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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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为即将九月份聚会：聚会和直播准备、COVID19
措施实行、各样安排、弟兄姊妹和会员参与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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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20 年第三次实体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日期：2020 年 9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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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峰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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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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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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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参与网上直播) 

2）每人有4平方米空间       3 ) 需要 自备口罩 

4）保持1.5米社交的距离 

5）家福会纪录 你的姓名和联络方法 

‘最后,弟兄们, 凡是真实的, 凡是真实
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
声誉好的，无论是什么美德，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应当思念。                  

                                                          (圣经新译本)   腓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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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网上参加实体聚会直播  

您可用在线媒体，参加家福实

体聚会直播（请联络家福电邮 
info@gff.org.au 获您聚会连结） 

 2020聚会    (网播: 请联络 info@gff.org.au获您聚会连结） 
21/11 (周六)  2:30pm  十㇐月单月聚会 
28/11 (周六)  8:00pm  圣诞特别网上聚会        

 



  

今天我很开心，能够在家福团契，在你们当中

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我想从三段诗篇的经文，来看看今天我们

作父亲(母亲)有那些什么挑战。 

在诗篇 127 篇第三节是这样说的，诗人说：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

所给的赏赐。」 (诗 127:3 )  

我想请问大家，当你看(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有那些字句是「最」吸引你呢？我给大家五秒钟

去想想。 

是产业吗？是儿女？或是耶和华！如果你是一

个实际的人，可能你会先看到产业，今天当我们

想到产业，你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否你现在拥有

的物业呢？你的房子，手上的股票或是你银行的

存款，会不会是你的退休金？最近，因为疫情的

原因，不少的退休基金都可能「缩了水」。其实

「产业」，是最重要讲出一件事，就是「是属于

谁的」，是谁拥有这些产业，拥有权（ownershi p）

是属于谁？ 

在这一节里面，诗人将「儿女」，「耶和华」

和「产业」连接在一起。而「耶和华」这个字在

这里出现了两次，「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这个「他」就是耶和华。如果你有兴趣看这首诗

篇的第一和第二节，「耶和华」这个字是不断的

重覆出现：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

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

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

本是枉然．惟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

觉。」（诗 127：1-2） 

其实诗篇 127 篇所强调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

谁呢？简单来说，耶和华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称呼

「神」的名字。换句话说，耶和华就是神。所以，

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神才是我们儿女的最终

拥有者。 

这样，对我们今天作父亲（母）的有什么意思

呢？我想，这里神有一个心意，就是要我们去懂

得什么是「交托」或者是「放手」，就是要我们

知道，儿女的最终拥有者是「神」，在这个前题

底下，我们将我们的儿女「放手」「交托」给神。 

但是我要先说清楚，「交托」并不是代表我们什

么都不作，而是我们「作」了我们该「作」的事

情之后，将一切「交托」给神，由神去掌管结果。

今 天 我 们可 能 的问 题 ， 就 是 我 们 作 完 一 切 之 后 ， 

仍然不懂得（或不愿意）去放手。没有错，我们

的儿女，今天是我们的儿女，明天也是，将来也

是。但我想讲的是，我们很多时候将儿女的一切

重担都背负在身，不愿放下，不愿放手给一位我

们可以信赖的神，让祂帮助我们一起去背负这个

担子。其实，今天我们做父（母）亲，有不少的

劳苦愁烦，都是这个原因。 

你可能现在心里面就这样想：「讲就容易，但

做就好不容易啊！」没有错，如果你心里面有这

样的想法，我是会很理解的。在前一段时间，就

是这个 covid  19 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我的女

儿说要与朋友出去看戏，去电影院看戏，做父母

当然会问她到那间电影院看戏，问她看戏的时候

会不会带口罩，当然她告诉我到那里看啦，但她

说与朋友出去的时候，是不会带口罩，当然看戏

的 时 候 也不 会 带口 罩 啦 。 作 父 母 的 ， 可 以 「 点 」

呢！她已经是一个成人了，她自己可以作决定到

那里去，与谁去啊！当然，我们都做了我们应该

做的事，提醒她带「定」一个口罩，提醒她如果

看戏的时候人很多就要带口罩，提醒她不要走进

去人多的地方，为她祷告，都做完了。但我发觉，

就算我做「完」了「这些」一切，我的心仍然不

能安妥 (还是不能够 set t l e )，一直到我女儿看完

戏回到家，我的心才慢慢安妥下了。其实，我都

是在学习这个「交托」的功课。 

其实懂得「交托」是反影我们对神的信心，是

我们要不断学习的，是一个过程来的，神看的并

不是我们能够做到完美(perf e c t )，先才是「交托」，

而是祂要我们不断的去省察知道，谁才是「产业」

的「主」人，谁才是神。正如圣经讲，我们不一

定要完全做到了一个完美的「好人」，才能成为

基督徒。因为圣经是这样说：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

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

人自夸。 (以弗所书 2:8-9)  。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罗 5:8)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神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了。

所以，我们只要尽所能去做，将结果懂得交回给

神，结果怎么样，由神来掌管，我们的心才会宽

松。 

这是我今天分享作父（母）亲的第一个挑战：

要懂得不断的将我们的儿女「放手」「交托」给

神。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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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文：诗 127:3；16：5-6；103：13                   作父亲的挑战 (上)                       Eddie Yam (任国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