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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主題：  
作你的好鄰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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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到 GFF 神預備了接任 Irene 師母社區工作

人選感恩。求主帶領保守面試過程，為 GFF
確認合適同工人選。為到 Irene 師母長期擔

任 GFF 社會工作者感恩；感謝社區中所有通

過這事工表現出基督之愛的人。  

為到寶活長老會 2019 年提供場地給家福感

恩。請繼續求神讓 BPC 能成為和預先約定

為我們未來幾年聚會的地方。  

求主為家福成立北區家長支援小組事工作

預備：地點丶義工丶參與的人等。  

爲推廣家福的事工禱告，求主賜我們有智慧

及策略向各華人教會介紹家福事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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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生活。  

請爲有不同需要的肢體禱告，祈求主幫助我

們在面對掙扎和失望時繼續信靠，並堅持我

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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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父神看來，純潔無玷污的虔誠，

就是照顧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

守自己不被世俗所污染。’ 
   

雅各書 1:27  (聖經新譯本)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團友： 
   

在主裡向你們問安! 

  2019 年第五次聚會詳情如下，敬請留意： 

團契聚會 
 

日期：2019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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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信息分享  (備 粵語/國語傳譯) 
主持：基督教華人宣道會 迦南堂 姊妹團契  

     內容：信息分享、詩歌 及 生日會 等 

 

(電話：0421 590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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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七月三日 

 

聚會地點通知 : 寶活長老會 
Burwood Presbyterian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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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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節特別團契聚會   
日期：2019 年 8 月 24 日 (星期六) 
時間：5:30pm – 9:00pm (附設托兒服務) 

內容：

     李智峰牧師：作你的好鄰舍 

節目豐富，請從速 與 Lu Jun 報名 
查詢聯絡: 0421 590 559 

  地點：寶活長老會  
參與：請攜帶一碟食物與人分享＊   收費：免費＊ 



  

人活在世上需要愛，這是不能改變的事實。

我們需要別人的愛，亦有愛別人的需要。甚

麼是愛？真愛不是一種哲理，讓人作學術研

究，或只是談談說說。真愛是會使人充滿熱

誠，能鼓勵人起來參與及行動。 

有人解釋愛是在痛苦難過的時候握著你的

手；愛是當你有困難時，陪著你渡過；愛是

夜裏離開溫暖的被窩，為病中的你灌個熱水

袋；愛是在極度疲倦時仍向你發出微笑。這

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真愛的流露就是

從小事開始，若要等到大事的時侯 才 行 動，

很可能那一刻永不會來到。還有，若是小事

不肯做，等到有大事發生時，一定 不 會 做。 

保羅在聖經提醒我們：「你要追求愛」，

我們要以愛為追求的目標。但很可悲的事是，

現代人有很多目標，但就是忘記了愛的重要，

並沒有積極追求愛。 

在一個星期天的祟拜，我們教會有一個患

了自閉症的青年人面帶愁容，很不開心，之

後還哭了起來。我就邀請他到外面傾談。他

告訴我不開心的原因，是好朋友離開了。我

以為他的好朋友離開了世界，所以他這麼傷

心，所以安慰他，「你的好朋友，現在很可

能在天堂，將來你會再見他的。」我想為他

的朋友禱告，問他朋友的名字，那知他告訴

我，不只是一個朋友。我就很驚奇 地 問 他，

為甚麼那麼多朋友離開了？他就告訴我，因

他畢業了，所以不能再見到那班好朋友，他

說時仍然是很傷心的。我很欣賞他那份純真

的愛，這是現代人失去了的寶貝。我記得在

年少時，自己也有這份純真愛。我會為我家

養的那頭狗死了而哭上十幾天；我會因担心

年老的祖母死去而偷偷哭起來；我會為與我

一同長大的表兄妹移民而暗暗落淚。但這份

寶貴的純真愛，隨著年齡的增長，要兼顧的

事務增多；就漸漸失去了。 

這絕對是現代人的悲哀。今日很多人有很

多不同的目標去追求，以致心專注於那些要 

 

 

 

達到的目標上，以致忽略了更重要的情，愛

及關懷。 

最近很多調查，發現現代人的快樂指數不

斷下降。人不快樂當然與生活環境有關。無

可否認，生活困難，遇到意外，或身體患病，

會使人變得不快樂。但我相信人越來越不快

樂的主要原因，是人與人的關係越來越疏離，

沒有關懷，沒有愛。 

我教會有一個弟兄，一生遇到很多的苦難，

最痛苦的莫如喪子之痛。他在美國 的 兒 子，

很有成就，但很年青時，因潛水遇險而喪生。

跟住不久，他又患了前列線癌。治 療 好 了，

不久又患上了肺癌，醫生話，無辦法可以治

療了，換句話說，他是在等死。但他沒有因

此而變得消極，絕望。反而是仍然積極地過

生活。不單只每星期出席教會祟拜聚會，也

盡量參加查經班。他還在佈道聚會為主作出

美好的見証。每次見到他，他都是面帶笑容。

甚麼原因導致他在苦難中，仍然能夠喜樂？

他自己話；是神的愛，神的恩典；是弟兄姊

妹對他的關懷及愛，使他能夠充滿盼望地渡

過人生一個又一個的困難，苦難。 

朋友，若你能在繁忙的生活中稍微停下來，

感受一下你所處的世界，就會發覺這世界充

滿著心靈受傷的人，很需要我們去關心他們 ; 

這些受傷的人，甚至可能是我們的至親，他

們正等待著別人來為他們療傷。 你願意在這

個冷漠的世界，播下愛的種子，關懷的種子

嗎？若你、我都願意起來，每日關心別人多

一些，這世界的冷漠就會少一些，溫暖，快

樂，盼望就會多一些。 

最後，我以耶穌基督的心意作為結束，願

耶穌的話提醒及激勵我們。 

耶穌話真基督徒的標誌是愛:「你們若有彼

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

徒了。』」【約十三 35】 

耶穌話“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

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

我身上了。”」【太廿五 40】《完》 

 

人人都需要愛                                                李智峰牧師         

 2019 聚會   
21/9   (週六)  2:30pm  九月單月聚會 
16/11 (週六)  2:30pm  十一月單月聚會 
23/11 (週六)  5:30pm  聖誕聯歡聚餐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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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