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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内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17年第四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日期：2017 年 5 月 20 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二时三十分聚会(附设托儿服务)
讲员：李智峰牧师
题目：怎样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备 粤语/国语传译)
内容：专题讲座、诗歌、生日会、年会及茶点等
地点：救世军宝活队

家福团契 周年大会 (AGM)
5 月 19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分为家福
团契周年大会，敬请家福团契会员出席。
代祷及报告

(电话：0421590559)
请前往副堂
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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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日

请为即将五月份聚会，聚会和周年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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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为家福预备适合的社工同工，求神动工
祈求神加添身，心，灵力量子所有照顾者。
请祷求神提供帮助于那些目前不接受任何
政府的支援的伤健人仕。
请为建立北区家长支援小组祷告。

2017 聚会
15/7 (周六) 12:30pm 七月单月聚会及聚餐
26/8 (周六) 5:30pm 父亲节特别聚餐聚会
16/9 (周六) 2:30pm 九月单月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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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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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为到男士和爸爸们的外展事工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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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为有不同需要的肢体祷告，包括身体有
疾病的，在工作上或照顾伤健儿童有太大
压力的，家庭不和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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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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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重温：永恒的爱
2017 年 4 月 29 日 母亲节聚会信息
讲员：姚少珍 Jenny Yiu
经文：以赛亚书 49：14-15

今天是母亲节. 我们要从母亲的爱. 进而了解神要我
们如何去爱人.
当然在母亲节. 我们也盼望用行动能回馈我们的母亲.
回应我们的神. 进而将神的爱传扬. 传递给这个缺乏爱
的世界。以赛亚书 49:14-15 节的背景是犹太人在受苦
之中. 他们因叛逆神. 神兴起外邦来毁灭他们. 北国以
色列被亚述亡国. 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打败. 他们在外邦
的蹂躏中. 他们哭求神. 他们说: 耶和华离弃我们. 天父
忘记了我们. 他们不是无病呻吟. 他们不是故作可怜.
他们乃是在亡国灭种的苦难中呼求神. 这不是一个想
像的图画.这是个实际的情形. 也是犹太人的痛苦. 是神
的子民真实的经历. 他们是神的选民.
如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 神说: 祂是我们的神. 我
们不怀疑. 神爱我们. 我们认定衪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
衪的儿女. 可是现实的状况就是. 犹太人亡国了. 他们
合一的政府被掳去. 他们说: 耶和华巳经离弃我们. 我
们的神巳忘记了我们. 我们看到人的困苦. 人的无奈.
人的无助. 神在哪里? 但在以赛亚书中. 神自我表白. 衪
自我辩驳. 祂说: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 不怜恤
她生的儿子吗? 即或有忘记的. 神却不忘记我们. 在这
么大的难处和大的压力下神如何表明自己呢? 的确. 一
个妈妈. 她亲生的孩子还在吃奶的. 当中妈妈怎能忘记
孩子呢? 吃奶的孩子是亲生的孩子. 不是奶妈. 也不是
菲佣带的孩子. 而且这个孩子正在吃奶的婴孩? 母亲到
底是怎样的人. 她为了孩子可以牺牲工作. 可以牺牲前
途. 更可以牺牲青春. 但从这边可以看到妈妈. 看到一
位为了孩子的妈妈相比的. 那就是神! 如果有什么爱可
以比神的爱相比较的. 就是妈妈的爱. 而且这句话不是
人说的. 这不仅是千百年来. 古今中外的人的共识.
所以我们说; 母亲的爱可以表达神永恒的爱. 人也不
容易看到神对人的爱。母亲不会忘记了亲生正在吃奶
的孩子. 但我们不否认. 当孩子长大了. 自立了. 妈妈当
然还是爱. 只是并不把重心完全放在他们身上. 神说:
即或有妈妈忘了吃奶的亲生儿子. 神也不会忘记我们.
何况衪是永恒不变的神. 衪的爱是永恒不变的爱. 衪是
一切爱的原头. 我们如果知道什么是爱. 去亲近衪. 衪
可以让我们明白。在我们的信仰中. 有一件我们最不容
易学会的. 就是用神的爱我们的爱来爱人. 这是神要求
我们学习衪对爱的标准. 神要我们一生一世学习这个
爱的功课. 只要我

们往前走. 就有进步. 只要我们肯顺服. 就有爱从生命
中出来。阿们! { 作儿女的. 要凡事顺从父母. 因为这在
主里是可喜悦的。歌罗西书 3; 20 } 《完》

家长心声

Patsy

我们家中有一位美丽的小姑娘，她今年十二岁了，年
幼时被确诊是自闭症。我和丈夫没有太大的惊讶和悲
伤，只是知道路一定要走下去。孩子日渐长大，情绪
和脾气也随着年龄改变，我们时常要面对不同的挑战，
唯有自己要先懂得控制情绪和忍耐力，否则真的会家
无宁日，因为孩子面对训示和责骂，她是不会明白的，
所以身心也感到疲累。有时觉得别人不会明白我的境
况，还认为我太溺爱女儿，令她在言语和自理什么也
不懂。遇到这情况，我选择沉默，因为他们不明白自
闭症的特征，没有语言能力和行为障碍，这也不是三
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因此我也无需要多说，只希望
日后更多人了解自闭症。
庆幸家福成立了家长支援小组，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平
台，使一班有特殊儿童的家长，可以在无压力的环境
下，分享自己的经验。在这几年相处，大家就像一家
人，互相帮助和支持。只要记住我们不会孤独，有一
班同路人，结伴同行，彼此互助互勉。
家福每年都举办多次联欢晚会，庆祝伟大的母亲节和
父亲节，普天同庆的圣诞节，每次都会安排丰富的节
目和礼物，家福的义工更帮助我们看管特殊小孩，使
家长可以安心欣赏节目。今年是家福二十五周年纪念，
在一月份筹办了一个 3 日 2 夜的家庭营，这个活动实
在令人太兴奋，透过这个活动，更令我们感觉到家福
对我们一班家长和小朋友，付出无限的爱心与关懐，
我们实在无言感激，就借此机会多谢家福，就像我们
送上的多谢咭内写着〝Thank You Everyone 家福感恩
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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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 227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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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spelfellowshipaustralia@yahoo.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