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傷健家庭福音團契 
Gospel Fellowship of Families – People with A Disability of Australia Inc. 
P.O.Box 2661, Carlingford Court, NSW 2118 
PHONE: 0421 590 559 
A Non-Profit Volunteer Association funded by your support & donation 
website: http://www.gff.org.au 
email: info@gff.org.au 

第 15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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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月) 及查

經班(單月)；歡迎家中有自閉症或智障等的孩子的

家長參加。 如想參加，請先致電 顧唐儀貞(Irene)

師母查詢。移民中心聯絡電話：(02) 9784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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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48137。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團友：  
在主裡向你們問安! 

 
2016 年第一次聚會詳情如下，敬請留意： 

團契聚會  
 

日期：2016 年 1 月 16 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附設托兒服務) 

講員：李智峰牧師  

題目： 為何世上有苦難？ (粵語主講，國語傳譯) 
內容：專題講座、詩歌、生日會及茶點等 
  

地點：救世軍寳活隊 

(電話：0421 590 559) 
請前往副堂 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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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代禱及報告  

請為即將一月份聚會，李智峰牧師的講座分享：

聚會準備、安排、弟兄姊妹和團友的參與禱告。  

對於今年成為信徒的，我們向天父獻上感謝和

讚美  。願神叫他們在信心中成長，並幫助他們

繼續信靠和追隨祂。  

請記念 2016 年一月二十日三日兩夜 GFF 家庭

營：（1）所有的參與者的安全和接送往返；（2） 
求神供應和支持家庭營最後的準備；（3）神利

用家庭營去鼓勵和更新所有參與者，使成為喜

悅和感恩的時間；（4）所有義工，幫手，以及  
B lue Gum Lodge 的員工在他們事奉的崗位發

揮他們的功用；（5）有良好的天氣，叫參與者

可以享受戶外活動和營地。  

請為到有傷健兒童的家長禱告。願上帝支持和

鼓勵他們，並授予他們平安和力量，又賦予他

們智慧，養育他們家中的傷健孩子和其他孩子。 

請為到傷健兒童禱告。願神的憐愛和惻隱之心

與他們同在，願神供應他們的所有需要。祈求

神看顧傷健兒童的兄弟姐妹。  

為到所有的 GFF 的志願者和成員祈求，求主看

顧他們的健康和不同的健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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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聚會   

16/1   (週六)  2:30pm  一月單月聚會 

19/3   (週六)  2:30pm  三月單月聚會  
30/4   (週六)  5:30pm  母親節特別聚餐聚會 

21/5   (週六)  2:30pm  五月單月聚會 

                             及  會員週年大會 AGM 

16/7   (週六) 12:30pm 七月單月聚會及聚餐 

27/8   (週六)  5:30pm  父親節特別聚餐聚會 

17/9   (週六)  2:30pm  九月單月聚會 

19/11 (週六)  2:30pm  十一月單月聚會 

26/11 (週六)  5:30pm  聖誕聯歡聚餐晚會 

 
 

2016家福團契 25 週年  



講道重溫：黑暗中的曙光   (下)    
2015 年 7 月 18 日聚會信息大綱

      講員：甯頌平上尉    (筆錄 :關凱炘 ) 
經文：馬可福音五章 25-34 節  

 

當你關心別人的時候，你自己的問題仍然存在， 但不

同的是，神的祝福臨到，要叫你有意念的改變。    
 很多時候在生活當中我們會有壓力。 譬喻你見我讀書 , 

你說我身體健康 , 但身體健康並不是看表面的 ; 心靈的

健康才是 重要。 回想我在抑鬱當中 , 假如我想得太多 , 
我可能會去自殺 ; 我不想面對人、不想與人相處交往、

講話。  但當我交在神的手中，我再沒專注在我生活裏

的問題，反而我去幫助別人、鼓勵別人、為別人禱告； 
我願意讓神改變我，讓我成為別人的祝福。  這並不需

要什麼高言大志，  或是讀很多書才能做到，  只要你願

意，讓神使用你的時候， 你見到別人，你去祝福別人：

問候他們，為他人祈禱：「你叫什麼名子？我為你禱告。」 
而不是被動的坐下來，等別人為我祈禱告，等別人來問

候我。  這才是耶穌叫我得著生命的曙光。當你人生開

始轉變的時候，你所專注的像耶穌 (專注的 )一樣，祂  來
到世間並不是為了自己，為了別人，為了全人類。  耶
穌去傳道的時候，祂醫治別人。  

這個女子的實行：從她開始聽見耶穌，去想，計劃，

去行動 ... 聖經說道這女子這樣做的時候，她被醫治了。 
但這件事並沒有靜靜的完結，  第三十二節說到耶穌自

己立刻覺得有能力從他裡面出去，就轉過身來對群眾說：

“誰摸了我的衣服？”  這女子覺得多麼的尷尬！  其實

耶穌是全知全能，祂那㑹不知道這個女子是誰？但耶穌

仍堅持要這個女子現身。  這女子恐懼戰兢，俯伏在耶

穌跟前，  置身於群眾的當中，她將實情告訴耶穌，其

他人也會聽到。為什麼耶穌要這女子在眾人面前說出自

己的難處？  因為 大的祝福並不止於病的醫治，  而
大的祝福是在於她能成為別人的祝福、作見證。  她能

向別人道出自己的病，病了多久，  摸了耶穌，被醫治

好，她現在以後有什麼的計劃  ；  讓別人看到她人生的

盼望在當中。  第三十四節說：耶穌對她說：女兒，你

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災病痊癒了。」 
她的災病不是摸耶稣衣裳的時候已經痊癒了嗎? 耶稣

