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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
神的形象创造了他；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神
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充
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
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 创世记 1:27-28
(圣经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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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20 年 九次 聚会 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周六) 2:30pm 一月单月聚会
(周六) 2:30pm 三月单月聚会
(周六) 6:00pm 母亲节特别聚餐聚会
(周六) 2:30pm 五月单月聚会
及 会员周年大会 AGM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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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单月聚会
28/11 (周六) 6:00pm 圣诞特别聚餐聚会
18/1
21/3
25/4
16/5

代祷及报告
愿神的大爱赐予干旱山火的澳洲更多雨水。
继续为到 Al ison (邱朱淑华) 姊妹在 Campsi e
的社区工作岗位上的安顿、事工发展祷告，求
神带领保守。
为到宝活长老会 2020 年提供场地给家福感恩。
请继续求神让 BPC 能成为和预先约定为我们未
来几年聚会的地方。
求主为家福成立北区 家长支援小 组事工作预备 :
地点㇔义工㇔参与的人等。

为推广家福的事工祷告，求主赐我们有智慧及

(电话：0421 590 559)

策略向各华人教会介绍家福事工，使更多伤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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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士及其家庭认识基督，并有效的帮助伤健人

家福团契顾问暨委员敬约

在面对挣扎和失望时继续信靠，并坚持我们的

二零二零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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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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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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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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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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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在爱丁堡

楚君

英国脱欧 事件， 一延再延，扰 扰攘 攘 ！那边 顾客的手袋，两人在争夺，竟如此明目张胆，
厢 亨 利 王 子 和 梅 根 浪 漫 绮 妮 的 恋 爱 结 婚 渡 蜜 月 ，倒被吓得清醒过来，原来这类传闻并非夸张。
这边厢首 相文 翠珊游说奔波，绞尽 脑汁 ！奇怪， 实在嚣张得有点奇怪啊！
她全情投 入脱 欧事务，其他国 计民 生 ，如何处
终于抵达伦敦，随即到火车站购票。环境陌
理？似乎 又一 切如常。哈，要 不是 忙 于脱欧事 生，要照顾女儿，又携带着行李，颇为不便，
件，她岂不是优 闲写意 ？但相 信即 使 平常日子， 幸得一位年轻人指点帮忙，一切就绪。优待自
首相仍然 会在 国事民生中忙个 不亦 乐 乎 。也许， 己，购了头等车票，母女二人打算好好享受乘
这就是生 活， 这就是人生！
坐长途车的悠闲。蓝天白云，原野山川，向印
无论个 人 、家、国，一切原 都 颇有 弹性，也
许正如中 国俗 语所说，船到桥头自 然直 。当然，
计划要有 ，努 力更是重要，但 尽心 尽 力可矣，
不必强求 ，也 不容人强求，哲 者名 言 ：谋事在
人，成事 在天 ！作为上主子民 ，愿 效 法神人摩
西的祷告 ：「 求祢指教我们怎 样数 算 自己的日
子，好叫 我们 得着智慧的心！ 」

象中古堡矗立，湖泊处处的苏格兰进发。原来
在伦敦乘坐头等火车，可即时上车，不必等候
规定的上车时间。要不是那位年轻人的指点，
可能会错过此种优待哩。年轻人高瘦身型，衣
着整洁，温文有礼，典型的英国绅士。他是格
拉斯歌人，虽是萍水相逢，他的形貌至今仍存
脑际，愿寄以遥远的祝福！住爱丁堡的日子，
也曾到格拉斯歌一游，并在一教堂的访客本上
留名，也算是雪泥留痕吧。

感谢天父 ，祂的 宝座立定在天 ，祂 的 政权永
不动摇。 诚然 ，人间种种，很 多事 我 们都不明
在爱丁堡的日子，我们租住三层小楼的二
白；但， 隐秘 的事属乎耶和华 （神 ） ，作为天
国子民， 在此 人间旷野，我们 只管 跟 从良牧主 楼，一厅两房，房间的大窗外望邻居独立屋的
耶稣。感 谢主 ，主说：「我认 识我 的 羊，我的 后园，整洁的草地，缤纷的花朵，中央有一小
羊也认识 我。 」是的，祂是如 此恩 慈 信实，既 喷池，有时也飘来淡淡的花香。大厅窗户正向
明了各样 事又 明了我心，祂就 是我 的 好牧人， 北海，阴阳晦明，晨曦夕照，时引遐思。浴室
我又何惧 乎！ 朋友，盼望你也 得到 主 耶稣所赐 中有些小摆设，我独爱其中的灰白瓷小狗。如
的救恩！ 也许 你对基督信仰并 不太 明 白，但当 今，瓷小狗安在？它是否仍守望在浴缸边呢？
你愿意凭 信心 接受，圣灵会引 导你 进 入真理，
神恩处处，一次在小楼中午间以肉松送粥的
更多认识 主耶 稣。就像人要入 学校 接 受教育， 畤候，觉得口腔有刺痛的感觉，原来竟是钉书
就得到更 多知 识，而并 非有了知识 才 入学校呀。 机的「马仔」。多可怕呀，肉松中竟也杂有钉
刚才新 闻中又 报导英国脱欧 事件 ，忽 想起多 书机「马仔」！感谢天父的看顾保守！吃东西
年前第一 次踏 足欧陆。那年大 女儿 随 香港儿童 真个要细嚼慢吞，不可掉以轻心哩！
合唱团到 美国 表演，外子在英 国公 干 ，我趁着
有时伫立窗前，遥望北海，就仿如在香港
学校暑假 ，和 小女儿到爱丁堡 探亲 ， 小住了一 太子道的家，遥望远处的狮子山头，竟有一种
个多月。 我们 先随旅行团游览 欧陆 五 国，尾站 温馨的感觉。小楼街头，就是皇子大道，走在
到英国伦 敦 ，再自 行转 乘火车到苏 格 兰爱丁堡， 这繁华大道上，也泛起阵阵亲切感，真巧，竟
而第一站 就到 意大利的罗马。
和香港住所相同的街名。闲时也遛跶附近的横
罗马，这 摩登古 城自有他的魅 力， 在 神的允
许下他大 大的 影响着教会历史 。从 巴 比伦，亚
述到玛代 波斯 ，希腊，再到罗 马帝 国 ，神的选
民颠沛流 离， 上主教会屡受逼 迫！ 想 起罗马政
府对教会 先贤 的逼害，有点抗 拒， 但 罗马也是
使徒保罗 建立 外邦教会的基地 ，又 泛 起丝丝的
亲切感。 到达 罗马已是晚上， 加上 时 差，人昏
昏然，直 到走 在街上看到公司 里贼 人 在强抢

街窄巷，到附近公园享受休闲憩息。简单的生
活，美丽的日子。是的，在我看来 ，简单就是
美丽，简单就是幸福。最重要的，是每个生活
环节都有上主同在；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朋
友，你也愿意享受这上主同在的美好感受吗？
但愿主耶稣也成为你在这人生旷野中的好牧人。
「你们 当晓得耶 和 华 是 神 ， 我 们 是 祂 造 的 ，
也是属祂的；我们是祂的民，也是祂草场的羊。」
诗篇 10 0：3《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