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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记 31:8 (圣经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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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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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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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主题：

乱世中的平安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18 年第七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代祷及报告

日期：2018 年 9 月 15 日(星期六)

为即将九月份聚会准备，安排，弟兄姊妹和团友的参与
祷告。

时间：下午二時三十分聚会 (附设托儿服务)
内容：佳韵音乐事工领唱， 台湾伊甸社会-

感恩五年前 21/9/2013 盲人喜恩合唱团曾在我们团契
领会，愿主为这次特别的聚会准备我们的心。

福利基金会的盲人喜恩合唱团领会

请继续求神赐合适的场地予我们长期聚会。
为到 Irene 师母长期担任 GFF 社会工作者感恩；感谢
社区中所有通过这事工表现出基督之爱的人。

(电话：0421 590 559)

求主为 GFF 预备合适接任 Irene 师母社区工作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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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九月七日

伊甸盲 人喜 恩合唱 团简 介：
成立于 2005 年，四位 团员皆 为音 乐科班的重 度视
障者，除了正统声乐，和声，作曲，乐器的专才
外，特别以男女 混声 演 唱方式，呈现歌 曲的 美妙，
同时意识到全人的属灵生命，为得着更多基督精
兵而唱 ，以 创作诗 歌， 流行诗歌与 爱乐者为友。
Irene 师母 带领的家福 社区工作服务 兼具社区

招募

工作，基督教信仰寻道与建立，带领 家长互助

义务
社工

组 的事工。家福 现招募 义务社工 接任 Irene 师
母 星期三的 社区工作。
有意 应征者 请 电邮 至 info@gff.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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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约翰福音 3:16 的信息在青年人的心中生根，并结出
认识拯救耶稣的果实。感谢约翰让救世军 Burwood 队
和青年事工领䄂时的慈爱去举行特别活动。
为到宝活华人长老会及山区宣道会 2018 年提供场地给
家福团契感恩。
为推广家福的事工祷告，求主赐我们有智慧和策略向各
华人教会介绍家福事工，使更多伤健人士及其家庭认识
基督，并有效地帮助伤健人士及其家庭融入教会生活。
请为有不同需要的肢体祈祷，祈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挣
扎和失望时继续信靠，并坚持我们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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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团友延长时间，准时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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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福团契（每日金句灵修分享）

Jenny Yiu

对于灵 修是 我每天 的生 活一部份，也 带给各 弟

求她。母亲巳听 了我们的说话 而正 考虑我 们的 要求。

兄姊妹 姐妹 们更扎 根成 长，而 籍着 神的话语令 到慕

读到路 加福 音第八章耶 稣的比喻，让我们感到 释然。

道的朋 友认 识上帝 耶稣 基督。让神 的话语安慰 着软

上帝不 会因 我们恒切祷 告而感到不 耐烦 ，祂希 望我

弱的心 灵得 到医治 。阿 们！

们一次 又一 次把忧虑带 到衪跟前，知道这一黠 便增

{第 一 天 }经文 ： 凡 我 所 嘱咐 你 们 的 ， 都 教 训 他
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 界的 末了 。
（马
太福音 28:20）10.有我与你 同在 ，必没 有人 下手
害你； 因为 在这城 里我 有许多的百 姓。 ” 11.当
夜，主 站在 保罗旁边说 ：放心 罢！你怎样 在耶 路撒
冷为我 的见 证。 （使徒行传 18：10，23： 11）
10.叫一 切 在天 上 的，地上 的 ，和 地底 下 的， 因 耶
稣的名 ，无 不屈 膝，11。无不 口称 耶稣基督为 主，
使荣耀 归与 父神！ （ 腓立比 书 2：10-11） 14.得
了权柄 ，荣耀 ，国度 ，使名方，各国，各族的 人都
事奉他 。他 的权柄是永 远的，不能废去；他的 国必
不败坏 。（ 但以理 书 7:14）
摩西死后留下约书亚肩负到以色列人进入应

加了我 们的 信心 ! 到了今天， 我们 从前所 忧虑 的事
情巳经 得到 解决。可是 我们当 然仍 有缠住上帝 。如
今我们 仍然 感谢上帝，衪让我 们祷 告中一 次又 一次
把忧虑 告诉 祂。上 帝总 是悦纳 我们 的祈祷。感 谢天
父上帝 : 感谢祢忍耐 我 们，当我 们把忧虑放在 祷告
中带到 祢跟 前，求 祢释 放我们 的重 担。让 我们 有信
心和更 加倚 靠着祢。阿 们 !
第三天

{ 每日金句 }

01. 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 神. 我的救恩 是 从
他而来 。 01. 神阿，锡安的 人都等候赞 美你 ；所
许的愿 ，也 要向你偿还 。 ( 诗篇 62：1，65：1 )
17. 我要等候那 掩面不 顾雅各家的耶和华 ，我 也要
仰望他 。 ( 以赛亚书 8 ; 17 ) 我们在日常 生活当

许地这 个艰 难的使 命，上帝应 许约 书亚：我怎 样与

中经常 要等 候 ; 在商店里排队付款 、遇上交通 挤塞、

摩西同 在。也必照样与 你同在；在约翰福 音十四章，

在诊所 里坐 着。都 花了 很多时 间在 等候，看似 浪费

耶 稣为 自己 即 将离 世 而 装 备 他的 门徒 ， 告诉 他 们：

光阴；所以 宁愿忙 碌不 巳。在 圣经 里有不 少经 文都

你们心 里不 要忧愁 ，过 了不久，他应许说 ：我 不会

在请求 要等 候神 ，这教导对我 们来 说实在 难以 遵守。

撇下你 们为 孤儿，我必 到你们 这里 来，有 时候 我们

等待似 乎无 关重要，然 而，等 侯神 却是经 历真 正基

会 感到 无人 关 心自 己 ， 以 为 自己 被遗 弃 和被 忘 记，

督徒生 命关 键一环。当 上帝乎 召我 们等待时，不等

但是上 帝的 应许必 不撇 下我们，也 不替换 我们 ，我

于我们 无事 可做。等候 神需要 我们 付上专注，我们

们 可以 因这 真 理真 理 安 慰 。 因为 造我 们 的是 上 帝，

会谢绝 外间 的干扰，默 想经文 ，然 后等候 上帝 赐予

所以他 永不 会忘记 我们 。感谢 天父 上帝 ：祢在 我们

智慧和 指引 ，期待 衪的 回应。等候 神可以 是满 有成

生命中 的慈 爱，信实的 同在，甚至当我们 感受不到，

效的。上帝应许 赐予我们力量 去面 对生活 上的 种种

但们时 刻都 在我们 身旁 。阿们！

挑战，在难 关过后昂然 站立。上帝正在耐 心地等候，

第二天 { 每日金句 }
06.耶路撒泠阿，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
昼夜必不静默；似乎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07。
也以便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便耶路撒
泠 在 地 上 成 为 可 赞 美 的 。 （ 以 赛 亚 书 62 ：6-7）
17.“ 人 子阿 ， 我 立 你 以色 列家 守 望的 人 ，所 以 你
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诫他们。07“你子听我口
中的话，替我警诫他们。”（以西结书 3：17，33：
7）我 们每个在童 年的时候，若想母 亲答 允一 些事
情，总 会不 停缠着她。母亲常 说：叫我们 不要 再恳

准备与 我们 相遇。我们 必须来 到上 帝面前，经 历衪
的赐福 。等 候神是绝 非 浪 费光 阴。 感 谢天 父 上 帝：
祢既看 顾又 关心着世人 ，求祢 使我 们甘愿在忙 碌中
腾出时 间来 亲近祢。阿 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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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