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伤健家庭福音团契

‘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哪，到我这

Gospel Fellowship of Families – People with A Disability of Australia Inc.

⾥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 ’
⻢马太福⾳音 11:28 (圣经新译本)

P.O. Box 2661, Carlingford Court, NSW 2118
PHONE: 0421 590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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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内弟兄 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 你们问 安!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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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16 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二时三十分聚会 (附设托儿 服务)
题目：周杰辉律师

(粤语 主 讲， 国 语 传译)

请为即将九月份聚会的准备、安排、弟兄姊
妹和团友的参与 祷告。为 Daniel 弟兄及 顾
师母的身体软弱代祷 。

内容：讲道、诗歌、生日 会 及 茶点等

祈求神加添身、心、灵力量予所有照顾者。

地点：救 世军宝活 队

请祷求神提供帮助于那些目前未被政府的
提供任何支援的 伤健人仕。

(电 话：0421 590 559)
请前往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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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 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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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筹办 2018 年一月生活营祷告，营会的筹
划，求主预备工作团队，顺利展开工作，并
供应经济上的需要。
请为家福预备适合社工同工，求神动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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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为建立北区家长支援小组祷告。
请为到男士和爸爸们的外展事工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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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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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聚会
18/11 (周六) 2:30pm 十一月单月聚会
25/11 (周六) 5:30pm 圣诞 联欢聚餐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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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神的恩典

曾爱英 姊妹的见证

我提早退休了, 这个决定令很多同事、朋友艳羡不已。
却十分同情我们的处境，答应了。当我们收了 15 万
不少人认为我一定是拥有很多财富，足够在退休以后吃 订金后，一心以为问题已经解决。
喝玩乐，享受人生。事实并非如此。谁会想到九七年金
谁知，一个星期后，陈先生却声称要取消交易，但要
融风暴中，我的财产化为乌有，居住的地方变成了负资 求面谈。失望之余，我仍答应跟他见面。万万想不到的
产，甚至负债累累？我经历过人生最惨淡的低潮。可是， 是，坐下交谈了一会，对方突然表示改变主意，愿意维
我也同时见证了神的恩典，不但从人生的低谷站起来， 持交易，说因为相信我，也相信我住过的会是个好单位。
还明白到有神的生活才是最好最丰盛的生活。
可惜，事件尚未完结─ 陈先生的父亲要求看楼。
任教多年，看到一些伪善基督徒的行为，实令人心寒。
以偏概全，我便认定自己是不会成为基督徒的。当我听
到：「世人都犯了罪，你们应当悔改。」时，我更是反
感。我不明白我们犯了什么罪？我没有杀人、放火、也
没有偷呃拐骗，何来有罪？难道基督徒就不是罪人吗？
可笑自己当时太自负，不明白自己拥有很多贪婪、嫉妒、
懦弱、自私等与生俱来的罪性。然而，主是怜悯的，是
仁慈的，是寛恕的。祂并没有因为我的不信而离弃我。
反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经历了祂的恩典，让我醒悟过
来。
1997 年，香港楼价有升无跌，当时居住的黄埔花园，
呎价升至过万。眼看着是投资炒卖的好时机。于是，我
和丈夫决定加按自住的居所，以 480 万买入将军澳的单
位自住，黄埔花园单位则以 2.5 万租给一个日本人。同
时，丈夫看中了青衣灏景湾一个向海一千呎单位，作价
780 万，并付了三成订金作炒卖之用。谁知 1998 年盛夏，
楼市崩溃，我们不但失去了手头上所有现金，连朋友、
姊姊借给我们的钱都快要失掉。当时，大儿子在纽西兰
读大学，小儿子读中四，支出不菲。家庭经济面临破产
危机，丈夫感到内疚、沮丧。我俩都束手无策，唯有找
地产商试行出售物业。

