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伤健家庭福音团契 
Gospel Fellowship of Families – People with A Disability of Australia Inc. 
P.O. Box 2661, Carlingford Court, NSW 2118 
PHONE: 0421 590 559 
A Non-Profit Volunteer Association  
funded by your support & donation 

website: http://www.gff.org.au 
email: info@gff.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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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为 GFF 预备合适接任 Mrs Al ison Yau 社区
工作人选。为到 Alison 任 GFF 社会工作者感恩；
感谢社区中所有通过这事工表现出基督之爱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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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20 年第二次实体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日期：2020 年 7 月 18 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二時三十分聚会 (附设托儿服务) 

题目： 求主帮助 马可福音 9:14-32 (备 粤语/国语传译) 

主持：张灏牧师  

       內容：信息分享、诗歌聆听、团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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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七月七日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
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
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
们的地。’              代下 7:14  (圣经新译本)      

招募 

义务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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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徵者 請 電郵 至 
info@gff.org.au 

第 178 期 

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时期 

参加 Burwood 实体聚会须知 

1）如果你感到不适，即使是伤风感冒症状， 

     请你留在家中，今次不参加  

2）每人有4平方米空间        

3）保持1.5米社交的距离 

4）家福会纪录 你的姓名和联络方法 

 参加须知 



  

 

I .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经过大半年的时间，还未有停

息的迹象。病毒疫情犹如瘟疫，又如洪水猛兽

一样，让人闻炎色变，令全世界的人都活在担

心，胆怯，惧怕，害怕，紧张当中。有信徒会

问，究竟我应该如何面对这如瘟疫一样的病毒。 

1.  要谦卑 

人类的悲剧就是在于骄傲，将自己当作主。

在生活一帆风顺中，我们藐视上苍，无视上帝

存在的明证，弃神恩于不顾，据天功为己有。

我们以为是我们主宰自己的生命气息；以为风

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些成果，都是出于我们自

己的努力；创造万有，护理万有，审判万有的

主宰，早就被挤出了人的生活。清教徒汤姆华

森曾说：「当神将我们的背放在床上时，那时

我们才开始仰望上天。」只有当我们奄奄一息，

躺在病床上，再也不能倚靠自己的力量来狂奔

乱跑时，我们才会知道不是「人定胜天」，而

是「神主宰人」。在灾难面前，人显得几咁无

助，无能。肺炎病毒是神主权的宣示，祂借此

让骄傲的人在强大的灾难面前，看到自己的渺

少；因而柔软自己的心田，从而回归降服上帝。 

2.  要悔改  

今日的世界，罪恶横行。淫乱、凶杀、偷盗，

欺骗，假新闻，假消息，处处可见。这样的世

代，又怎能不触怒公义的上帝？但公义的上帝

也是慈爱的上帝，祂满有恩惠和怜悯。圣经说，

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而祂的恩典乃是一

生之久 (诗 30 :5 )。撒但要用肺炎病毒来害人，

但神却借这病毒来呼唤人悔改。出现肺炎病毒

是人类的不幸，但我们若能在其中得到反思的

机会和悔改，就会成为我们的幸事。这场肺炎  

 

 

 

疫情，呼唤着恶人转离恶事，弃绝偶像，归向

真神。  

3 .  不要恐慌  

在灾难面前，只要是人，都难免会有不安和

惧怕。有惧怕是正常的，但不愿意接受圣经的

安慰，一直惧怕，且惧怕到恐慌，如同没有指

望的人，这就不正常了。今天有不少信徒像非

信徒一样，因恐慌而患了盲抢炎，乜都抢，抢

米，抢厕纸，这是一种自私，自我的行为，忘

记了主耶稣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仍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其实这样的

恐慌是不正常的，因这种是没有指望的惧怕，

魔鬼式的战惊，是罪引申出来的产品，这种恐

慌是与信心相违背的。让我们谨记主的提醒：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雊有

能将身体和灵魂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太

10:28)。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克服肉体中的怯懦，

以敬畏上帝的心，来胜过一切从恶而来的恐惧。

耶稣基督是我们患难中的安全保障，只要你信

了耶稣基督，在这场人人恐慌的病毒中，你就

能平静安稳，因对神的儿女来讲，圣经所有的

安慰都是给我们的。例如，在疾病中，我们会

有安慰：申 7:15：「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

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祂必不加在

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 

每天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确诊病例的数据，

疑似病例的数据，还有死亡病例的数据，我们

唯有来到施恩的主面前才有出路，才能得到内

心真正的平安，才能得到安慰，才会有盼望。

因此，在疫情面前， 让我们自我反省，认识

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让我们积极地回应，承认

自己的罪恶，愿意靠着主的恩典除去罪恶。求

神赐福我们，使疫情尽早退去，使我们的工作，

学习，生活，尽快恢复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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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疫情的反思                             李智峰牧师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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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