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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想用@电邮接收家福通讯  
请用以下电邮联络我们  

多谢支持环保 

☞在 Campsie移民中心逢每月的第三个星期五上
午十时至十二时半会有家长支持小组；欢迎家中

有自闭症或智障等的孩子的家长参加。移民中心

联络电话：(02)9784 8139。 

☞逢星期三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本团契在

Campsie移民中心为弱能人士提供有关的社区服
务及社会福利资料，并提供转介及协助联络。现

时有关服务由顾唐仪贞(Irene)师母负责。移民中

心联络电话：(02) 9784 8139。 

主内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12年第五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日期：2012年 9月 15日(星期六) 

时间：二时三十分正聚会(附设托儿服务) 
 
地点：救世军雪梨宝活礼拜堂 

(Salvation Army, Burwood Sydney. 
31 Wilga Street, Burwood NSW 2134) 
(电话：02-9747-5537) 
请前往副堂 (Church Hall) 聚会 

 

讲员：陈朱彦萍 

题目：化解日常生活上的冲突 (粤语主讲，国语传译) 

内容：讲座、诗歌、生日会及茶点等 。 
 

敬请团友准时出席，欢迎伤健人士及其家人参

加，并诚意邀请主内弟兄姊妹出席，共颂主恩！

分享主爱！祝主恩满溢！ 
  

家福团契顾问暨委员敬约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日 

 

代祷及报告  
请为即将来到的聚会祷告。为到九月份聚

会，陈朱彦萍姐妹的讲座的准备、聚会的

安排、弟兄姊妹和团友的参与祷告。  

请为伤健弟兄姊妹来往聚会路途上的安全

祷告，求主保守他们路途上没阻碍，使他

们能安心愉快的享受团契聚会。  

求主让正面临着挑战的家庭得鼓励。  

请继续为家福前面事工的发展求神带领。

家福改日将举行委员会退修计划曰，为到

家福前面的长远发展计划，求神带领。  

家福团契需要一部 data projector (数据投
影机)，请求有心的弟兄姊妹能全数捐赠或
安排集资购买。求主安排供应。  

感谢萧曹圣乐传道 (Sharon Siu)开始在家
福助理团牧的岗位上作工，感谢主答应我

们的祈祷为家福预备合适的同工。  

请为每月在 Campsie 移民中心聚会的家长
支持小组祷告。当中有未信的、也有初信

的弟兄姊妹，请为他们灵性需要祷告。  

团契聚会时间为单月第三个星期六下午二

时三十分，请各团友预留时间，准时出席。 

 

 2012 - 2014 家福团契委员名单如下： 
  

主席 : Daniel Chan 关怀小组 : Paula Su 
副主席 : Lu Jin 音乐小组 :  Jenny Yiu 
財政: Janet Wong 助理团牧 : Sharon Siu 
秘書: Irene Wong 家福团牧 : Rev. Almon Li 
委员 : Mrs. Kwan 法律顾问 : Keith Chow 
家福顾问 : Stephen Chan 干事 : Hilda Kwan 

 



萧曹圣乐传道简介  
 

生长于基督教家庭、父母亲皆是事奉神的仆人

使女，在中学时期立志献身待主。在一九八四年

与丈夫伟明及大儿子移民到雪梨居住，其后于一

九八七年神再赐下小儿子。到雪梨后在银行服

务，直至二零零六年回应神的呼召进入雪梨浸信

会神学院 Morling College 全时间攻读圣工学士，
并于二零一零年毕业。  

去年正席家庭伤健福音团契二十周年，开始参

予待奉，曹传道心志于关怀，并盼望雪梨各教会

对家庭有伤健的成员有多方面的认识及支持，而

因此可以参予事工及关顾，以致伤健人仕及其家

庭可融入教会，团契并互相学习不同的相处。她

将协助团牧李智峰牧师在「家福」的事奉。  
 

 

