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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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即將十一月份聚會，聚會準備、安排、
弟兄姊妹和團友的參與禱告。  

為我們的聚會場地來禱告，求神賜合適的
場地予我們。 

保守團體中有身體軟弱的肢體，求神賜給
他們平安，感動更多的弟兄姐妹去關心他
們。  

感恩神保守看護顧師母的身體軟弱，讓她
今年不用手術。  

請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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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我們將在明年一月舉辦的營會耒禱告，
求神賜我們核心小組同工有能力，有智慧
去安排這樣一個活動，並藉這樣一個活動
把福音傳出去，讓更多的人來歸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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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團友： 
 

在主裡向你們問安! 
 

2017年第八次聚會詳情如下，敬請留意： 

團契聚會  
 

日期：2017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聚會 (附設托兒服務) 
題目：聖誕聚會  (備 粵語/國語傳譯) 

內容：感恩分享、詩歌、生日會 及 茶點等 
 

地點：救世軍Earl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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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但那些仰望耶和華的⼈人，必重新得
⼒力；他們必像鷹⼀一樣展翅上騰；他們奔
跑，也不困倦，他們⾏行⾛走，也不疲乏。’ 
   

以賽亞書 40:31 (聖經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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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聯歡聚餐晚會    
               11 月 25 日  (星期六 ) 
                       5:30 pm – 9 pm 

   節目豐富，由 佳韻音樂事工  (Glorious Melody)  
    領會。地點：救世軍Earlwood 隊。請從速 

    與  Lu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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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注

意
：
新

聚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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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地點 更改通知 : 新地址  
58 Earlwood Ave. Earlwood NSW 2206 



我的感恩見証               王李泳薇

 
在中⼆二的時候，我和家⼈人⼀一起移⺠民溫哥

華。那時候在中學認識⼀一位好同學，她是
⼀一位基督徒，她帶我去⼀一間學校做義⼯工教
⼩小朋友。之後在 2002 年，我感覺⽤用愛⼼心
去幫助⼈人是開⼼心的事。我的⽗父⺟母回流⾹香港，
當時我要照顧妹妹。有⼀一次我駕著⾞車⼦子送
我妹妹返學之後，我就獨⾃自回學校；突然
間有⼀一部⾞車⼦子衝過來，於是全⾞車盡毁，幸
好我是安然無恙！感謝主！我仍然⽣生存
在世上。 

後來我的同學帶我去⼀一間不是正統的教
會，我認識了前度男友，他是⼀一位廣東⼈人，
但是他對我並不認真，差不多和他⼀一起⼗十
年，可是我們的關係是分分離離的。當我
回流⾹香港之後，爸媽並沒有給我空間，⽽而
且是⽤用責駡的語氣和我相處，我很不開⼼心，
好像活在沒有愛的家庭裏。後來前度男友
來⾹香港探訪我，說要正式分⼿手，令到我更
加傷⼼心。終於我嘗試向神禱告，我想神給
我⼀一個可信靠⽽而⼜又合適我的伴侶，我希望
他是⼀一個基督徒。 

認識主的經歷，⼤大約在 2011 年，我認識
⼀一班好的基督徒，她們為我禱告，還帶我
去正統的教會。事後，我真正認識主之後；
我遇到樂霖：他是⼀一個基督徒，是我媽媽
的好同事的兒⼦子，他對我很真⼼心。在⼆二零
⼀一⼆二年九⽉月廿⼆二⽇日我們結婚了。 

婚後，我來到雪梨，沒有親戚和朋友。
那時候我感到有些孤單，但樂霖常常在我
⾝身邊⽀支持我，我會向神祈求。我不想無所
事事，想認識多些朋友、學習做家務和煮
飯，我希望⾃自已能夠獨⽴立。樂霖帶我去教
會，好開⼼心認識教友和師⺟母，在他們⾝身上
⾒見到神對我的愛和教識很多做⼈人的道理。
所以在⼆二⽉月⼗十七⽇日，我決定真正信耶穌成
為主耶穌的⼥女兒。 

蒙主眷顧，我⾮非常感恩，因為我有⼀一對
疼愛我的⽗父⺟母、⽀支持我的奶奶和⽼老爺、真
⼼心真意的丈夫、關⼼心我的教友和牧師及師
⺟母；我還有⼀一班好朋友。⽽而且我有機會學
習獨⽴立和成⻑⾧長，在⼀一個我從來不認識的地
⽅方。加上我現在更認識怎樣和丈夫相處，
學習忍耐、包容、忍讓、愛和不⾃自私。現
正學習怎樣待⼈人和服事，我覺得我很滿⾜足，
過着簡單和幸福的⽣生活。我感到神常常在
我⾝身邊，看顧我。故此我決定受洗，正式
成為祂的兒⼥女。 

