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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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支持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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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中心

聯絡電話：(02)9784 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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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團友：  

在主裡向你們問安! 
 

2012年第五次聚會詳情如下，敬請留意： 

團契聚會  
 

日期：2012 年 9 月 15 日(星期六) 

時間：二時三十分正聚會(附設托兒服務) 
 

地點：救世軍雪梨寶活禮拜堂 
(Salvation Army, Burwood Sydney. 
31 Wilga Street, Burwood NSW 2134) 
(電話：02-9747-5537) 
請前往副堂 (Church Hall) 聚會 

 

講員：陳朱彥萍 

題目：化解日常生活上的衝突 (粵語主講，國語傳譯) 

內容：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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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日 

 

代禱及報告  
請為即將來到的聚會禱告。為到九月份聚

會，陳朱彥萍姐妹的講座的準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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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讓正面臨著挑戰的家庭得鼓勵。  

請繼續為家福前面事工的發展求神帶領。

家福改日將舉行委員會退修計劃曰，為到

家福前面的長遠發展計劃，求神帶領。  

家福團契需要一部 data projector (數據投

影機)，請求有心的弟兄姊妹能全數捐贈或

安排集資購買。求主安排供應。  

感謝蕭曹聖樂傳道 (Sharon Siu)開始在家

福助理團牧的崗位上作工，感謝主答應我

們的祈禱為家福預備合適的同工。  

請為每月在 Campsie 移民中心聚會的家長

支持小組禱告。當中有未信的、也有初信
的弟兄姊妹，請為他們靈性需要禱告。  

團契聚會時間為單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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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 2014 家福團契委員名單如下： 
  

主席: Daniel Chan 關懷小組: Paula Su 
副主席: Lu Jin 音樂小組:  Jenny Yiu 
財政: Janet Wong 助理團牧: Sharon Siu 
秘書: Irene Wong 家福團牧: Rev. Almon Li 
委員: Mrs. Kwan 法律顧問: Keith Chow 
家福顧問: Stephen Chan (幹事: Hilda Kwan) 

 



蕭曹聖樂傳道簡介  
 

生長於基督教家庭、父母親皆是事奉神的僕人

使女，在中學時期立志獻身待主。在一九八四年

與丈夫偉明及大兒子移民到雪梨居住，其後於一

九八七年神再賜下小兒子。到雪梨後在銀行服

務，直至二零零六年回應神的呼召進入雪梨浸信

會神學院 Morling College 全時間攻讀聖工學士，

並於二零一零年畢業。  

去年正席家庭傷健福音團契二十週年，開始參

予待奉，曹傳道心志於關懷，並盼望雪梨各教會

對家庭有傷健的成員有多方面的認識及支持，而

因此可以參予事工及關顧，以致傷健人仕及其家

庭可融入教會，團契並互相學習不同的相處。她

將協助團牧李智峰牧師在「家福」的事奉。  
 

 

