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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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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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及報告 

代禱及報告 

請為即將九月份聚會的準備、安排、弟兄姊

妹和團友的參與禱告。為 Daniel 弟兄及顧

師母的身體軟弱代禱。 

祈求神加添身、心、靈力量予所有照顧者。 

請禱求神提供幫助於那些目前未被政府的

提供任何支援的傷健人仕。 

感恩神保守看護顧師母的身體軟弱，讓她今

年不用手術。 

請為有不同需要的肢體禱告，求神安慰及醫

治，並賜他們有平安，有力量，在患難中緊

緊依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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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籌辦 2018 年一月生活營禱告，營會的籌

劃，求主預備工作團隊，順利展開工作，並

供應經濟上的需要。 

請為家福預備適合社工同工，求神動工 。 

請為建立北區家長支援小組禱告。 

請為到男士和爸爸們的外展事工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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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内弟兄姊妹、各位團友： 
 

在主裏向你們問安!! 
 

2017年第七次聚會詳情如下，敬請留意： 

團契聚會 
 

日期：2017 年 9 月 16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聚會 (附設托兒服務) 

題目：周傑輝律師 (粵語主講，國語傳譯) 

內容：講道、詩歌、生日會 及 茶點等 

地點：救世軍寶活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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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誠意邀請主內弟兄姊妹出席，共頌主

恩！分享主愛！祝主恩滿溢！ 
 

家福團契顧問暨委員敬約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日 

 

 2017 聚會 

18/11 (週六)  2:30pm  十一月單月聚會 

25/11 (週六)  5:30pm  聖誕聯歡聚餐晚會 

 

‘你們所有勞苦擔重擔的人哪，到我這

裡來吧！我必使你們得安息。 ’ 
 

馬太福音 11:28 (聖經新譯本) 

家福團契 誠意邀請 您 參加  

家福事工 團隊 行列  
成爲義工: 探訪, 接送, 文字工作 

有意 参加者 請 電郵 至 

info@gff.o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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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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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神的恩典                             曾愛英  姊妹的見證 

 
 

