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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主题：  
活出使命 以爱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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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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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神的大爱赐予干旱山火的澳洲更多雨水。 

求主保守我们，靠着祂的大能力，能渡过新冠

状病毒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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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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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20 年第二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日期：2020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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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使命，以爱相连 (备 粤语/国语传译) 

主持：张灏牧师  (Rev. Anna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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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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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人，旧事已经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
了！’                                        哥林多后书 7:14   
                                                    (圣经
新译本)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转为全球大流行疫症，我们

新州的病例不断增加，我们主要关注大家如何

克服防疫的挑战，因很难辨别是否染病，团契

委员会决定取消三月二十一日下午的聚会。 

As new coronaviruses have turned into a global 

pandemic, our NSW cases continued to increase.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how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tell whether anyone is infected, the 

Fellowship Committee decided to cancel our 

March 21st. meeting. 



  

 

家福团契今年的主题是「活出使命，以

爱相连」。家福团契是神所设立的，设立

时，神给与团契有很清楚的使命，就是向

伤健家庭传福音，关心他们的需要。家福

团契明年就已经成立了三十年了。家福团

契能存在三十年，原因是我们没有忘记从

上帝而来的异像，继续不断执行神给我们

的使命。  

机构需要有使命才能继续存在。同样，

人需要有使命，才能活得有意义，活得精

彩。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创造；

神  给  我  们  不  同  的 D NA，不  同  的  恩  赐  ，

能力，才干，兴趣，仍是要我们去完成神

要我们去完成的使命。一个人不肯活出使

命，人生就会变得空虚，空洞，没有意义。

其实人生的悲剧并不是死亡，而是没有人

生的目的及意义。  

咁，你  可  能  会  问，人  生  的  使  命  是  甚  

么  ？其实神在创造完人类之后，就将管

理大地的使命给了人类。创 1 :2 8：「神就

 

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今

天我们可以怎样参与管理大地？其实神

赐给人不同的才能，有些人是科学家，有

些人是教师，有些人是政治家，有些人是

清洁工人，但无论你做什么工作，都是有

份管理这个大地的。甚至是没有出外工作

的家庭主妇，也是做紧管理大地的工作，

因他是在家教养孩子，照顾家庭，一方面

让丈夫无后顾之忧地出外工作，另一方面

是建立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单元，就是家庭，

可以话是建立家庭的工程师。所以我们要

记住，工作无分贵溅，都是屡行紧管理大

地的使命。所以今日我们无论是做什么工

作，都要有使命感。在工作上有使命感，

你就会越做越开心，整个人生都会变得精

彩，灿烂。若你有使命感，就连煮饭都会

煮得特别起劲，因你知道，你不单只是煮

饭，而是要煮好的食物给家人，让他们开

心快乐，营养足够，有健康来完成他们的

使命。今日我们要问的，是神你给了我什

么的才能，经验，训练，性格，喜好？继

而问神，究竟你现在要我做什么工作，完

成什么使命？盼望我们都能知道自己的

命命，能够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  

 《完》 

 

 

 

                                                                      牧者的话                             李智峰牧师 

 2020聚会   
25/4   (周六)  6:00pm  母亲节特别聚餐聚会 
16/5   (周六)  2:30pm  五月单月聚会 

                  及 会员周年大会 AGM 
28/7   (周六)  2:30pm  七月单月聚会 
29/8   (周六)  6:00pm  父亲节特别聚餐聚会 

19/9   (周六)  2:30pm  九月单月聚会 
21/11 (周六)  2:30pm  十㇐月单月聚会 
28/11 (周六)  6:00pm  圣诞特别聚餐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