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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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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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星期六晚上 27/11/21 晚上 8 点举行的
网上圣诞节庆祝聚会，讲员是我们的李牧师。 

感谢主,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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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活动。 

由于宝活长老会教会在 2022 年初把副堂(我们
聚会的地点)改建为多个课室和图书馆, 供给悉
尼以马内利神学院使用，我们未能续用副堂。请
求神赐合适的场地与我们长期聚会。 

祈求我们的主领导我们 2022 事工计划。 

祈求神为我们的家长预备一位合适的义务辅导
员。  为所有团友的身体、情绪及精神健康祈祷。 

感恩大悉尼解封。为到大悉尼地区改善并控制 
COVID-19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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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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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内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21 年第七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日期：2021 年 11 月 20 日 
时间：下午二时三十分聚会 (附设托儿服务) 
题目： 爱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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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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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招募 

义务
社工 

有意 应征者 请 电邮 至 info@gff.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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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时期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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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为您扫描新州政府二维码或纪录您的个人资料 
  3 )  需要 自备口罩  4）保持 1.5 米社交距离  5）每人有 4 平方米空间 

圣诞 家福 网上 聚会 
11 月 27 日 (星期六)  8PM 

(网播: 请联络 info@gff.org.au 获您聚会连结） 

‘ 你们必定认识真理，真理必定
使你们自由。’ 

                            (圣经新译本)   约翰福音 8:32   

 参加须知 



  

新冠肺炎影响全球，带来世界卫生及经济危

机，也对全球化进程，社会治理，经济形态，发

展理念，能源和粮食安全，观念习俗等人类诸多

领域带来深远的影响。  

在疫情冲击下的这段时间，无可否认，我们是

承担着很大的压力，但我们并非甚么也不能做 ;  

其实我们是可以在逆境中自强不息，不断装备自

己，来迎接疫情过后，新局面的来临。  

1 .  首先是要保持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特

别是心理方面。怎样保守心理健康？  

a .  要接受现状  

你可能现在正在失业，或被老板减人工，不要

气馁，要欣然接受。有心理学家用两只猴子做实

验；将牠们绑在两张电椅子上，每分钟都有电流

经过。两张椅子都有一个按钮。A 猴子那个按钮

是有功能的，只要在电流通过时，刚好按那钮子

一下，就不会受到电流的伤害；而 B 猴子那个按

钮是无功能的，怎样按都无用。但很奇怪，几天

后 A 猴子就死了，原因是牠不能接受电流通过

的不舒服，而很紧张地要适时按钮，因而造成很

大的压力。而 B 猴子就因为接受了电流，所以反

而活得很健康。所以既然我不能改变逆境，就要

欣然接受逆境。  

b .  多做运动  

根据研究报告，做运动有助脑部释放安多酚

(endorphin)，而这种物质是会令人感到快乐

的。很多人在运动后，都明显感到自己的压力得

到释放，这除了因为安多酚所致外，同时是因为

运动会减少有「压力荷尔蒙」之称的皮质醇及会

引致焦虑的肾上腺素的产生。  

c .  不要为明天忧虑。正如主耶稣在圣经马太福

音 6 章 25-34 节所教的：  

  生命比物质重要  

  我们比飞鸟贵重；天父尚且养活天上的飞

鸟，何况是我们这些按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

人？  

  忧虑不能使我们得到些甚么；「谁能用忧虑

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2 .  要操练积极的思想  

若我们的思想是负面的，就会被沮丧所胜。魔

鬼撒旦历世历代都是利用沮丧，将数百万人拖进

黑暗和绝望的深渊之中。而自杀就是沮丧的结

果，自杀的人往往思想变得非常消极，以致他完

全看不见未来的盼望。请记住：消极的感觉是来

自消极的思想，所以我们要操练积极的思想。  

我们要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待逆境过后，美

好的光阴就会来临。我们要相信爱我们的天父所

讲的话：  

  「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

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

凡等候祂的都是有福的。」 (以赛亚书

30 :18)。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

论是甚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马可福音  11:24)。  

  “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

你。」 (希伯来书 13:5)。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祂必顾

念你们。」 (彼得前书 5:6-7)。  

3 .  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  

我们常常说有危就有机。在这个恶劣环境之下，

其实是仍然有机会的。圣经罗马书 8:28 节说 :「我

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逆境逼使我们不得不离开自己长久习惯了的安

舒区 (comfor t  zone)。所以我们就更应积极地寻

找新的机会。我认识一位弟兄，因疫情而失业，

但他因自己在煮食物有特别的能力，所以就开始

了在家煮食物买给别人的生意，做私房菜，成绩

还很好呢。  

所以朋友们，不要灰心，不要放弃，要常存盼

望，相信神的带领，正如圣经箴言 3:5-6 节所

教，「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

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祂，祂就必

定引领你，使你的人生路平坦正直。」这样，你

就必定会在雨后见到灿烂的彩虹。《完》  

 

 

 

 

团牧分享                     走出幽谷                 李智峰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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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