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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亲自在你前头行，与你同在；
他决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 你不要害
怕，也不要惊慌。 ’
以赛亚书 40:31 (圣经新译本)

A Non-Profit Volunteer Association
funded by your support & donation

如想用@电邮接收家福通讯
请用以下电邮联络我们
多谢支持环保

website: http://www.gff.org.au
email: info@gff.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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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地點 更改通知 : 新地址
58 Earlwood Ave. Earlwood NSW 2206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聖誕聯歡聚餐晚會
11 月 25 日 (星期六)

2017 年第八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5:30 pm – 9:00 pm

日期：2017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二時三十分聚会 (附设托儿服务)

题目：圣诞聚会 (备 粤语/国语传译)
内容：感恩分享、诗歌、生日会 及 茶点等
救世军 Earlwood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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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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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先致电顾唐仪贞(Irene)师母查询。移
民中心联络电话：(02)9784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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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有关服务由顾唐仪贞(Irene)师母负责。移
民中心联络电话：(02)9784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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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丰富，由佳韵音乐事工 (Glorious Melody)
领会。地点：救世军 Earlwood 队
请从速 与 Lu Jun 报名
查询联络: 0421 590 559
收费：免费
参与：请携带一碟食物与人分享

代祷及报告
请为即将十一月份聚会，聚会准备、安排、弟
兄姊妹和团友的参与祷告。
为我们的聚会场地来祷告，求神赐合适的场地
予我们。
保守团体中有身体软弱的肢体，求神赐给他们
平安，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去关心他们。
感恩神保守看护顾师母的身体软弱，让她今年
不用手术。
请为有不同需要的肢体祷告，求神安慰及医治，
并赐他们有平安，有力量，在患难中紧紧依靠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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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将在明年一月举办的营会耒祷告，求神
赐我们核心小组同工有能力，有智慧去安排这
样一个活动，并借这样一个活动把福音传出去，
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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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感恩见证
在中二的時候，我和家人一起移民溫 我老公的公司仓库(Warehouse)邀请我做
哥華。那時候在中學認識一位好同學，她 质量控制(QC)工作，是临时工；不过我要
是一位基督徒，她帶我去一間學校做義工 先检查身体和聆听测试；可是聆听测试不
教小朋友。之後在 2002 年，我感覺用愛 合格。因我出世的时候，我的右耳是听不
心去幫助人是開心的事。我的父母回流香 到，依靠左耳来听。当时我自已的父母不
港，當時我要照顧妹妹。有一次我駕著車 懂立刻找医生医治；所以感恩来到澳洲雪
子送我妹妹返學之後，我就獨自回學校； 梨，神给机会和开路派一个好的耳科手术
突然間有一部車子衝過來，於是全車盡毁，医生来医治我的右耳。
幸好我是安然無恙！感謝主！我仍然生
感恩，奶奶、老爷来澳洲雪梨探望我
存在世上。
和老公，他们来照顾我。他们知道我要做

王李泳薇
公弟弟的电话，是他在波兰的工作不顺利。
然后奶奶、Stella 和我一起祷告。第二
天老公弟弟的工作一切顺利，感谢主！
七月廿六日中午，奶奶约了她两位旧
同事吃午餐，我们三人一起去她其中一位
旧同事家，和另外一位旧同事一起吃饭。
感恩：其中一位旧同事夫妻是基督徒，神
每天都是与我们同在。
七月廿八日早上，我带奶奶老爷一起
返迦南堂长青团契。感恩老爷回应我们一
起参与这个团契，奶奶见回她的姊妹们和
老爷能认识一些新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
分享和吃午餐。完了后，我带奶奶和老爷
一起搭巴士去 Parramatta 和 Macquarie
Centre 购物中心行街。因为服装店那天
冬天大减价最后两天。感恩我和奶奶的冬
天褛是一样的，而我老公和老爷的冬天褛
也是一样的，真是一家人！还有奶奶又买
多一件冬天褛送给我，她看到我今年是比
之前有很大转变，成熟了很多，不是我贪
心，是奶奶主动买褛送给我。