認識家福，感恩，2016 年我在基督教華
⼈人宣道會迦南堂收到⼀一本澳洲傷健家庭
25 週年紀念特刊，其中⼀一位關曾夢莎姊妹
介紹這本；當我回家看完之後，我有感動
就打電話給夢莎姊妹，然後她叫我參加
2016 年的九⽉月單⽉月家福團契聚會。我很
⾼高興認識家福的弟兄姊妹和顧師⺟母，還有
看⾒見⼀一些很可愛的⼩小朋友，神賜我的恩賜，
就是叫我教⼀一些可愛的⼩小朋友。這些⼩小朋
友很需要釋放⾃自已的感情，⽤用畫畫可以令
到⼩小朋友能夠輕鬆，加上我⾃自已很喜歡⼩小
朋友。感恩，今年 2017 年六⽉月廿⼋八⽇日，
我要做⽿耳⾻骨⼈人⼯工⼿手術，是在右⽿耳。怎樣我
要做右⽿耳⼿手術，是 2016 年的⼆二⽉月，我⽼老

公的公司倉庫 (Warehouse)邀請我做質
量控制 (QC)⼯工作，是臨時⼯工；不過我要
先檢查⾝身體和聆聽測試；可是聆聽測試不
合格。因我出世的時候，我的右⽿耳是聽不
到，依靠左⽿耳來聽。當時我⾃自已的⽗父⺟母不
懂⽴立刻找醫⽣生醫治；所以感恩來到澳洲雪
梨，神給機會和開路派⼀一個好的⽿耳科⼿手術
醫⽣生來醫治我的右⽿耳。 
感恩，奶奶、⽼老爺來澳洲雪梨探望我和⽼老
公，他們來照顧我。他們知道我要做⽿耳⾻骨
⼈人⼯工⼿手術，是在右⽿耳。到了六⽉月廿⼋八⽇日，
我要在北岸私⽴立醫院(North Shore 
Private Hospital)做⼿手術，那天奶奶為我
代禱；當我做完⼿手術後，奶奶很有愛⼼心，
留在醫院照顧我。她還拿聖經來分享聖經
故事給我聽，和為我代禱能早⽇日康復。那
天我要留⼀一晚醫院，奶奶不能留在醫院陪
伴我。我不能吃東⻄西，因⿇麻醉藥未過；所
以護⼠士幫我檢查⾎血壓，她量度⾎血壓發覺我
⾎血壓低，她建議我喝多⽔水和吃東⻄西。到了
零晨，我肚餓，就叫護⼠士給我吃東⻄西，吃
完東⻄西後，護⼠士再給我量度⾎血壓。感恩我
的⾎血壓升回正常，所以不⽤用擔⼼心。我再留
多⼀一天醫院，第⼆二天⽼老公、⽼老爺和奶奶接
我出院，我只是⾝身體軟弱和右⽿耳傷⼝口有些
痛，所以只是吃⽌止痛藥。 
在六⽉月卅⽇日星期五，我的迦南堂牧師和師
⺟母來我們家探望我，為我傷⼝口代禱，還有
為我⽼老爺代禱他可以信主。每晚我都有禱
告，祈求⼀一位天使能傳福⾳音給我⽼老爺和希
望我的⽿耳傷⼝口能早⽇日康復。感謝主！祂真
的派了⼀一位天使，是 Jenny 家福傳道⼈人在
七⽉月⼆二⽇日來我家探望我之外，還有向我⽼老
爺傳福⾳音；當然我們不能迫他信主，給他
想⼀一想。奶奶照顧我，她給我很多時間休
息，不給我做那麼多家務，我們⼀一起讀經
和祈禱。 
感恩，七⽉月五⽇日，我的迦南堂姊妹 Stella
來我們家探望我，還有我們⼀一起吃午餐和
我⼀一起分享。那天有⼀一個園丁來幫我們做
花園，他送了三個糭給我們吃，⽽而姊妹做
了杏仁茶給我們喝。感謝主！我們那天是
沒有時間煮午餐，所以我們和姊妹⼀一起吃
午餐。 
感恩，過了⼀一個星期難關，我的右⽿耳傷⼝口
沒有那麼痛楚。七⽉月九⽇日，我們返基督教
華⼈人宣道會迦南堂，我的右⽿耳開始能夠聽
到聲⾳音和未習慣⽤用兩隻⽿耳來聽，但是好奇
妙！ 

感恩，七⽉月⼗十九⽇日下午，顧師⺟母、關曾
夢莎姊妹和 Betty ⿈黃姊妹來我們家探望我
們，我們⼀一起分享⾃自已的⾒見證，介紹⼀一本
書給我⽼老爺和⼀一起禱告。那天我們談到停
不了⼝口，差點忘記各⾃自要煮晚餐。 

