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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主题：  
作你的好邻舍 

逢每月的第三个星期五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半会有家长
支持小组(双月)及查经班(单月)；欢迎家中有自闭症或智
障等的孩子的家长参加。如想参加，请先致电邱朱淑华
(Mrs Alison Yau)查询。移民中心联络电话：(02)97893744。 

逢星期三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本团契在 Campsie 移
民中心为弱能人士提供有关的社区服务及社会福利资料，
并提供转介及协助联络。现 时有关服务由邱朱淑华(Mrs 

Alison Yau)负责。移民中心联络电话：(02)97893744。 

代祷及报告 

  衷心感谢 Irene 师母多年的忠心服事。 

感谢主安排 Alison Yau (邱朱淑华) 姊妹接任
社区工作。 

为到宝活长老会 2020 年提供场地给家福感恩。
请继续求神让 BPC 能成为和预先约定为我们未
来几年聚会的地方。 

求主为家福成立北区家长支援小组事工作预备:
地点㇔义工㇔参与的人等。 

为推广家福的事工祷告，求主赐我们有智慧及
策略向各华人教会介绍家福事工，使更多伤健
人士及其家庭认识基督，并有效的帮助伤健人
士及其家庭融入教会生活。  

请为有不同需要的肢体祷告，祈求主帮助我们
在面对挣扎和失望时继续信靠，并坚持我们的
信仰。 

请为到身体软弱的肢体祷告。  

为到所有的 GFF 的志愿者和成员祈求，求主
看顾他们的健康和不同的健康需要。  

团契聚 会时 间为 单月 第三个 星期 六下 午二 时
三十分，请各团友预留时间，准时出席。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19 年第七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日期：2019 年 9 月 21 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二時三十分聚会 (附设托儿服务) 

题目：将爱传万家  (备 粤语/国语传译) 

主持：顾唐仪贞师母  (Mrs Irene Ku) 

       內容：信息分享、诗歌 及 生日会 等 

 

(电话：0421 590 559) 
 

 

敬请团友准时出席，欢迎伤健人士及其家人参
加，并诚意邀请主内弟兄姊妹出席，共颂主恩！
分享主爱！祝主恩满溢！ 

 

家福团契顾问暨委员敬约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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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
明了。’  
                罗马书 5:8  (圣经新译本)    
 

 2019聚会   
16/11   (周六)  2:30pm  十一月单月聚会 

30/11   (周六)  2:30pm  圣诞联欢聚餐聚会 
 

如对家福团契事工有感动请用划线支票, 汇票, 或本票, 

抬头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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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收据, 请寄银行存根并写回邮地址) 
愿主亲自报答你们的爱心奉献 

家福团契诚意邀请 您 参加  

家福事工 团队 行列  
成为 义工: 探访, 接送, 文字工作 

有意 参加者 请 电邮 至 

info@gff.org.au 

聚会地点通知 : 宝活长老会 
Burwood Presbyterian Church 



  

 

早在我出生前，我父母就在 Baulkham Hills

的华人教会聚会很久了，因此我是出生在基督

徒家庭的，身边都是教会的叔叔阿姨们。我小

时候身体一直不好，父母常常提醒我，那时有

多少满有爱心的叔叔阿姨来医院探望我们、送

饭和送衣服给我们。他们还告诉我，整个教会

是如何多次为我的健康祷告。想到这些，我可

以说，教会群体里的爱和友善，对我的信仰和

今天的我产生很大的影响。 

愉快经历 

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父母一直带我去

教会，我可以说我是一直信神的。很多人都曾

教导我为主而活，并且事奉祂。我现在还记得

在家里和小学的《圣经》课读经的愉快经历。

我也记得我妈妈带着我祷告，求耶稣进入我的

心。 

读中学时我参加了学校的基督徒团契，并在

10 年级时成为组长。在团契里我交了好多可爱

的朋友，他们给我很多鼓励，帮助我和神以及

其他基督徒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作为组长，我

还在学校里与其他学生分享神的话语。每周有

牧师来学校指导我们，他训练我和其他几位同

学成为学生基督徒领袖。 

应对责罚 

我觉得去年年初发生在学校的一件事，提升

了我的信仰及与神的关系。当时因别人的疏忽

而使我被校长在不明白情况之下严厉地处罚。

我自小在学校常受奖励，从来没有被惩罚过。

通常我的自然反应是申辩解释、寻求澄清、维

护名誉。但是这一次我感到圣灵在我心里动工，

帮助我冷静处理。 

那时候我想起了 ISCF（校际基督徒团契）的

牧师通过《罗马书》十三章 1 节教导我们关于

神的权柄和人的权柄的事：「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尊重校长对我的责

罚其实是我对神的主权的顺服。我觉得以属灵

的方式应对这件事，说明作为基督徒的我更成

熟了，与神的关系也更坚固了。 

受到表彰 

回想起来，神对这件事的解决其实是最好的

办法，我很高兴当时决定听从神的话语。从那

时开始，我更留意圣灵在我生命中的工作，并

且因着顺服神的话语得着许多的福分。比如，

去年除了在 11 年级得到好成绩之外，我还获

得多次有偿的小提琴独奏机会；入选并参加耶 

 

鲁大学国际青年学者集训；在 11 年级时就以

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两个大学的科目；获得悉尼

一个大学的奖学金和提早给我去医学院读书

的名额；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小提琴 LMusA 考试；

提前完成两科 HSC 考试并取得优异的成绩；获

得研究机构有薪实习的机会，不但得到著名学

者和专家的悉心指导和热情鼓励，赚了零用钱

买手提电脑，还为今后的学习和职业生涯踏出

重要一步；我定期在三个老人院和退休村的义

务音乐会也继续受到欢迎。让我感到最惊讶的

是，最近在一次全校的大会上，校长因为我在

学校课程之外所做的努力，大力表扬了我，并

鼓励所有学生向我学习。 

赞美主，愿一切荣耀归给祂的名。这个经历

真的向我证明，神是坚守祂应许的真正的神。 

《诗篇》一百四十五篇 19 节说：「敬畏祂的，

祂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

救他们。」 

我看到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使我成长为一

个更好的基督徒，尤其是帮助我将神放在我繁

忙日程的首位。我已决定完全信靠祂，接受祂

做我的救主，并按祂所要求的方式去生活。 

能够受洗我感到很兴奋，我准备好让神洁净

我的罪，在主里开始新的生命。洗礼后，我也

希望公开宣示我愿意一生奉献给神。 

奉献一生 

我谨感谢黄牧师在洗礼班里教导我，并且因

我读书的时间限制而愿意个别教导我。我也要

感谢教会里所有的叔叔阿姨们从小到大给我

的爱和鼓励。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

为我树立了好榜样，始终把神放在我们家的中

心，并鼓励我一生献给主，服事主。 

虽然我今天受洗了，我知道我仍有许多要学

习的。我求神继续在我的生命中工作，使我更

靠近祂，更多地学习祂的话语。最后我要和大

家分享一节经文，这段经文真正鼓励了我，并

使我确信在耶稣里得救。这也是对我外婆和妈

妈，以及我自己，都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

《约翰福音》三章 16 节：「神爱世人，甚至

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

灭亡，反得永生。」《完》 

(本文为作者近期受洗见证) 

(原载《号角月报》2019 年 6 月 澳洲版) 

                                                                      顺服的福分                  郑华欣/James Li 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