後來我的同學帶我去一間不是正統的 耳骨人工手术，是在右耳。到了六月廿八
教會，我認識了前度男友，他是一位廣東 日，我要在北岸私立医院(North Shore
人，但是他對我並不認真，差不多和他一 Private Hospital)做手术，那天奶奶为
起十年，可是我們的關係是分分離離的。 我代祷；当我做完手术后，奶奶很有爱心，
當我回流香港之後，爸媽並沒有給我空間，留在医院照顾我。她还拿圣经来分享圣经
而且是用責駡的語氣和我相處，我很不開 故事给我听，和为我代祷能早日康复。那
心，好像活在沒有愛的家庭裏。後來前度 天我要留一晚医院，奶奶不能留在医院陪
男友來香港探訪我，說要正式分手，令到 伴我。我不能吃东西，因麻醉药未过；所
我更加傷心。終於我嘗試向神禱告，我想 以护士帮我检查血压，她量度血压发觉我
神給我一個可信靠而又合適我的伴侶，我 血压低，她建议我喝多水和吃东西。到了
希望他是一個基督徒。
零晨，我肚饿，就叫护士给我吃东西，吃
认识主的经历，大约在 2011 年，我认 完东西后，护士再给我量度血压。感恩我
七月廿九日下午，我们一家四口一起
识一班好的基督徒，她们为我祷告，还带 的血压升回正常，所以不用担心。我再留 去探望其中一位家福姊妹 Betty 的家。感
我去正统的教会。事后，我真正认识主之 多一天医院，第二天老公、老爷和奶奶接 恩，能够和 Betty 的家人一起分享，Irene,
后；我遇到乐霖：他是一个基督徒，是我 我出院，我只是身体软弱和右耳伤口有些 Janet 和我可以一起玩音乐、弹琴；因我
妈妈的好同事的儿子，他对我很真心。在 痛，所以只是吃止痛药。
自已喜欢音乐和美术。到了晚上，我亲自
在六月卅日星期五，我的迦南堂牧师 折半束玫瑰花送给我奶奶，多谢她在我手
二零一二年九月廿二日我们结婚了。
婚后，我来到雪梨，没有亲戚和朋友。 和师母来我们家探望我，为我伤口代祷， 术中的时候和休养中照顾我，因奶奶和老
那时候我感到有些孤单，但乐霖常常在我 还有为我老爷代祷他可以信主。每晚我都 爷一起在七月卅日返香港。真的感谢主，
身边支持我，我会向神祈求。我不想无所 有祷告，祈求一位天使能传福音给我老爷 这个七月看见老爷和我们一起返教会，他
事事，想认识多些朋友、学习做家务和煮 和希望我的耳伤口能早日康复。感谢主！ 没有拒绝不去和他看见老公都返教会，是
饭，我希望自已能够独立。乐霖带我去教 祂真的派了一位天使，是 Jenny 家福传道 一个好见证。今年奶奶、老爷、老公和我
会，好开心认识教友和师母，在他们身上 人在七月二日来我家探望我之外，还有向 的关系越来越好，希望我自已的父母能够
见到神对我的爱和教识很多做人的道理。 我老爷传福音；当然我们不能迫他信主， 信主。
所以在二月十七日，我决定真正信耶稣成 给他想一想。奶奶照顾我，她给我很多时
八月二日早上，老公陪我去耳科手术
间休息，不给我做那么多家务，我们一起
为主耶稣的女儿。
医生看我的右耳伤口康复没有，在 Bella
读经和祈祷。
Vista 的诊所。他很高兴地跟我说：“恭
蒙主眷顾，我非常感恩，因为我有一
感恩，七月五日，我的迦南堂姊妹
喜你！你的右耳完全康复了。”然后他就
对疼爱我的父母、支持我的奶奶和老爷、
真心真意的丈夫、关心我的教友和牧师及 Stella 来我们家探望我，还有我们一起 帮我洗右耳伤口，洗得很干净，不再用棉
师母；我还有一班好朋友。而且我有机会 吃午餐和我一起分享。那天有一个园丁来 花放在我的右耳。他说：“现在给我两个
学习独立和成长，在一个我从来不认识的 帮我们做花园，他送了三个糭给我们吃， 月的时间，要我习惯两只耳来听声音。”
地方。加上我现在更认识怎样和丈夫相处，而姊妹做了杏仁茶给我们喝。感谢主！我 因我的脑神经系统还没习惯用两耳来听
学习忍耐、包容、忍让、爱和不自私。现 们那天是没有时间煮午餐，所以我们和姊 声音，所以给我两个月时间来克服，两个
月后我将会再去耳科手术医生处覆诊，还
正学习怎样待人和服事，我觉得我很满足，妹一起吃午餐。
感恩，过了一个星期难关，我的右耳 要检查右耳听力测验。现在我的心情很开
过着简单和幸福的生活。我感到神常常在
我身边，看顾我。故此我决定受洗，正式 伤口没有那么痛楚。七月九日，我们返基 心，感谢主！加上我以后不再依靠左耳听
督教华人宣道会迦南堂，我的右耳开始能 声音，终于可以两只耳听声音，真是感恩！
成为祂的儿女。
认识家福，感恩，2016 年我在基督教 够听到声音和未习惯用两只耳来听，但是 奇异恩典！真是奇迹，希望这两个月我要
好好努力习惯两只耳来听声音。
华人宣道会迦南堂收到一本澳洲伤健家 好奇妙！
庭 25 周年纪念特刊，其中一位关曾梦莎
姊妹介绍这本；当我回家看完之后，我有
感动就打电话给梦莎姊妹，然后她叫我参
加 2016 年的九月单月家福团契聚会。我
很高兴认识家福的弟兄姊妹和顾师母，还
有看见一些很可爱的小朋友，神赐我的恩
赐，就是叫我教一些可爱的小朋友。这些
小朋友很需要释放自已的感情，用画画可
以令到小朋友能够轻松，加上我自已很喜
欢小朋友。感恩，今年 2017 年六月廿八
日，我要做耳骨人工手术，是在右耳。怎
样我要做右耳手术，是 2016 年的二月，

感恩，七月十九日下午，顾师母、关
曾梦莎姊妹和 Betty 黄姊妹来我们家探
望我们，我们一起分享自已的见证，介绍
一本书给我老爷和一起祷告。那天我们谈
到停不了口，差点忘记各自要煮晚餐。

感恩， 十月六日早上九时半，我老公
陪我去做耳科聆听测试，看我的右耳手术
伤口康复没有，在 Bella Vista 的诊所。
然后他就帮我右耳听力测验，他很高兴地
跟我说：“恭喜你，你的右耳听力测验结
感恩，七月廿五日早上，一位迦南堂 果是 99%完全康复了，It's really
姊妹 Stella 来我们家和奶奶一起做杏仁 Amazing。"手术耳科医生真的好技术。
饼，而我煮午餐给奶奶、老爷、Stella
这个十月廿一日，我和老公将返香港
和我自已吃，第一次煮给那么多人吃。因 三个星期，到时我把我的见证传福音给的
平时只得我和老公乐霖吃，大家一起吃得 自已的父母，希望能够打动他们的心和能
津津有味，一起分享和一起吃甜品，是 够信主。 《完》
Stella 亲自做的。之后奶奶忽然收到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