我提早退休了, 這個決定令很多同事、朋友艷羨不已。

不少人認為我一定是擁有很多財富，足夠在退休以後吃

喝玩樂，享受人生。事實並非如此。誰會想到九七年金

融風暴中，我的財產化為烏有，居住的地方變成了負資

產，甚至負債累累？我經歷過人生最慘淡的低潮。可是，

我也同時見證了神的恩典，不但從人生的低谷站起來，

還明白到有神的生活才是最好最豐盛的生活。 

任教多年，看到一些偽善基督徒的行為，實令人心寒。

以偏概全，我便認定自己是不會成為基督徒的。當我聽

到：「世人都犯了罪，你們應當悔改。」時，我更是反

感。我不明白我們犯了什麼罪？我沒有殺人、放火、也

沒有偷呃拐騙，何來有罪？難道基督徒就不是罪人嗎？

可笑自己當時太自負，不明白自己擁有很多貪婪、嫉妒、

懦弱、自私等與生俱來的罪性。然而，主是憐憫的，是

仁慈的，是寛恕的。祂並沒有因為我的不信而離棄我。

反而，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經歷了祂的恩典，讓我醒悟過

來。 

1997 年，香港樓價有升無跌，當時居住的黃埔花園，

呎價升至過萬。眼看著是投資炒賣的好時機。於是，我

和丈夫決定加按自住的居所，以 480 萬買入將軍澳的單

位自住，黃埔花園單位則以 2.5萬租給一個日本人。同

時，丈夫看中了青衣灝景灣一個向海一千呎單位，作價

780萬，並付了三成訂金作炒賣之用。誰知1998年盛夏，

樓市崩潰，我們不但失去了手頭上所有現金，連朋友、

姊姊借給我們的錢都快要失掉。當時，大兒子在紐西蘭

讀大學，小兒子讀中四，支出不菲。家庭經濟面臨破產

危機，丈夫感到內疚、沮喪。我倆都束手無策，唯有找

地產商試行出售物業。 

那時我不敢在人面前垂淚，怕大家難過。一天下午，

獨坐家中，我覺悟到自己的力量是何等薄弱，何等無助。

終於，我忍不住放聲大哭。突然間，我想到小天使容美

及一些共事多年的基督徒同事如何藉著禱告求神幫助。

於是，我跪在床邊懇切祈求。我放下自己的驕傲，講出

自己的處境，求神帶領我走出這個困局。祈禱之後，心

情奇妙地平伏下來。真的，神的作為是誰都沒法猜得到

的。我的困局竟在三天后奇蹟性地出現轉機。 

平日，我不會在晚上 12時後看電視的。星期五那天，

當我正要上床睡覺時，我的丈夫突然想我陪他看一出明

珠台播映的電影。由於它的內容是講述一對夫婦在荒山

遇險的故事，正合我們當時身陷險境的心情，於是我便

答應了。看完電影已是凌晨二時左右。我們剛上床不久，

便聽到門鈴聲。初時不以為意，直到門鈴聲響第二次，

第三次時，我們終於起來看看。打開門一看，站在門前

的竟是兩位利嘉閣地產經紀。原來有一位陳先生願意以

638 萬購買我們位於黃埔花園的單位。然而，我們的單

位已在早前租出，怎辦呢？可是，這是解決困境的一個

大好機會，怎能放過？ 

翌日早上，我聯絡了代理日本租務的經紀，告訴他我

們要破產了，願意以三個月租金 7.5 萬賠償給租客，希

望他交回單位。感謝主，雖然他剛住了三個月，可是， 

 

 

卻十分同情我們的處境，答應了。當我們收了 15萬訂金

後，一心以為問題已經解決。 

誰知，一個星期後，陳先生卻聲稱要取消交易，但要

求面談。失望之餘，我仍答應跟他見面。萬萬想不到的

是，坐下交談了一會，對方突然表示改變主意，願意維

持交易，說因為相信我，也相信我住過的會是個好單位。

可惜，事件尚未完結─ 陳先生的父親要求看樓。 

難題又來了，不但租客尚未遷出，要聯絡，也不會日

本語，怎辦？於是我請地產經紀替我給租客傳真一紙便

條，請他開門讓陳老先生看樓。由於言語不通，加上逢

星期一至五他都會在深圳工作，只有星期六、日才回港，

所以沒法得到回覆，不知道人家是否願意。儘管如此，

在星期日早上，還是硬著頭皮帶著買家按門鈴。幸好租

客十分友善，容讓我們入內參觀。 

陳老先生來者不善，看得出是找藉口退訂。我心想交

易馬上要告吹了。忽然，窗外吹來一股涼風，滿屋一陣

涼意，十分舒暢。陳老先生一句：「很好風啊！」，這

宗買賣成交了。怎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傳來銀行

因為樓價再跌，不肯以 638 萬受按。不知何故，我順口

一句：「減 50萬吧！」就成功賣出，也解除了我們的困

局。 

在重重的波折下，每日都有新的難題。我感到非常迷

惘，在無計可施下，唯有每晚祈禱，求神帶領。結果，

我每晚居然都能安然入睡。神的恩典就是如此臨到我的

身上。接著，除了賣出手上物業外，即使付了訂金的，

也只能放棄。這樣，我的財困終於得到解決，也逃過了

破產的厄運。我開始去教會聽道，參加了慕道班。我明

白到金錢是不可靠的，亦不可靠自己，甚至親人及最好

的朋友也愛莫能助，世間的事物都是短暫的，只有作為

神的兒女，才能得享永恆的平安、喜樂和福份。以前聽

道都不明白，因此沒有興趣。自從經歷了神的帶領後，

我似乎得了一條鑰匙，開啟了一道信主的門。現在聽道

和上聖經班都能有進步，有領悟。 

2002 年 7月 28 日，我受浸了。現在我承認自己是一

個蒙恩的罪人，只有神施的恩典才能使我得救。我的經

歷是真實的，感謝主的大愛沒有因我的不信而放棄我，

感謝主的指引讓我度過了困境。金融風暴引發了許多故

事，我僥倖在那時候尋求神的幫助，也蒙憐憫得到幫助。

我感謝曾為我傳福音，為我祈禱的基督徒好友，因此，

我不會再讓別人的壞行為阻礙我尋求真神的決定。 

現在我雖然沒有豐厚的積蓄，但是孩子們已經畢業了，

並且找到了工作。相信供了 35年的公積金，丈夫的退休

金及長俸，足以應付樓按及日常開支。可見主的恩典是

足夠的。金融風暴會不斷重演，人們的貪念也會不能自

控地作出超越能力的決定。要活得更豐盛，方法就是生

活在神的旨意中。就是學習將自己的目光放在永恆的生

命及積財在天，而不是在地上。此外，我們更要常常警

醒自己：「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弗四. 27)因為魔鬼

會利用人的貪念和慾望，常常試探和誘惑我們。憑著主

的力量，馬上跟魔鬼劃清界線吧。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