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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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期
 

 
 
 
 
 
 
 
 

 
 
 
 
 

 

2018 主題： ...   
亂世中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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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即將一月份聚會，聚會準備、安排、弟兄
姊妹和團友的參與禱告。  

請繼續為我們長期的聚會場地來禱告，求神賜
合適的場地予我們。  

爲推廣家福的事工禱告，求主賜我們有智慧及
策略向各華人教会介紹家福事工，使更多傷健
人士及其家庭認識基督，並有效的幫助傷健人
士及其家庭融入教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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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更多弟兄姐妹去關心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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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我們在 2018 年舉辦的營會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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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第一次聚會詳情如下，敬請留意： 

團契聚會  
 

日期：2018 年 1 月 20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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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李智峰牧師 

內容：信息分享、見證、詩歌、生日會 及 茶點等 
 

地點：山區宣道會 Hills Alliance Christian Church 

(電話：0421 590 559) 
請前往 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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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一月四日 

 

‘專⼼心倚靠你的，你必保護他⼀一切平
安，因為他倚靠你。’ 
   

以賽亞書 26:3  (聖經新譯本) 

                       2018 新年午餐    
               1 月 20 日  (星期六 ) 
                     12:30 pm – 2 pm 

    地點：Chiu Chou Garden 創潮樓  
              a7/2-10 Central Ave. Thornleigh 2120 
    RSVP 請從速 與  Lu Jun  報名            

  查詢聯絡: 0421 590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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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地點 更改通知 : 新地址  
Hills Christian Alliance Church 山區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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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聚會   (一月至六月份) 

17/3   (週六)  2:30pm  三月單月聚會  
28/4   (週六)  5:30pm  母親節特別聚餐聚會 

19/5   (週六)  2:30pm  五月單月聚會 

                             及  會員週年大會 AGM 
 



生命基調                    索菲亞                                                 家長心聲
 

那天朋友有事商談，約了在⿆麥當勞⾒見⾯面。我們
坐在室外，微⾵風中飄著花⾹香，藍天中⽩白雲舒卷；
⽽而⾺馬路上卻是⾞車輛穿梭不絕。全世界的⼈人都在忙，
每個城市都出現⼀一條條的⾞車⻯⿓龍。⼈人來⼈人往，這當
中有著多少感⼈人的故事？每個⼈人都在追求⾃自我
的⼈人⽣生⺫⽬目標吧？是「辭官歸故⾥里」？是「連夜赴
科場」？有⼈人的⽣生活是主動的，⾃自發的；也有⼈人
是被動的，無可奈何的。⼈人世間的得失榮辱，⼈人
世間的悲歡離合；⼀一⽚片⽚片的⼩小塊，併合成⼀一幅幅
不同的⼈人⽣生畫圖。是摩⻄西婆娑的⽥田園⾵風光，⾃自然
開朗？是梵⾕谷的憤世嫉俗，⾊色調灰暗？ 

    ⼀一⾸首⾸首的⽣生命之歌，飄蕩在廣袤的天地間。
有急促，有緩慢；有輕快，有凝重；有低調，有
⾼高昂；有⼩小溪流⽔水，有洶湧波濤。⽽而當中，也必
定有休⽌止符吧。⽣生命之歌中有整⾸首都很輕快的吧？
也許單調了點，但在這亂世中卻是何等難得。是
否悲歌更感⼈人呢？但歌中的主⾓角⼜又是如何去感
受？ 

是的，沒有嚴冬的縮瑟，⼜又怎能體會春⽇日的雀
躍？但是要終其⼀一⽣生都處於嚴冬，那⼜又如何？是
有這樣的⼈人⽣生吧？可不是？在⽂文學作品中就反
映了幾許如此⼈人⽣生；就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又
或者是⽼老舍的駱駝祥⼦子。⼆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呢？
在我們的社會中是否有另類的駱駝祥⼦子與祥林
嫂？是否有⼈人感受著完全失落，完全挫敗的⼈人⽣生
呢？主耶穌說：「凡勞苦担重擔的⼈人，可以到我
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是的，有主基督
介⼊入的⼈人⽣生，都可以有奇妙的改變。要是有⼈人的
⼈人⽣生是「零」，上主就是那個「壹」。祂使⼈人從
失落轉為豐盈，從哭泣轉為歡笑。因為上主是喜
樂之源，⽣生命之泉。歷世歷代以來，祂改變了無
數⼈人的⽣生命，叫他們的⽣生命從空虛化為傳奇。上
主為⼈人重譜⽣生命之歌，叫他們的⽣生命之歌因祂⽽而
動聽。 