2012 年 7 月 21 日聚會見證分享  

神啊 , 你愛我嗎?    Anna Lo 姐妹 
 

各位朋友 , 我的名字叫 Anna，在這裡我想向大

家分享一個自己的見證。  
我在 1986 年結婚移民澳洲，找到一份工作，

生活安定下來，不久我就懷孕。醫生說是一個男

孩，我們一家人都很高興，感謝神的恩典。分娩

那日，嬰孩順利誕生，一家人高興非常，忙著給

親友報喜訊。但是到了第二日，我們的心情由歡

喜若狂轉變為傷心失望，因為醫生告訴我們，我

們的兒子患有唐氏綜合病  Down’s Syndrome，是

先天性的弱智兒童。  
當時我真是很難接受，因為這是我的第一個孩

子。那段日子，我一方面覺得灰心失望，另方面

我又覺得是自己做錯什麼事，所以會有這懲罰，

對神我覺得很憤怒，因為我覺得神不愛我，他不

賜我一個正常的孩子，反而給我一個弱智的孩

子，我不明白。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  這孩子也一天一天的

成長起來，他學什麼都比其他小孩子慢，要花很

多時間和心機去照顧及教導他。  
現在我的兒子  Eric 巳二十三歲了，  他的智商

比其他孩子低很多，他只懂寫自己的名字，寫簡

單的數字，講說話只會講些單字及些短句。  
但是當 Eric 不斷的成長的時侯，  我對神的認

識也不斷的增多，原來在這二十三年的歲月裡，

神不斷的磨煉我，使我對神認識更多，信任更多。 
在這段日子裡，  神給我亮光使我明白到神的

神性及神的主權。神是創造主，人類及天上地下

一切的活物，天上的日月星體，這個宇宙都是衪

所創造的。祂是造物主，我們只是衪的受造物。

我根本沒有權去使喚神給我什麼；只有衪才有權

去賜給我什麼。而且只有衪才知道什麼才是對我  
 
 

 
們最好，   一切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都有神的

計劃的。  
神賜給我這兒子是神的旨意，亦是神的恩典 , 

因為神要我去學習順服的功課，神要段練我成為

更美好的器皿，使我去幫助與我有同一樣遭遇的

人去認識神。  
另一方面我認識到神是一位慈愛的神。  因為

神的愛，衪賜下衪的獨生子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

釘死在十字架上，洗去我們的罪，使我們靠著耶

穌所流的寶血得著永遠的生命。這是神的恩典和

神的愛。  
當時我為何會懷疑神的愛，說是因為我犯了甚

麼錯，所以神賜我一個弱智的孩子來懲罰我 , 我

當時真是搞錯了，因為當我們接受基督為救主的

那一刻 ,我們的罪就巳經全部被神赦免了，  神又

怎會罰我呢 ! 在約翰福音 9 章 2-3 節，  門徒問耶

穌說 : 「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

人呢？  是他父母呢？  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

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

顯出上帝的作為。」  
神是一位滿有恩慈的神，正如哥林多后書十二

章九節：「我的恩典夠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軟

弱上顯得完全」。 神不會掉下你，讓你獨自去面

對苦難困難，衪會賜你恩典和力量，衪會與你一

起去渡過的。  
在我過去的二十多年的日子裡，我親身体會到

這句說話的真實。神在過去的歲月中賜我有工作

的能力， 可賺取金錢，有自巳的屋及車，使小孩

子不愁衣食。神又賜 Eric 及家中各人身體健康，

Eric 也不斷的有進步，神亦賜我有精力和時間帶

領 Eric 到處去接受各种訓練及冶療例如職業冶

療， 物理冶療，語言冶療，聽覺測試等等，每星

期的預約時間表都排得很滿。有時如果 Eric 生了

病，  更加要 24 小時照顧他。幸好神賜我一位與

我同心的丈夫，大家互相幫助及鼓勵對方。感謝

神的恩典 , 現在 Eric 已在一間庇護工場工作了。  
雖然有時為了家庭雜務，還要上班工作，又要

照顧 Eric 起居和額外的教導，身心都覺疲累，但

想到神是與我同在，衪會與我渡過每個困難，我

就不用擔心，心裹得著平安。  
回 想 我 現 在 與 二 十 多 年 前 的 人 生 是 不 同 了 ，  

以前我靠自已去行人生的每一步，我埋怨，憂愁，

痛苦， 恐懼。我的擔子很重，壓到我透不過氣來； 
但現在有神與我同行，縱然前面有很多困難，我

也不怕我又可以禱告交託神，心中滿有平安和喜

樂。  
盼 望 當 中 有 未 信 主 的 傷 殘 弱 智 人 仕 家 人 及 朋

友，都能信靠這位創造主，慈愛的神，使你們也

得著平安和喜樂的人生及神所賜的永遠生命。     

 願神祝福你們！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