說的病並不止是在身體上 , 或是智能上的不足 , 重要

是在心理上面我們怎樣看自己的不足。  當我憂鬱的時

候 , 我看到自己很無用、沒有價值，我死了便好 ; 但在神

的眼前，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有他的價值。只要你發揮

神託付你的使命，  你去關心別人，不是單做一個被關

心的人。  我們每一個信徒的都可以去關心別人，神賜

我們一個 大的能力是為別人去祈禱。  啟示錄說，當

我們祈禱的時候，我們的禱告就像馨香的煙，  升上天

堂，升到神的面前。你自己怎麼看？你生命的盼望在哪

兒？  你怎樣看自己？  你在人生歲月裏，你是在等待？  
或是你嘗試親自改變人生，計劃你未來十年，開始去關

心別人， 面對別人說： 我的名字是 Robert, 我替你禱告。 
當你願意去關心別人的時候，你生命就會改變，神的祝

福便臨到你的身上。  你去試試吧，不要停留在自己的

問題當中。  但你也許說，這個問題不是在我身上，  而
是在發生在我親人身上： 我的兒子，我的丈夫身體上、

智能上不健全  ，那怎麼辦？  我們能夠堅持我們所相信

的麼？  我們能夠堅持神給我們每一個人有個正面的人

生，  去幫忙別人；去幫助我們身邊的人，作一個美好

的見證。  在我教會裏，  有個姊妹有一個有過度活躍症

的小朋友，  當她正面地照顧她孩子的時候，  又更加積

極的事奉，她的兒子繼續成長。  每一個人眼看著我們

怎様照顧身邊的人、用什麼態度，  你身邊的人就會學

到什麼態度。  當我們相信有希望的時候，別人都會接

觸到人生的希望。當我們去到教會，當牧師講道分享的

時候，告訴你們每一個人都有希望，有生命的曙光。 你
也許會說，我不足， 我讀書不多，不能作別人的幫助 ; 不
是的！  你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當別人的幫助，  為別人祈

禱、關心別人。  您可以嘗試去介紹自己，  鼓勵別人，

關心別人，這就是你生命的轉機的開始。  
人面對人生難題的時候有三種反應： 第一我們要戰勝，

另一種要逃跑逃避，第三種要堅持要堅守。  在提摩太

後書，這三個態度都成為正面的態度：  那美好的仗我

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賽程我已經跑盡了，當守的信仰我

已經守住了。  你相信什麼？你為什麼打仗？在耶穌基

督裏，他相信，他盼望，堅持繼續去跑，不浪費我們的

人生。  並不是說，我們有病，便自怨自艾、放棄，要

守住我們所相信的。  神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上面，都

有獨特的用處，都有計劃。  我們為別人祈禱，關心別

人，成為別人的幫助，並不堅持下來成為別人的負擔。

我是可以作一個可以關心別人的人，  這是神給我們的

選擇，  不管是去幫助别人多或少。  人生，神用我們的

時候，不要停留在我們身體的病痛當中，我們不斷學習，

總有一天可以用我們所學習的幫助別人。  但是幫助別

人，並不需要讀完書、學習完才開始，  今天現在已經

可以開始。  當你來到聚會的時候，不要只坐在一旁，

等候別人的關心，  而可主動去關心別人，  彼此學習、

彼此關心，這才是生命的曙光、祝福。我們堅持的時候，

我們這樣做是因為神的緣故：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

冕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義的審判者。  將來是有審

判，  神會就我生命當中做了多少，  是否有些東西應做

但沒做，  有些說話應説但没説  ，神會審判。  按著公義

審判的主到那日要賜給我的，  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

愛慕他顯現的人。  願耶穌基督顯現，與你同在，讓你

我看見，  在彼此的生命當中大家彼此幫助。  希望大家

都得到生命的曙光，將這曙光散發出去、帶給別人。 讓
我們每人都成為別人的祝福，就像耶穌基督一樣，  將
祂的生命釘在十架上，  就是為了救贖我們的罪，  成為

我們每一個相信祂的人的祝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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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749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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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福團契 誠意邀請 您  參加  
家福事工  團隊  行列  

成為 義工: 探訪 , 接送 , 文字工作  
有意 參加者 請 電郵 至  

gospelfellowshipaustralia@yahoo.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