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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主題：  
活出使命 以愛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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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致電邱朱淑華(Mrs Alison Yau)查詢。移民中心

聯絡電話：(02)9789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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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服務由邱朱淑華(Mrs Alison Yau)負責。移民

中心聯絡電話：(02)97893744。 

代禱及報告 
 

願神的大愛賜予乾旱山火的澳洲更多雨水。 

繼 續 為 到  Alison( 邱 朱 淑 華 ) 姊 妹 在 

Campsie 的 社區工作崗位上的安頓、事工

發展禱告，求神 帶領保守。  

為到寶活長老會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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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爲到身體軟弱的肢體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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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團友： 

  在主裡向你們問安! 

  2020 年 九次 聚會 日期如下，敬請留意： 

18/1  (週六)  2:30pm  一月單月聚會  

21/3  (週六)  2:30pm  三月單月聚會 

25/4  (週六)  6:00pm  母親節特別聚餐聚會 

16/5  (週六)  2:30pm  五月單月聚會 

             及  會員週年大會 AGM 

18/7  (週六)  2:30pm  七月單月聚會 

29/8  (週六)  6:00pm  父親節特別聚餐聚會 

19/9  (週六)  2:30pm  九月單月聚會 

    21/11 (週六)  2:30pm  十一月單月聚會 

28/11 (週六)  6:00pm 聖誕節特別聚餐聚會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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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一月五日 

 

‘於是，神照著⾃⼰的形象創造⼈；
就是照著神的形象創造了他；他所創
造的有男有⼥。 神就賜福給他們，
對他們說：“要繁衍增多， 

 充滿這地，征服它；也要
管理海裡的⿂、空中的⿃和
地上所有⾛動的⽣物。”’ 

  創世記 1: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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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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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脫歐事件，一延再延，擾擾攘攘！那邊廂

亨利王子和梅根浪漫綺妮的戀愛結婚渡蜜月，這

邊廂首相文翠珊游說奔波，絞盡腦汁！奇怪，她

全情投入脫歐事務，其他國計民生，如何處理？

似乎又一切如常。哈，要不是忙於脫歐事件，她

豈不是優閒寫意？但相信即使平常日子，首相仍

然會在國事民生中忙個不亦樂乎。也許，這就是

生活，這就是人生！ 

 無論個人、家、國，一切原都頗有彈性，也

許正如中國俗語所說，船到橋頭自然直。當然，

計劃要有，努力更是重要，但盡心盡力可矣，不

必強求，也不容人強求，哲者名言：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作為上主子民，願效法神人摩西的禱

告：「求禰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

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感謝天父，祂的寶座立定在天，祂的政權永

不動搖。誠然，人間種種，很多事我們都不明

白；但，隱秘的事屬乎耶和華（神），作為天國

子民，在此人間曠野，我們只管跟從良牧主耶

穌。感謝主，主說：「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

認識我。」是的，祂是如此恩慈信實，既明瞭各

樣事又明瞭我心，祂就是我的好牧人，我又何懼

乎！朋友，盼望你也得到主耶穌所賜的救恩！也

許你對基督信仰並不太明白，但當你願意憑信心

接受，聖靈會引導你進入真理，更多認識主耶

穌。就像人要入學校接受教育，就得到更多知

識，而並非有了知識才入學校呀。 

 剛才新聞中又報導英國脫歐事件，忽想起多

年前第一次踏足歐陸。那年大女兒隨香港兒童合

唱團到美國表演，外子在英國公幹，我趁著學校

暑假，和小女兒到愛丁堡探親，小住了一個多

月。我們先隨旅行團遊覽歐陸五國，尾站到英國

倫敦，再自行轉乘火車到蘇格蘭愛丁堡，而第一

站就到意大利的羅馬。 

 羅馬，這摩登古城自有他的魅力，在神的允

許下他大大的影響著教會歷史。從巴比倫，亞述

到瑪代波斯，希臘，再到羅馬帝國，神的選民顛

沛流離，上主教會屢受逼迫！想起羅馬政府對教

會先賢的逼害，有點抗拒，但羅馬也是使徒保羅

建立外邦教會的基地，又泛起絲絲的親切感。到

達羅馬已是晚上，加上時差，人昏昏然，直到走

在街上看到公司裡賊人在強搶顧客的手袋，兩人 

 

 

 

在爭奪，竟如此明目張膽，倒被嚇得清醒過來，

原來這類傳聞並非誇張。實在囂張得有點奇怪

啊！ 

 終於抵達倫敦，隨即到火車站購票。環境陌

生，要照顧女兒，又攜帶著行李，頗為不便，幸

得一位年輕人指點幫忙，一切就緒。優待自己，

購了頭等車票，母女二人打算好好享受乘坐長途

車的悠閒。藍天白雲，原野山川，向印象中古堡

矗立，湖泊處處的蘇格蘭進發。原來在倫敦乘坐

頭等火車，可即時上車，不必等候規定的上車時

間。要不是那位年輕人的指點，可能會錯過此種

優待哩。年輕人高瘦身型，衣著整潔，溫文有

禮，典型的英國紳士。他是格拉斯歌人，雖是萍

水相逢，他的形貌至今仍存腦際，願寄以遙遠的

祝福！住愛丁堡的日子，也曾到格拉斯歌一遊，

並在一教堂的訪客本上留名，也算是雪泥留痕

吧。 

  在愛丁堡的日子，我們租住三層小樓的二

樓，一廳兩房，房間的大窗外望鄰居獨立屋的後

園，整潔的草地，繽紛的花朵，中央有一小噴

池，有時也飄來淡淡的花香。大廳窗戶正向北

海，陰陽晦明，晨曦夕照，時引遐思。浴室中有

些小擺設，我獨愛其中的灰白瓷小狗。如今，瓷

小狗安在？牠是否仍守望在浴缸邊呢？ 

  神恩處處，一次在小樓中午間以肉鬆送粥的

畤候，覺得口腔有刺痛的感覺，原來竟是釘書機

的「馬仔」。多可怕呀，肉鬆中竟也雜有釘書機

「馬仔」！感謝天父的看顧保守！吃東西真個要

細嚼慢吞，不可掉以輕心哩！   

   有時佇立窗前，遙望北海，就彷如在香港太

子道的家，遙望遠處的獅子山頭，竟有一種溫馨

的感覺。小樓街頭，就是皇子大道，走在這繁華

大道上，也泛起陣陣親切感，真巧，竟和香港住

所相同的街名。閒時也遛躂附近的橫街窄巷，到

附近公園享受休閒憩息。簡單的生活，美麗的日

子。是的，在我看來 ，簡單就是美麗，簡單就

是幸福。最重要的，是每個生活環節都有上主同

在；耶穌同在，就是天堂！朋友，你也願意享受

這上主同在的美好感受嗎？但願主耶穌也成為你

在這人生曠野中的好牧人。 

  「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是祂造的，

也是屬祂的；我們是祂的民，也是祂草場的

羊。」詩篇 100：3 《完》

那年，在愛丁堡                      楚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