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傷健家庭福音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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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團友：   

在主裡向你們問安! 

  2020 年第四次實體聚會詳情如下，敬請留意： 

團契聚會 
 

日期：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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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被愛  (備 粵語/國語傳譯) 

講員：李智峰牧師      詩歌: 佳韻音樂事工 
     內容：信息分享、詩歌聆聽、團契時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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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四日 

 

‘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
賜給他們權利，成為 神的兒女。’ 

                                 (聖經新譯本)   約翰福音 1:12   

代禱及報告 

請為即將 11月份聚會：聚會和直播準備、COVID19
措施實行、各樣安排、弟兄姊妹和會員參與禱告。 
感謝主 ,  明年是團契蒙恩成立三十週年紀念 ,請  
為我們籌備一切活動 ,  感謝和祈求。  
求主為 GFF 預備合適接任 Mrs Alison Yau 社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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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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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須知 

 2021 聚會   (網播: 請聯絡 info@gff.org.au獲您聚會連结） 
16/1  (週六)  2:30pm  一月單月聚會 
20/3  (週六)  2:30pm  三月單月聚會      

 

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時期 

參加 Burwood 實體聚會須知 

1）如果你感到不適，即使是傷風感冒症狀，               

     請你留在家中，今次不參加  (你可參與網上直播) 

2）每人有4平方米空間       3 )  需要 自備口罩 

4）保持1.5米社交的距離 

5）家福會紀錄 你的姓名和聯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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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網上參加實體聚會直播  

您可用在線媒體，參加家福實

體聚會直播（請聯絡家福電郵  
info@gff.org.au 獲您聚會連结）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書名是：「苦在，

