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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主题：   
活出使命  以爱相连   

代祷及报告 

请为 即将五⽉月 份周年 ⼤大会：聚 会准备 、委员⼈人
选、安排、弟兄姊妹和会员的参与祷告。 

求主为 GFF 预备合适接任 Mrs Al ison Yau 社

区⼯工作⼈人选。为到 Alison 任 GFF 社会⼯工作者
感恩 ；感谢 社区 中所有通 过这事 ⼯工表现出 基督

之爱的⼈人。 

求主 保守我们 ，靠着 祂的⼤大能 ⼒力，能 渡过新冠

状病毒的⼊入侵。 

为推 ⼲⼴广家福的 事⼯工祷 告，求主 赐我们 有智慧及
策略 向各华⼈人 教会介 绍家福事 ⼯工，使 更多伤健

⼈人⼠士 及其家庭 认识基 督，并有 效的帮 助伤健⼈人
⼠士及其家庭融⼊入教会⽣生活。 

请为 有不同需 要的肢 体祷告， 祈求主 帮助我们
在⾯面 对挣扎和 失望时 继续信靠 ，并坚 持我们的

信仰。请为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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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单⽉月 第三个星 期六下 午⼆二时三
⼗十分，请各团友预留时间，准时出席。 

 

‘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立
你作外族⼈人的光，使你把救恩带到地极
去。’ 

   

徒 13: 47  (圣经新译本) 

Irene 師母 帶領的家福 社區工作服務 兼具
社區工作，基督教信仰尋道與建立，帶領 家
長互助組 的事工。家福 現招募 義務社工 
接任 Irene 師母 星期三的 社區工作。 
有意 應徵者 請 電郵 至 info@gff.org.au 

主内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由于新冠疫情和政府宣布强制社交隔离，我们

要取消五⽉月的单⽉月下午例会。但是我们会⽤用在

线媒体，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时半，举⾏行周年会

员⼤大会。欢迎各会员参与，只要把阁下的 电邮

地址 给我们，我们会把开会的连结送上。 

愿主施恩，赐我们平安和⼒力量，保守我们⼤大家

每个家庭，⼀一定能够战胜这⼀一场疫症。 

 

祝主恩满溢 ！ 

 
家福团契顾问暨委员敬约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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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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每⽉月的第三个星期五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半会

有家⻓长⽀支持⼩小组(双⽉月)及查经班(单⽉月)；欢迎家中
有⾃自闭症或智障等的孩⼦子的家⻓长参加。如想参

加，请先致电 邱朱淑华(Mrs Alison Yau) 查询。

移民中⼼心联络电话：(02)97893744。 

☞逢星期⼆二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本团契在

Campsie 移民中⼼心为弱能⼈人⼠士提供有关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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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中⼼心联络电话：(02)97893744。 

   家福团契 周年会员⼤大会      
⽇日期：2020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二时三⼗十分  

地点参与：⽤用在线媒体 ，敬请家福会员出席  
（给家福你的电邮地址，家福寄你开会连结） 

今年要选出新年度的委员，如有提名⼈人选，会员可向
家福团契秘书索取提名表格填写后交回。 

Mrs Alison Yau 带领的家福 社区工作服务 
兼具社区工作，基督教信仰寻道与建立，带
领 家长互助组 的事工。家福 现招募 义务
社工 接任 Alison 星期二的 社区工作。 
有意 应征者 请 电邮 至 info@gff.org.au 

招募 

义务

社工 



  

家福团契今年的主题是「活出使命，以爱相

连」 。我们并没有忘记家福团契成立的目的，

就是以基督的爱来服侍伤健人士，让他们能认

识神的爱。  

爱是神的属性，也是神期望祂的子民能活出

的质素。事实上，圣经多次提醒我们要学习爱。

例如在申命记 6:5 节：「你要尽心、尽性、尽

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上帝借着摩西向以

色列人的劝勉。神是爱的源头，所以我们要先

经历神的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若你越多经

历神的爱，就自然会爱神。所以若你要成为一

个满有爱心的人，就首先要学习爱神。  

第二段有关爱的经文是约翰福音 13:34-35
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

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

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

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若我们能活出爱的

生命，帮助别人，关心别人，怜悯别人，就能

彰显神的荣耀，就能吸引人相信耶稣。  

第三段经文是以弗所书 4:11-12 节：「他所

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

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

身体。」这是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如何

建造基督的身体。  

从以上三段经文，我们可以得到三点重要的信

息： 

1 .  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  

2. 在团契里，要彼此相爱，特别要爱外面的人； 

3 .  共同建造教会；这教训放在我们的身上，

就是共同建立家福团契。我们要一同起来，为

主做工。  

其实，对每一个信主耶稣的基督徒来说，爱

上帝，爱人与为主做工都是身为上帝儿女的本

份。并且，若从信徒所组成的基督团体的角度

来看，我们要借着彼此的相爱，让世人得知我

们是耶稣的门徒，并因此被吸引而来进入基督

的身体。  

家福团契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盼望有更多的

团友起来，一同建立家福团契，让家福团契能

继续神所赐的使命，继续以基督的爱来帮助有

需要的家庭。  

相信我们都盼望家福能成为一个讨神喜悦

的团契。要成为讨神喜悦的团契，就要拥有以

下的 5 个特性，我祈求神的帮助，也鼓励大

家一同努力，好让家福团契能成为一个蒙神悦

纳，蒙神赐福的团契。  

1 . 	  有清楚的异象及清楚的发展方向。弟兄姊

妹，让我们不要忘记以基督的爱来帮助有需要

的家庭，带领他们认识耶稣的异象。  

2 . 	  对未信的朋友有传福音的热情与负担。亲

爱的家福团友，盼望大家都继续努力地向未信

的朋友分享神的大爱，见证神的伟大。  

3 . 	  积极参与服事。盼望我们都愿意起来，发

挥神给我们恩赐，服事上帝，建立家福团契。  

4 . 	  火热的灵性生命  

盼望大家都有渴慕神话语的心，每日读经，

喜欢听道行道，又有渴慕与神亲近的心，每日

与神祷告交通，好让自己的灵性生命，保持火

热。  

5 . 	  团友间有亲密的关系  

生命本来就是要分享的。神的本意是要我们

一起去经历生命，圣经称这种经验分享为团

契。  

既然我们都是家福团契的团友，就应该在主

里彼此坦诚的分享，彼此互爱互助，彼此宽恕，

彼此欣赏，彼此建立。遇见软弱的团友，多爱

护他 /她，鼓励他 /她，欣赏他 /她，建立他 /她。  

但愿在我们的团契中，我们都能「多欣赏，

少埋怨」，「多感恩，少咒诅」，好让我们的

团契能够自然地壮大，阿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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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的话                                                 以爱相连                                             李智峰牧师 

 2020 聚会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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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单月聚会 

28/11 (周六)  6:00pm  圣诞特别聚餐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