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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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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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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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今年是团契蒙恩成立三十周年,感恩聚餐晚

会定于 25/7/21 举行。求主带领这聚会。  

感谢神，让“家长支援小组”及团契的家长和子女

在 Cabari ta  Park 户外聚会享受重聚的美好时光。为

和熙的天气及我们有相交的机会感谢神。求神帮助

我们，与参加者维系友谊，有进一步机会鼓励他们，

向他们述说耶稣的大爱。为参加这次聚会的新朋友

感谢神。求神软化他们的心，带领他们归向他。  

为 Deanna 协助“电话关顾”事工感谢神。求神恩

待她的事奉及使用她成为得福的管子。  

为三十周年纪念特刊的筹备，内容/见证及制作小组

祷告，让特刊荣耀主名。  

为家福的经常费祈祷。也为 5 月 29 日在 Bunnings 举

行的烤香肠筹款活动祈祷。  

为所有团友的身体、情绪及精神健康祈祷。  

为 Jenny 的关顾探访事工祈祷，也为 Jenny 献上感

恩。求神赐她智慧及她事工所需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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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嫌隙，总要彼

此宽容，互相饶恕；主怎样饶恕

了你们，你们也要照样饶恕人。。’ 

                              (圣经新译本)   歌罗西书 3:13   

    主内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21 年第三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日期：2021 年 5 月 15 日 

时间：下午二時三十分聚会 (附设托儿服务) 

讲员： 李智峰牧师 

內容：信息分享、诗歌聆听、团契时间、AGM 等          

地点:   宝活长老会 Burwood Presbyterian Church 

(查询电话：0421 590 559)  

请前往 Memorial hall 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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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五月八日 

 

家福团契 周年会员大会 AGM 

日期：2021 年 5 月 15 日 (星期六) 

时间：下午二时三十分  

地点参与：用在线媒体 ，敬请家福会员出席  
（给家福你的电邮地址，家福寄你开会连结） 

第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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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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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福纪录 你姓名和联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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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以下接连: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
12654856374462 或 请联络家福电邮
info@gff.org.au 获您聚会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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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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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举行家福团契会友大会的日子。会

友大会提醒我们的义务是要关心团契，与团

契其他的肢体一同建立家福团契。其实不单

只是团契会友，应该是每一位由上帝引领到

团契聚会的，都有责任来建立团契。 

正如彼得前书 2:5 节说，「我们来到主面

前，也就像活石被建成灵宫。」我们每一位

在团契里聚会的信徒都是活石，上帝要用我

们来建造团契这 座上帝的 殿，上帝的 灵宫。 

若要团契建立得稳健，讨神的喜悦，我们

这些活石就要有好的质素，即是我们要有美

好的属灵生命。若要有美好的属灵生命，就

要在生活上用上帝的话语扎根，好像 一棵

强壮的树一样扎根得越深，根基就越稳，之

后就会结果越多。 

多年前有一台风侵袭香港，引至有一棵百

年老榕树被风吹倒了。透过这件事可以见到，

看似强壮的大树，都会被风吹倒；这让我们

反省到，就算我们信主的年日很久，表面上

看似已经做了所谓的读经祷告、事奉，但在

上帝的话语上，可能仍然扎根不深，并且可

能已经向世界的 水源伸展 ，被世界同 化了，

以致根基出了问题，被风一吹就倒下了。所

以我们要求上帝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能扎

根在他的话语里面 。 

今日我们要如何在灵性上扎根呢？首先我

们要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第二方面，我们

要扎根在圣灵的水流里。我们一定要扎根在

这两样事情上面，一样都不可以少。如同 

一棵树要扎根在好土壤里，长在干巴巴的土

壤是没有用的，一定要长在有水流滋润的土

壤，然后才可以长出强壮的树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生命若要在上帝面

前满有恩典，不能少的就是要依靠上帝的话

语，并且要有圣灵江河的滋润。所以我作为

牧师，是愿意花大量的时间来搜集资料，用

很多的时间来教导圣经，因为我相信，我认

为，我期望，弟兄姊妹的生命一定可以从上

帝的话语中得着帮助的。所以弟兄姊妹，让

我挑战你们，现在就要花时间好好的读神的

话语，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成长。 

还有，圣灵会在我们的品格上工作，而这

工作就是要我们 的内在的 生命更新而 变化，

成为基督的形像。所以你要扎根在圣灵的江

河里，你要在圣灵江河里被滋润，这样，你

的生命就会变得很活泼，生活就会变得很有

信心，并且你的生命会变得很热情，你的生

命会变得很喜乐。因此我勉励弟兄姊妹们多

祷告，多聆听圣灵的声音，多依靠圣灵，让

圣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管理我们。 

弟兄姊妹，家福团契需要成长，扩展及往

前走，所以我们要求主加添我们的能力，来

应付面前挑战及需要。我们都是家福团契的

一分子，都是建立家福团契的活石，盼望我

们每天的生活都连于主耶稣，深深地扎根在

基督里，从今天 起我们都 能建立往下 扎根，

向上结果的生活，好让上帝在家福团契中得

着更多的果子。阿们。《完》

  

 

 

牧者的话                     向下扎根，往上结果                 李智峰牧师      

 2021 聚会  

 17/7 (周六) 2:30pm  七月单月聚会 

 18/9 (周六) 2:30pm  九月单月聚会 

 20/11(周六) 2:30pm  十一月单月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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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