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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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即將五月份週年大會：聚會準備、委員人

選、安排、弟兄姊妹和會員的參與禱告。  

求主為 GFF 預備合適接任 Mrs Alison Yau 社

區工作人選。為到 Alison 任 GFF 社會工作者

感恩；感謝社區中所有通過這事工表現出基督

之愛的人。  

求主保守我們，靠著祂的大能力，能渡過新冠

狀病毒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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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主曾這樣吩咐我們說：‘我已
⽴立你作外族⼈人的光，使你把救恩帶到
地極去。’                 

徒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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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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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團友： 
   

在主裡向你們問安! 

由於新冠疫情和政府宣佈強制社交隔離，我們

要取消五月的單月下午例會。但是我們會用在

線媒體，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時半，舉行週年會

員大會。歡迎各會員參與，只要把閣下的       

電郵地址  給我們，我們會把開會的連結送上。 

願主施恩，賜我們平安和力量，保守我們大家

每個家庭，一定能夠戰勝這一場疫症。 

祝主恩滿溢！ 
 

家福團契顧問暨委員敬約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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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 

義務

社工 

Ms Alison Y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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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son 星期二的 社區工作。 
有意 應徵者 請 電郵 至 info@gff.org.au 

   家福團契  週年會員大會       
日期：2020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參與：用在線媒體 ，敬請家福會員出席  

（給家福你的電郵地址，家福寄你開會連結） 

今年要選出新年度的委員，如有提名人選，會員可

向家福團契秘書索取提名表格填寫後交回。 



  

家福團契今年的主題是「活出使命，以愛相

連」  。我們並沒有忘記家福團契成立的目的，

就是以基督的愛來服侍傷健人士，讓他們能認

識神的愛。  

愛是神的屬性，也是神期望祂的子民能活出的

質素。事實上，聖經多次提醒我們要學習愛。

例如在申命記 6:5 節：「你要盡心、盡性、盡

力愛耶和華你的神。」這是上帝藉著摩西向以

色列人的勸勉。神是愛的源頭，所以我們要先

經歷神的愛，才有能力去愛別人。若你越多經

歷神的愛，就自然會愛神。所以若你要成為一

個滿有愛心的人，就首先要學習愛神。  

第二段有關愛的經文是約翰福音 13:34-35 節；

耶穌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

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

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

你們是我的門徒了。」若我們能活出愛的生命，

幫助別人，關心別人，憐憫別人，就能彰顯神

的榮耀，就能吸引人相信耶穌。  

第三段經文是以弗所書 4:11-12 節：「他所賜

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

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

身體。」這是保羅勸勉以弗所教會的信徒如何

建造基督的身體。  

從以上三段經文，我們可以得到三點重要的信息： 

1 .  要盡心、盡性，盡力愛上帝；  

2 .  在團契裏，要彼此相愛，特別要愛外面的人； 

3 .  共同建造教會；這教訓放在我們的身上，就

是共同建立家福團契。我們要一同起來，為

主做工。  

其實，對每一個信主耶穌的基督徒來說，愛上

帝，愛人與為主做工都是身為上帝兒女的本份。

並且，若從信徒所組成的基督團體的角度來看，

我們要藉著彼此的相愛，讓世人得知我們是耶

穌的門徒，並因此被吸引而來進入基督的身

體。 

 

家福團契是基督的身體，我們盼望有更多的

團友起來，一同建立家福團契，讓家福團契能

繼續神所賜的使命，繼續以基督的愛來幫助有

需要的家庭。 

相信我們都盼望家福能成為一個討神喜悅的

團契。要成為討神喜悅的團契，就要擁有以下

的 5 個特性，我祈求神的幫助，也鼓勵大家一

同努力，好讓家福團契能成為一個蒙神悅納，

蒙神賜福的團契。 

1.有清楚的異象及清楚的發展方向。弟兄姊

妹，讓我們不要忘記以基督的愛來幫助有需要

的家庭，帶領他們認識耶穌的異象。 

2.對未信的朋友有傳福音的熱情與負担。親

愛的家福團友，盼望大家都繼續努力地向未信

的朋友分享神的大愛，見証神的偉大。 

3.積極參與服事。盼望我們都願意起來，發

揮神給我們恩賜，服事上帝，建立家福團契。 

4.火熱的靈性生命 

盼望大家都有渴慕神話語的心，每日讀經，

喜歡聽道行道，又有渴慕與神親近的心，每日

與神禱告交通，好讓自己的靈性生命，保持火

熱。 

5.團友間有親密的關係 

生命本來就是要分享的。神的本意是要我們

一起去經歷生命，聖經稱這種經驗分享為團

契。 

既然我們都是家福團契的團友，就應該在主

裏彼此坦誠的分享，彼此互愛互助，彼此寬恕，

彼此欣賞，彼此建立。遇見軟弱的團友，多愛

護他/她，鼓勵他/她，欣賞他/她，建立他/她。 

但願在我們的團契中，我們都能「多欣賞，

少埋怨」，「多感恩，少咒詛」，好讓我們的

團契能夠自然地壯大，阿門！《完》 

 

牧者的話                                                 以愛相連                                             李智峰牧師 

 2020 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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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特別聚餐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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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