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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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週日)  6:30pm  家福廿五週年感恩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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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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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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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團友： 
 

在主裡向你們問安! 
 

2016 年第二次聚會詳情如下，敬請留意： 

團契聚會 
 

日期：2016 年 3 月 19 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附設托兒服務) 

講員：Jenny Yiu 姚少珍   

題目：苦盡甘來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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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三月七日 

代禱及報告 

請為即將三月份聚會，姚少珍的講座分享：聚

會準備、安排、弟兄姊妹和團友的參與禱告。   

請為到一月中舉辦完畢的 25 週年 GFF 家庭營

感恩：（1）家庭與家庭之間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2）家長之間有好的分享時間；（3）基督徒

家長們有見證分享的時間；（4）所有參與者享

受了個平安和愉快的營會。  

祈求神為到慕道中的家長預備適合的教會：支

持和支援他們和他們傷健孩子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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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為到傷健兒童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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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到籌辦男士小組禱告，求神賜給男士有一

自己的天空，互相勉勵，互相支持及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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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福團契 週年大會 (AGM) .   

5 月 21 日 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分為 家福團契 週年

大會 ，敬請家福團契會員出席。 

今年要選出新年度的委員，如有提名人選，會員可

向家福團契秘書索取提名表格填寫後交回。  

  

母親節特別團契聚會   
日期：2016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 
時間：6:00pm – 9:00pm (附設托兒服務) 
內容： 晚餐、見證分享、詩歌 等  
節目豐富，請從速 與 Lu Jun 查詢報名 
查詢聯絡: 0421 590 559 
收費：免費＊    
參與：請攜帶一碟食物與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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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gff.org.au 



 

講道重溫：成功的人生  (上)    

2015 年 11 月 21 日聚會信息大綱
                營會點滴          大牛  

 

      講員：周傑輝律師 )關凱炘:筆錄(  

 

什麼是成功？ 請先看螢幕上的人物。李嘉誠，是不是賺取

很多的金錢？ 縱然他在中國首富排行榜上不是第一， 他在

香港排行第一， 做生意方面，他仍是個很成功的人。下一

位是 Bolt , 他是全世界跑得最快的人；在 100 公尺短跑裡， 如

他讓你 80 公尺，你仍是有機會輸的， 今次他在巴西成功勝

出仍是未知數。世上還是有很多人是不成功的例子，講錢和

跑，你我都不能算是成功。 下一位是諾貝爾得文學獎得主

作家莫言， 他算成功嗎？ 每年得獎人只是一兩位，而他又

是中國人，他是很成功的，你我比較起來是不成功的。所以，

成功的定義是有些標準的。這位是李安，他是最佳導演，拿

到奧斯卡很威， 可能他不是最富有，但在電影界他是很成

功的。下一位是位香港小姐，她在學問和美貌上是雙重成功， 

她是哈佛大學生又是會考十優畢業。這位是前蘋果教主 

Steve Jobs， 他離開的時候是 56 歲； 他曾帶著蘋果電腦產品

溝通全世界，他的品牌風靡世界。 當他走的時候，他最後

的話曾說：“我在商業世界中達到成功的巔峰， 在別人的

眼裡，我的人生就是成功的縮影。但是，除了工作以外，我

只有少許的快樂。最後，財富只是我習慣了的一個生活事實。 

此時，我躺在病床上回顧一生，明白到令我驕傲的財富或別

人的肯定，在我即將面對的死亡中變得毫無意義 。.... 我所

賺取的財富並不能帶走，... 神給我們感官讓我們感受到愛，

而不是財富帶來的幻象 ... ”。 他的電腦為他帶來很多財富，

公認他在學問、財富方面他是很成功的人，不過這只是片面

的成功。 他這段話真的很有意思，是在他臨死前寫的， 所

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他說出他有個成功的人生，

但他並不開心，同時他覺得很虛空，死神行在他床邊。 就

是有愛，有財富，他仍是要離去。到最後他發現到愛是最重

要，在愛所產生出來的經驗丶影響力， 他感受到仍是會被

記念的。 

現在看在聖經裡面神怎樣看成功，看完以後我們可輕鬆了

不少。說到成功，可能在讀書、做導演、選美、財富、世界

影響力，我們不算得成功，但可幸到最後神看甚麼是成功，

我們要多著緊一點了，因為以上世間看為成功的標準，如財

富，縱然我們擁有與否對我們沒有任何影響。神怎樣看成功

呢？ 

聖經創世記 18 章 17 節：耶和華(神) 說、我所要作的事、 豈

可瞞著亞伯拉罕呢；從這段話看來這個亞伯拉罕與神非常相

熟相親，我所做的不可不告訴他呀，如熟朋友一樣。亞伯拉

罕不賽跑，又不做導演，但我覺得他是個挺成功的人，因為

神這樣對他講話。 

 這個圖是條鑰匙。 聖經希伯來書 3 章 5 節說到：摩西為

僕人、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這

個摩西也很成功，到一天你走到天家的時候，神會為你作個

見證：這人是我的家人，又全然盡忠，他雖然並不有錢 (曾

幾何時他是埃及王子非常富有，到離世的時候他沒分文只餘

下一支拐杖)；神看他的成功為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 

下一位人物在使徒行傳 13 章 22 節出現，又是個在神眼中

一位成功的人士。 《未完》 

 

      

 

  

今日下午是游泳的時間，天氣晴朗，我有幸被安排充當暫

時的救生員。早早的準備好場地， 一些家長也陸陸續續帶

了他們的孩子們前來，很快他們就玩成了一片。這時一位小

朋友，他有點膽怯，一直在水池邊徘徊；他的爸爸耐心地通

過各種方法讓他下水，經過很長時間的努力，那孩子終於下

到了水中，與他的爸爸在水裡游了起來。這個對一位普通孩

子來說，不算什麼，而對於一位有自閉症的孩子，他們的父

母需付出的代價與承受的壓力是常人難以想像的。 

 而我們的傷健福音團契，是為了這些需要幫助的朋友而設

立的，讓他們在團契裡有分享，更重要的是可以得到耶穌的

愛；因我們的神是大有能力，祂可以分擔我們的苦難，讓我

們在裏面有平安。 

 記得當初，一位姊妹有這異象，想組織一個這樣的營會。

雖然從中經歷了許多的困難，大家一起禱告，我們筹到了資

金，也感動許多同工參與進來，讓這個三日兩夜的營會終於

辦成了。營會的內容豐富：有攀岩、射箭、低繩索課程等等；

營會還特意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員來教我們如何做這些活動，

讓我們的整個營會得以順利的展開。通過與家長們近距離的

接觸，大家彼此建立了親密的感情，藉著弟兄姊妹的付出，

讓他們感到耶穌的愛。 

  在最後的分享會上，大家暢所欲言，彼此敞開，說了許

多發自內心的感言。讓我們藉著耶穌的愛去關心、了解、幫

助他們，讓他們感到自己並不孤單，在往後的日子裏，藉著

禱告、支持小組，儘量來化解他們的難處。並能認識這位又

真又活的神。 

  而作為同工的我，也從中學到了許多功課，看見弟兄姊

妹的愛心，學習與他人配搭，雖然我們的能力很有限，而我

們的主一直在保守著我們。 

    希伯來書 10 章 24 節：  

... 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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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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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註：為慶祝家福團契 25 週年，一月中家福舉辦了一次

家庭營。藉著營會，去鼓勵和更新所有参與者，使成為喜悦

和感恩的時刻。 以下文章是營會義工 大牛 (筆名) 的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