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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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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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保守我們，靠著祂的大能力，能渡過新

冠狀病毒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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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 聚會 日期如下，敬請留意： 

團契聚會 

日期：2020 年 3 月 21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聚會 (附設托兒服務) 

題目：活出使命，以愛相連  (備 粵語/國語傳

譯) 

主持：張灝牧師  (Rev. Anna Zhang) 

     內容：信息分享、詩歌 及 生日會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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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三月九日 

‘如果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

人，舊事已經過去，你看，都變成新

的了！’                    

                                   哥林多後書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轉為全球大流行疫症，我們

新州的病例不斷增加，我們主要關注大家如何

克服防疫的挑戰，因很難辨別是否染病，團契

委員會決定取消三月二十一日下午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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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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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福團契今年的主題是「活出使命，

以愛相連」。家福團契是神所設立的，

設立時，神給與團契有很清楚的使命，

就是向傷健家庭傳福音，關心他們的需

要。家福團契明年就已經成立了三十年

了。家福團契能存在三十年，原因是我

們沒有忘記從上帝而來的異像，繼續不

斷執行神給我們的使命。 

機構需要有使命才能繼續存在。同樣，

人需要有使命，才能活得有意義，活得

精彩。神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創

造；神給我們不同的 DNA，不同的恩賜，

能力，才幹，興趣，仍是要我們去完成

神要我們去完成的使命。一個人不肯活

出使命，人生就會變得空虛，空洞，沒

有意義。其實人生的悲劇並不是死亡，

而是沒有人生的目的及意義。 

咁，你可能會問，人生的使命是甚麼？

其實神在創造完人類之後，就將管理大

地的使命給了人類。創 1:28：「神就 

 

賜福給他們，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

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

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今天我們可以怎樣參與管理大地？其

實神賜給人不同的才能，有些人是科學

家，有些人是教師，有些人是政治家，

有些人是清潔工人，但無論你做甚麼工

作，都是有份管理這個大地的。甚至是

沒有出外工作的家庭主婦，也是做緊管

理大地的工作，因他是在家教養孩子，

照顧家庭，一方面讓丈夫無後顧之憂地

出外工作，另一方面是建立社會中的一

個重要單元，就是家庭，可以話是建立

家庭的工程師。所以我們要記住，工作

無分貴濺，都是屢行緊管理大地的使命。

所以今日我們無論是做甚麼工作，都要

有使命感。在工作上有使命感，你就會

越做越開心，整個人生都會變得精彩，

燦爛。若你有使命感，就連煮飯都會煮

得特別起勁，因你知道，你不單只是煮

飯，而是要煮好的食物給家人，讓他們

開心快樂，營養足夠，有健康來完成他

們的使命。 

今日我們要問的，是神你給了我甚麼

的才能，經驗，訓練，性格，喜好？繼

而問神，究竟你現在要我做甚麼工作，

完成甚麼使命？盼望我們都能知道自

己的命命，能夠活出一個精彩的人生。

《完》 

 

牧者的話                            李智峰牧師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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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