這世界的苦難，⼈人類當然難辭其咎，但⼜又有誰
能給苦難作出完滿的答案呢？神學家詹佑之博
⼠士在撰寫＜苦難神學＞時，引述另⼀一位神學家雷
納（KARL RAHNER）的話：「神容許罪惡和苦
難，這理由只有神明⽩白。」是的，使徒保羅也說，
如今我們如同對著鏡⼦子（古代的）觀看，模糊不
清，到那⼀一天與主基督⾯面對⾯面，就能明⽩白了。但
神已經為⼈人類提供了救恩，祂把獨⽣生愛⼦子賜給⼈人
類。聖經說：「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因此，
我們能堅信祂向⼈人類存的是賜平安的意念，讓我
們仍然堅持天地有情，⼈人間有愛。 

如今，世界局勢也是迷濛⼀一⽚片，叫⼈人茫然、惘
然；但灰濛濛的天空，終必呈現蔚藍，那雲上的
太陽終必出現。 《完》 

 

我們可愛的兒⼦子 Lesl ie 從⼩小就沒有語⾔言，他三
歲半的時候被確診是⾃自閉症，起初我們感到痛苦
與無奈，到了後期慢慢的接受下來。當年更毅然
決定帶兒⼦子返回中國，尋找國內⾃自閉症訓練機構，
對他進⾏行⾼高强度的訓練。  

離鄉背井移到中國⽣生活有七年了，對我們来說
確實不易，雖然我們花了很多⾦金錢和⼼心⾎血，但看
到兒⼦子每天⼀一點⼀一滴的進步，能夠對我們說聲
「爸爸、媽媽，我愛你」這⼀一句話，我們⺒巳經感
到很欣慰。就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2010 年我們⼀一家⼈人返回了澳洲，很感恩認識了
家福團契，在顧師⺟母帶領下成⽴立了家⻑⾧長⽀支援⼩小組，
為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分享平台，家⻑⾧長能夠從中
學習更多訊息，更能互相⽀支持和⿎鼓勵，我們都是
同路⼈人，⼤大家會更加瞭解和包容。 

平時我們偶然會飽受別⼈人歧視的眼光，也像⼤大
多數特殊家庭⼀一樣，常感焦慮，恐懼孩⼦子的將來，
感恩有家福這個⼤大家庭，在背後⽀支持和陪伴着，
我們才有繼續前進的動⼒力，無論以後的路有多難、
多⻑⾧長和多遠，我們都可以堅強地⾛走下去。 

真是萬分感謝家福團契和顧師⺟母，更是感恩！ 

阿冰 

 

不知不覺與家福家⻑⾧長⽀支援⼩小組渡過了多個年頭，
回想過去，⾃自⼰己帶着⼀一個⾃自閉症的⼩小孩，⽣生活上
感到無奈無助，更感覺到好像沒有希望。這段時
間我結識了⼀一位與我有同樣處境的媽媽，可能⼤大
家都是同路⼈人，所以能夠互相勉勵和幫助。 

她帶我認識家福團契，⼩小組內⼤大家如同⼀一家⼈人，
在顧師⺟母和透過朱⽂文美姊妹帶領查經班，使我認
識了⼀一位真神，衪是耶穌基督。因為衪我的⽣生命
改變了，沒有從前那麽百般無奈，⽽而是有盼望的。
因為信主可以得到永⽣生，很感恩成為神的兒⼥女，
我祈求能活出⼀一個基督徒的樣式，⼀一切榮耀歸於
主耶穌基督，阿們！ 

Ci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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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