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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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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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份聚会：聚会的直播准备、实行、
各样安排、弟兄姊妹和会员参与祷告。也祈求
当日的 在线视频 网上直播 能流畅顺利。 

感谢主, 今年是团契蒙恩成立三十周年,感恩聚
餐晚原定于 24/10 举行，现需延迟至 2022 年 
2 月 27 日举行。 求主带领我们的第 30 届庆
祝晚宴。 

感谢主为我们准备了 30 周年庆典。 

祈求神为我们的家长预备一位合适的义务辅导
员。 

为到 COVID 新冠变种疫情 情况 得到 控制和改善 
祷告，使大悉尼 解封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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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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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ene 师母 带领的家福 小区工作服务 兼具

小区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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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ene 师母 星期三的 小区工作。 

有意 应征者 请 电邮 至 info@gff.org.au 

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以参加者的健康为优先考
虑。由于新州现在新冠变种疫情严峻，大悉尼现
时继续封城。我们要准备作适当的应对，所以我
们九月十八日下午聚会，由实体改为在线视频网
上直播。另外我们十月二十四日晚上的团契庆祝
三十周年聚餐，现在延迟到明年二月二十七日晚
上，不便之处，请多多原谅。  

   2021 聚会   
  20/11(周六) 2:30pm  十一月单月聚会 

  27/11(周六) 8:00pm  家福网上圣诞聚会 

 

‘ 因为不法的事增加，许多人的
爱心就冷淡了。’ 
                            (圣经新译本)   马太福音

24:12  

 网上参加聚会直播  
您可用在线媒体，参加家福 聚会直
播，点击以下接连: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
412654856374462或 请联络家福电
邮 info@gff.org.au 获您聚会连结 

    主内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21 年第六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只设网上直播） 

日期：2021 年 9 月 18 日 
时间：下午二时三十分聚会  
题目： 末日爱心    (备 粤语/国语传译) 
讲员：  李智峰牧师 
内容：信息分享、诗歌聆听、团契时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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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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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牧师，会遇到很多人问我有关末日的

问题，原因是世界越来越多灾难发生。  其

实主耶稣早有预言，在祂还没有回来以前，

世界各地会发生「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的

腥风血雨的事情，并且饥荒，地震的灾祸会

接踵而至。人为的破坏也会导致灾害的发生，

做成贫富悬殊，人心败坏，彼此恨恶，纷争

等，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末世景况。  

回顾 2020 年的全球灾难，你会感觉到真是

非常恐布。2020 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

导致世界各地至今仍然动荡不安，澳洲

NSW 仍然要封城，每日确疹个案超过 1,200

宗。自然界也一样不平静，身处澳洲，相信

大家都会记得那场从 2019 年一直燃烧到

2020 年的澳洲大火，那场大火真是烧到叫

我们个个人都心急如焚，希望大火能早日熄

灭。极端气候也为全球各地森林助长恶火，

导致东亚地区暴雨成灾 ;  最近就有河南郑州

发生的大洪水灾 ;  气候变化，又导致非洲蝗

虫灾蔓延至印度和中国。北极也因异常高温，

发生严重漏油事故，导至 20 公里的河川及

周遭土地受到严重污染。人祸方面，你会见

到世界各处都充满了火药味，  政见不同，

导至家人，朋友关系破裂；四处都能见到斗

争，冲突，大战争，小战争 ;  亲朋好友，同

事邻居，甚至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都有可能

进行剧烈的口角之争，甚至大打出手。加上

野心家权利之争，以致世局动荡，人心不安。 

人活在末世灾难中，最需要的就是有爱；

在苦难中生活的人，很需要有人帮助，但主

耶稣也预言话：在末世的时代，人会彼此陷

害，爱心变得越来越冷淡。  

但是人的爱心为何会越来越冷淡？若你看

看历史，就会知道原因。首先是工业革命带

来人类生活一个很大的转变，人类慢慢从农

村生活进入大都市的生活中；也慢慢从彼此

关怀，守望相助的爱的生活，进入到彼此攻

击，互相竞争的自私生活中。人与人之间，

只有利害关系的存在，各人都想凌驾于别人

之上。教会处在这样的环境及风气下，自然

也会受影响。除了受到一般性的社会因素影

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教会注

重事工和计划，以致忽略了爱心生活的重要。 

所以家福团契的团友们，我们要听从圣经

的说话；彼前 4:7-8：「万物的结局近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

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

罪。」约 13:34：「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

也要怎样相爱。」  

我们要活出爱，好让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

们，能感受到神的爱。因为唯有神的爱，才

能让活在苦难中的人得着人生的盼望。  

我会在 9 月份的家福团契聚会中，分享「末

日爱心」  这个信息，盼望大家都能出席参

加，一同学习在末世活出像神的爱心。《完》  

 

 

 

 

  

 

 

团牧分享                     末世爱心                 李智峰牧师       
 

招募 

义务

社工 有意 应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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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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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