2012 年 7 月 21 日聚会见证分享  

神啊 , 你爱我吗?    Anna Lo 姐妹 
 

各位朋友 , 我的名字叫 Anna，在这里我想向大
家分享一个自己的见证。  
我在 1986 年结婚移民澳洲，找到一份工作，

生活安定下来，不久我就怀孕。医生说是一个男

孩，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感谢神的恩典。分娩

那日，婴孩顺利诞生，一家人高兴非常，忙着给

亲友报喜讯。但是到了第二日，我们的心情由欢

喜若狂转变为伤心失望，因为医生告诉我们，我

们的儿子患有唐氏综合病  Down’ s Syndrome，
是先天性的弱智儿童。  
当时我真是很难接受，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个孩

子。那段日子，我一方面觉得灰心失望，另方面

我又觉得是自己做错什么事，所以会有这惩罚，

对神我觉得很愤怒，因为我觉得神不爱我，他不

赐我一个正常的孩子，反而给我一个弱智的孩

子，我不明白。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这孩子也一天一天的

成长起来，他学什么都比其他小孩子慢，要花很

多时间和心机去照顾及教导他。  
现在我的儿子  Eric 巳二十三岁了，  他的智商

比其他孩子低很多，他只懂写自己的名字，写简

单的数字，讲说话只会讲些单字及些短句。  
但是当 Eric 不断的成长的时侯，  我对神的认

识也不断的增多，原来在这二十三年的岁月里，

神不断的磨炼我，使我对神认识更多，信任更多。 
在这段日子里，  神给我亮光使我明白到神的

神性及神的主权。神是创造主，人类及天上地下

一切的活物，天上的日月星体，这个宇宙都是衪

所创造的。祂是造物主，我们只是衪的受造物。

我根本没有权去使唤神给我什么；只有衪才有权

去赐给我什么。而且只有衪才知道什么才是对我  
 

 

们最好，   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有神的
计划的。  
神赐给我这儿子是神的旨意，亦是神的恩典 , 

因为神要我去学习顺服的功课，神要段练我成为

更美好的器皿，使我去帮助与我有同一样遭遇的

人去认识神。  
另一方面我认识到神是一位慈爱的神。  因为

神的爱，衪赐下衪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上，洗去我们的罪，使我们靠着耶

稣所流的宝血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是神的恩典和

神的爱。  
当时我为何会怀疑神的爱，说是因为我犯了甚

么错，所以神赐我一个弱智的孩子来惩罚我 , 我
当时真是搞错了，因为当我们接受基督为救主的

那一刻 ,我们的罪就巳经全部被神赦免了，  神又
怎会罚我呢 ! 在约翰福音 9 章 2-3 节，  门徒问耶
稣说 : 「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
人呢？  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
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

显出上帝的作为。」  
神是一位满有恩慈的神，正如哥林多后书十二

章九节：「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

弱上显得完全」。 神不会掉下你，让你独自去面
对苦难困难，衪会赐你恩典和力量，衪会与你一

起去渡过的。  
在我过去的二十多年的日子里，我亲身体会到

这句说话的真实。神在过去的岁月中赐我有工作

的能力， 可赚取金钱，有自巳的屋及车，使小孩
子不愁衣食。神又赐 Eric 及家中各人身体健康，
Eric 也不断的有进步，神亦赐我有精力和时间带
领 Eric 到处去接受各种训练及冶疗例如职业冶
疗， 物理冶疗，语言冶疗，听觉测试等等，每星
期的预约时间表都排得很满。有时如果 Eric 生了
病，  更加要 24 小时照顾他。幸好神赐我一位与
我同心的丈夫，大家互相帮助及鼓励对方。感谢

神的恩典 , 现在 Eric 已在一间庇护工场工作了。 

虽然有时为了家庭杂务，还要上班工作，又要

照顾 Eric 起居和额外的教导，身心都觉疲累，但
想到神是与我同在，衪会与我渡过每个困难，我

就不用担心，心裹得着平安。  
回想我现在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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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愁，

痛苦， 恐惧。我的担子很重，压到我透不过气来； 
但现在有神与我同行，纵然前面有很多困难，我

也不怕我又可以祷告交托神，心中满有平安和喜

乐。  
盼望当中有未信主的伤残弱智人仕家人及朋

友，都能信靠这位创造主，慈爱的神，使你们也

得着平安和喜乐的人生及神所赐的永远生命。     

 愿神祝福你们！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