀請他來你家小住一晚。你在當天傍晚到會場接他。 

3.孩子9年級。放學後進入你(父/母)的車子 

4.你教會小組內一組員因要做手術入院，你在手術前去醫院探望他 

5.配偶放工回到家，車子進到車房 

6.孩子剛起床,離出門上學的時間不遠了 

7.你公司在一大樓裡，大樓門口外約有十級石階。一天你下班時，見到一盲人正離開大樓的大門，用棍子幫

助自己下石階。 

8.一洋人說:“這裡(伊士活)太多中國人了!”	  	  
 

總結: (1)我們要學習從別人的位置看事  (2)好的意願並不授權給我們為對方做決定  

  (聖經)“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聖經)“你們眾人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完》	  

  《編者註：上一期 2010年 9月18日 咒詛可變祝福！聚會信息 未完， 講員： 呂家聲牧師 ，下一期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