情在，恩典常在」），是講到一對夫

婦，丈夫患了鼻咽癌，是講到這個做

妻子，照顧丈夫和兒女在整個過程裡

面的見證。他們有兩個兒女（一女一

男），在丈夫患病的過程裏面，他們

兒女年紀也不大，使到作妻子的壓力

當然很大，因為她是一個很依靠她丈

夫的人，她掛心如果她丈夫不在的時

候，她的孩子沒有了父親怎麼辦呢？

當然我不可能將整個故事講完，長話

短說，她的丈夫最後都因為醫治無效，

最終也去世了，在她丈夫離去那刻，

牧師為她和家人作了一個簡單惜別的

禮儀和禱告，在牧師禱告當中，她得

到了很大的提醒和安慰。牧師禱告說：

「讓神成為她的丈夫，讓神成為她兩

個孩子的父親（爸爸）」。在這一刻，

她最終能夠讓神的愛來填補她這個

「掛心」。交托/放手，有些人可以早

一點做得到，有些人是要遲一點才能

做得到，但神是有恩典的，祂會按著

你和我能承受的時間，讓你和我去領

會將生命交託給神，神一定賜下祂的

安慰和讓我們有心靈的安息。 

另外一段我要分享的經文是在詩篇

16：5-6 節，經文是這樣說的：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

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用繩量給我的

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

在美好。」 

這裡也是講產業，不過這裡講的產業，

是與「地」有密切的關係的。這裡是

說：耶和華給我擁有的這一「分」（產

業就是這一分 portion of possession），

是神賞賜給我的，神是必定會為我持

守的，而這一「分」的地，是神用繩

量給我的地界。要明白這裡，一定要

明白以色列民族進入迦南地的時候，

是怎樣分地的。（書 14：1-4，15：13，

17：5）。他們是按照耶和華吩咐摩西，

把得來的地（產業）用拈鬮的方法來

分的（書 14：2）。拈鬮來分，當然他

們分的地都不是一樣的，可能有一些

是山地，有一些是平原，有一些靠近

河流，有一些臨近海洋，用今天的說

法，他們一些是分到住 Castle Hill，一

個住 Burwood，一個住 Parramatta, 一

個住 Manly，各有特點。至於分得好

不好，那是神的事情了。但是可能有

人拈鬮到的是一塊從人看來沒有那麼

好的地，如住 Orange/Wagga Wagga 或  

Broken Hill，但都要接受神賜給他的那

一「分」。 

你可能心裏面會這樣想，神啊！你可

否分一分好一點點的給我啊！我現在

這一分，實在是太辛苦了，我可否有

一分與其他人一樣（差不多）的呢！

我的要求不太過分啊！看看其他人的

兒女，他們沒有太多的問題，我的兒

女，很多問題啊。神啊！我這一「分」，

很辛苦！很艱難！ 但這裡詩人形容他

對「這一分」分到的地有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這一分」是神「度身定做」

給他的地，是坐落在佳美之處的 - 什

麼是「佳美」呢？「佳美」是有一種

更深一層屬靈的意義，就是有神同在

就是「佳美」，是實在美好的 – 什麼

是「美好」呢？「美好」是令詩人感

受到有神同在那份的滿足和喜悅。所

以聖經形容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是「流

奶與蜜」之地 –什麼是「流奶與蜜」， 

就是有神與他們同在的「地」就是「流

奶與蜜」之地。我「這一分」，神「度

身定做」的「這一分」，是否「佳美」，

是否「美好」，不是從人的角度去看，

而是從神的角度去看的，是神認為對

我們是「佳美」，是「美好」的。 

這是今天我分享作父（母）親的第二

個挑戰。要學習甘心接納神賜給我們

的「這一分」- 我們的兒女。 

我曾經在家福團契聽到不少的見證，

都是講到照顧你們的孩子是非常辛苦

的，應該這樣說，比較一些其它普通

家庭的孩子，照顧你們的孩子是特別

困難和辛苦的。但我也在你們當中聽

到不少的見證，就是神怎樣保守你們

和你們的孩子的見證。如果神保守其

它普通家庭人的孩子是一個恩典，那

神保守你們和你們的孩子的恩典就更

加多了，甚至是「雙倍的恩典」。聖

經有一處是這樣說的：「我的恩典夠

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

弱上顯得完全」 (林後 12:9) ，聖經在

另外一處這樣說：「從他豐滿的恩典

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約 

1:16)，這裡的「他」，是指耶穌基督，

在耶穌基督裡面，是恩上加恩。要留

意這裡的「加」這個字 – 就是在耶穌

基督裏面有更加多的恩典。沒有錯，

可能神賜給你的「這一分」並不是容

易，但是神有豐富的恩典，可以幫助

你們承擔你們「這一分」。 

 

最後我想分享的經文是在詩篇 103

篇第十三節，詩人說：「父親怎樣憐

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

他的人。」這裡告訴我們，我們的神

是有憐恤的神，因為這是神的屬性。

詩人在這首詩篇是這樣形容神的屬性，

詩人說： 

 8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

怒、且有豐盛的慈愛。 

 9 他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  

10 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也

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  

11 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 

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12 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

離我們也有多遠。（詩 103：8-12） 

所以，「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

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的人。」我們

要留意，這段經文提到「敬畏他的人」

兩次。我相信這一段詩篇與家福團契

有一個密切的關係。我不知道是否是

你們的團訓？相信我都不需要多解釋

這段的經文，因為經文的本身已經很

清楚講了它的意義。 

這也是今天我分享作父（母）親的第

三個挑戰：要學習作一個有憐恤和敬

畏耶和華的父母。 

因為聖經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

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言 

9:10) 所以，做一個敬畏神的父母是一

個聰明的選擇，也是一個智慧的選擇。

交托給神和接受神給我們的「這一分」，

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但神是有憐恤和

慈愛，和有豐富的恩典，是會幫助我

們承載（擔得起）一些不容易過的，

好艱難的日子。 

盼望在這個疫情的困難當中，神的憐

恤和慈愛仍然臨到你們每一位，祂的

恩典常常與你們同在，使到你和我都

能夠： 

- 懂得將神賜給我們的兒女，「放

手」「交託」給神。因為兒女的最終

擁有者是神。（詩篇 127:3） 

- 懂得甘心接納神賜給我們的「這

一分」- 我們的兒女。因為神是有豐富

的恩典的（詩篇 16:5-6） 

- 懂得作一個有神的憐恤和敬畏神

的父（母）親。因為這是一個聰明的

選擇，也是一個智慧的選擇。（詩篇

103:13）      願神祝福大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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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詩 127:3；16：5-6；103：13                   作父親的挑戰 (下)                       Eddie Yam (任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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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