难题又来了，不但租客尚未迁出，要联络，也不会日
本语，怎办？于是我请地产经纪替我给租客传真一纸便
条，请他开门让陈老先生看楼。由于言语不通，加上逢
星期一至五他都会在深圳工作，只有星期六、日才回港，
所以没法得到回覆，不知道人家是否愿意。尽管如此，
在星期日早上，还是硬着头皮带着买家按门铃。幸好租
客十分友善，容让我们入内参观。
陈老先生来者不善，看得出是找借口退订。我心想交
易马上要告吹了。忽然，窗外吹来一股凉风，满屋一阵
凉意，十分舒畅。陈老先生一句：「很好风啊！」，这
宗买卖成交了。怎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传来银行
因为楼价再跌，不肯以 638 万受按。不知何故，我顺口
一句：「减 50 万吧！」就成功卖出，也解除了我们的困
局。

在重重的波折下，每日都有新的难题。我感到非常迷
惘，在无计可施下，唯有每晚祈祷，求神带领。结果，
我每晚居然都能安然入睡。神的恩典就是如此临到我的
身上。接着，除了卖出手上物业外，即使付了订金的，
也只能放弃。这样，我的财困终于得到解决，也逃过了
破产的厄运。我开始去教会听道，参加了慕道班。我明
白到金钱是不可靠的，亦不可靠自己，甚至亲人及最好
那时我不敢在人面前垂泪，怕大家难过。一天下午， 的朋友也爱莫能助，世间的事物都是短暂的，只有作为
独坐家中，我觉悟到自己的力量是何等薄弱，何等无助。 神的儿女，才能得享永恒的平安、喜乐和福份。以前听
终于，我忍不住放声大哭。突然间，我想到小天使容美 道都不明白，因此没有兴趣。自从经历了神的带领后，
及一些共事多年的基督徒同事如何借着祷告求神帮助。 我似乎得了一条钥匙，开启了一道信主的门。现在听道
于是，我跪在床边恳切祈求。我放下自己的骄傲，讲出 和上圣经班都能有进步，有领悟。
自己的处境，求神带领我走出这个困局。祈祷之后，心
2002 年 7 月 28 日，我受浸了。现在我承认自己是一
情奇妙地平伏下来。真的，神的作为是谁都没法猜得到 个蒙恩的罪人，只有神施的恩典才能使我得救。我的经
的。我的困局竟在三天后奇迹性地出现转机。
历是真实的，感谢主的大爱没有因我的不信而放弃我，
平日，我不会在晚上 12 时后看电视的。星期五那天，
当我正要上床睡觉时，我的丈夫突然想我陪他看一出明
珠台播映的电影。由于它的内容是讲述一对夫妇在荒山
遇险的故事，正合我们当时身陷险境的心情，于是我便
答应了。看完电影已是凌晨二时左右。我们刚上床不久，
便听到门铃声。初时不以为意，直到门铃声响第二次，
第三次时，我们终于起来看看。打开门一看，站在门前
的竟是两位利嘉阁地产经纪。原来有一位陈先生愿意以
638 万购买我们位于黄埔花园的单位。然而，我们的单
位已在早前租出，怎办呢？可是，这是解决困境的一个
大好机会，怎能放过？

感谢主的指引让我度过了困境。金融风暴引发了许多故
事，我侥幸在那时候寻求神的帮助，也蒙怜悯得到帮助。
我感谢曾为我传福音，为我祈祷的基督徒好友，因此，
我不会再让别人的坏行为阻碍我寻求真神的决定。

现在我虽然没有丰厚的积蓄，但是孩子们已经毕业了，
并且找到了工作。相信供了 35 年的公积金，丈夫的退休
金及长俸，足以应付楼按及日常开支。可见主的恩典是
足够的。金融风暴会不断重演，人们的贪念也会不能自
控地作出超越能力的决定。要活得更丰盛，方法就是生
活在神的旨意中。就是学习将自己的目光放在永恒的生
命及积财在天，而不是在地上。此外，我们更要常常警
翌日早上，我联络了代理日本租务的经纪，告诉他我 醒自己：「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弗四. 27)因为魔鬼会
们要破产了，愿意以三个月租金 7.5 万赔偿给租客，希 利用人的贪念和欲望，常常试探和诱惑我们。凭着主的
望他交回单位。感谢主，虽然他刚住了三个月，可是， 力量，马上跟魔鬼划清界线吧。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