感恩，七⽉月廿五⽇日早上，⼀一位迦南堂姊
妹 Stella 來我們家和奶奶⼀一起做杏仁餅，
⽽而我煮午餐給奶奶、⽼老爺、Stella 和我⾃自
已吃，第⼀一次煮給那麼多⼈人吃。因平時只
得我和⽼老公樂霖吃，⼤大家⼀一起吃得津津有
味，⼀一起分享和⼀一起吃甜品，是 Stella 親
⾃自做的。之後奶奶忽然收到⽼老公弟弟的電

話，是他在波蘭的⼯工作不順利。然後奶奶、
Stella 和我⼀一起禱告。第⼆二天⽼老公弟弟的
⼯工作⼀一切順利，感謝主！ 

七⽉月廿六⽇日中午，奶奶約了她兩位舊同
事吃午餐，我們三⼈人⼀一起去她其中⼀一位舊
同事家，和另外⼀一位舊同事⼀一起吃飯。感
恩：其中⼀一位舊同事夫妻是基督徒，神每
天都是與我們同在。 

七⽉月廿⼋八⽇日早上，我帶奶奶⽼老爺⼀一起返
迦南堂⻑⾧長⻘青團契。感恩⽼老爺回應我們⼀一起
參與這個團契，奶奶⾒見回她的姊妹們和⽼老
爺能認識⼀一些新弟兄姊妹們，我們⼀一起分
享和吃午餐。完了後，我帶奶奶和⽼老爺⼀一
起搭巴⼠士去 Parramatta 和 Macquarie 
Centre 購物中⼼心⾏行街。因為服裝店那天
冬天⼤大減價最後兩天。感恩我和奶奶的冬
天褸是⼀一樣的，⽽而我⽼老公和⽼老爺的冬天褸
也是⼀一樣的，真是⼀一家⼈人！還有奶奶⼜又買
多⼀一件冬天褸送給我，她看到我今年是⽐比
之前有很⼤大轉變，成熟了很多，不是我貪
⼼心，是奶奶主動買褸送給我。 

七⽉月廿九⽇日下午，我們⼀一家四⼝口⼀一起去
探望其中⼀一位家福姊妹 Betty的家。感恩，
能夠和 Betty 的家⼈人⼀一起分享，Irene, 
Janet 和我可以⼀一起玩⾳音樂、彈琴；因我
⾃自已喜歡⾳音樂和美術。到了晚上，我親⾃自
摺半束玫瑰花送給我奶奶，多謝她在我⼿手
術中的時候和休養中照顧我，因奶奶和⽼老
爺⼀一起在七⽉月卅⽇日返⾹香港。真的感謝主，
這個七⽉月看⾒見⽼老爺和我們⼀一起返教會，他
沒有拒絶不去和他看⾒見⽼老公都返教會，是
⼀一個好⾒見證。今年奶奶、⽼老爺、⽼老公和我
的關係越來越好，希望我⾃自已的⽗父⺟母能夠
信主。 

⼋八⽉月⼆二⽇日早上，⽼老公陪我去⽿耳科⼿手術醫
⽣生看我的右⽿耳傷⼝口康復沒有，在 Bella 
Vista 的診所。他很⾼高興地跟我說：“恭
喜你！你的右⽿耳完全康復了。”然後他就
幫我洗右⽿耳傷⼝口，洗得很乾淨，不再⽤用棉
花放在我的右⽿耳。他說：“現在給我兩個
⽉月的時間，要我習慣兩隻⽿耳來聽聲⾳音。”
因我的腦神經系統還沒習慣⽤用兩⽿耳來聽
聲⾳音，所以給我兩個⽉月時間來克服，兩個
⽉月後我將會再去⽿耳科⼿手術醫⽣生處覆診，還
要檢查右⽿耳聽⼒力測驗。現在我的⼼心情很開
⼼心，感謝主！加上我以後不再依靠左⽿耳聽
聲⾳音，終於可以兩隻⽿耳聽聲⾳音，真是感恩！
奇異恩典！真是奇蹟，希望這兩個⽉月我要
好好努⼒力習慣兩隻⽿耳來聽聲⾳音。 

感恩， ⼗十⽉月六⽇日早上九時半，我⽼老公陪
我去做⽿耳科聆聽測試，看我的右⽿耳⼿手術傷
⼝口康復沒有，在 Bella Vista 的診所。然後
他就幫我右⽿耳聽⼒力測驗，他很⾼高興地跟我
說：“恭喜你，你的右⽿耳聽⼒力測驗結果是
99%完全康復了，It's really Amazing。"
⼿手術⽿耳科醫⽣生真的好技術。 

這個⼗十⽉月廿⼀一⽇日，我和⽼老公將返⾹香港三
個星期，到時我把我的⾒見證傳福⾳音給的⾃自
已的⽗父⺟母，希望能夠打動他們的⼼心和能夠
信主。《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