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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主題：  
作你的好鄰舍  

逢每月的第三個星期五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半會有

家長支持小組(雙月)及查經班(單月)；歡迎家中有自

閉症或智障等的孩子的家長參加。如想參加，請先

致電顧唐儀貞(Irene)師母查詢。移民中心聯絡電話：

(02)97848137。 

逢星期三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本團契在

Campsie 移民中心為弱能人士提供有關的社區服務

及社會福利資料，並提供轉介及協助聯絡。現時有

關服務由顧唐儀貞(Irene)師母負責。移民中心聯絡電

話：(02)97848137。 

代禱及報告 

求主為 GFF 預備合適接任 Irene 師母社區工

作人選。為到 Irene 師母長期擔任 GFF 社會

工作者感恩；感謝社區中所有通過這事工表

現出基督之愛的人。  

為到寶活長老會 2019 年提供場地給家福感

恩。請繼續求神讓 BPC 能成為和約定為我

們未來幾年聚會的地方。  

求主為家福成立北區家長支援小組事工作

預備：地點丶義工丶參與的人等。  

爲推廣家福的事工禱告，求主賜我們有智慧

及策略向各華人教會介紹家福事工，使更多

傷健人士及其家庭認識基督，並有效的幫助

傷健人士及其家庭融入教會生活。  

請爲有不同需要的肢體禱告，祈求主幫助我

們在面對掙扎和失望時繼續信靠，並堅持我

們的信仰。  

為到所有的 GFF 的志願者和成員祈求，求主

看顧他們的健康和不同的健康需要。  

團契聚會時間為單月第三個星期六下午二

時三十分，請各團友預留時間，準時出席。 

‘親愛的，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

愛是從神那裡來的。凡是愛人的，都

是從神生的，並且認識神。’ 
   

約一 4:7  (聖經新譯本)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團友： 
   

在主裡向你們問安! 

  2019 年第四次聚會詳情如下，敬請留意： 

團契聚會 
 

日期：2019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聚會 (附設托兒服務) 
題目：作你的好鄰舍  (備 粵語/國語傳譯) 
講員：李智峰牧師 

     內容：信息分享、詩歌、週年大會 (AGM)及 生日會 等 

 

(電話：0421 590 559) 
 

 

敬請團友準時出席，歡迎傷健人士及其家人參

加，並誠意邀請主内弟兄姊妹出席，共頌主恩！

分享主愛！祝主恩滿溢！ 
 

家福團契顧問暨委員敬約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聚會地點通知 : 寶活長老會 
Burwood Presbyterian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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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福團契 誠意邀請 您 參加  

家福事工 團隊 行列  
成為 義工: 探訪, 接送, 文字工作 

有意 參加者 請 電郵 至   
info@gff.org.au 

招募 

義務

社工 

Irene 師母 帶領的家福 社區工作服務 兼具社區
工作，基督教信仰尋道與建立，帶領 家長互助
組 的事工。家福 現招募 義務社工 接任 Irene 師
母 星期三的 社區工作。 

有意 應徵者 請 電郵 至 info@gff.org.au 

家福團契   週年大會(AGM) 
 

5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分為家福    

團契週年大會，敬請家福團契會員出席。 



  

經歷神同在 

累了。終於在 2007 年 9 月提早放下已任職

了 35 年的教師工作，決定不會再執掌任何的

教學工作。可是，神的旨意誰都猜不透… 

放下工作才不久，就在 2007 年年尾，姨甥

女邀請我一起參加短宣工作。她是無國界醫

生，常常到落後國家義診兼短宣。我不懂醫

術，甚至擔心成為他人的負擔而想拒絕。然

而，想了差不多兩星期，便決定接受了。我

想，只不過是協作，這方面我倒有信心做得

到。直到短宣隊負責人鍾醫生聯絡我，說要

開新渠道，計劃用教學作為傳教的橋樑，而

我將要負責英文的教學部份。神啊！祢是最

明白我心中困擾的，怎樣能叫我這樣呢？最

後，我相信若這是神的旨意，我願意作一粒

細沙為神建設這道橋樑。 

我們得知當地人的英文水準十分落後，不需

要教授高階水平的英文知識，所以只預備了

很淺易的英文教材。2008 年 7 月尾，準備就

緒便出發了。當我踏入教室時，才發現面對

的是一班程度差距甚大的學生。當中最多的

學生竟是來自國際學校。天啊！怎辦？我心

中對神說：「神啊！請救救我，我把一切都

交在祢手裏。」接著，我竟能安靜下來授課。

學生們很合作，很友善，給我們很大的支持，

而且很快便和我們打成一片。因神的同在，

結果我的第一課得以順利完成。 

遇到障礙，但有神的恩惠伴隨 

接著的六年暑假，我都會隨隊短宣。我發覺

最大的障礙來自分歧。初期的短宣隊來自各

國各地，有專業人士、甚至尚是學生的身份 

 

的，有文化、教育程度等的不同，見解亦有

異同。後來加入了許多教師，意見更見分歧。

可是，這種情況卻沒有摧毀短宣工作。每天

晚上宣教士都領我們唱詩、教導、分享和祈

禱。我們明白到神要我們和睦，同心事奉，

並要彼此包容、合作，以成全使命。每一次

短宣我們都能同心合作。結束時，彼此都更

認識，有些更建立了親密的友誼關係。 

最難忘的一次是在短宣期間，我因喉嚨失聲，

精神不振，加上手上合用的教材短缺, 正擔

心沒法完成工作時，另一短宣隊到達。其中

一位是醫生，神就這樣藉著祂僕人的手醫治

了我。並且同時，醫生太太竟帶來一本非常

有意義的課本給我使用。神的恩惠就是這樣

伴隨著我的每一次短宣工作。 

神的祝福就在這地 

在這十多年來，宣教工作並沒有白費。今

日這地( 註 )已有固定團隊服侍，包括醫療

隊、英語教學隊、義工隊(有送寒衣、食物、

開井、建醫院…) 

參與短宣期間，我經歷神的教導，學習放

下自我與弟兄姐妹彼此建立體諒共融、專心

事奉神的心態。我認識了更多同路人，在主

的道上並不孤單。儘管我只是一粒細沙，積

沙成塔，我們這班散沙卻凝聚了一分力為主

建造一道橋樑。 

願主恩充滿這地，更讓弟兄姐妹的愛心得

以承傳！ 

註: 當地是一個落後的佛教國家，公開傳

教是不被允許的。《完》 

 

如對家福團契事工有感動請用劃線支票, 匯票, 或本票,  

抬頭請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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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收據, 請寄銀行存根并寫回郵地址) 

願主親自報答你們的愛心奉獻 

蒙恩的短宣                                           作者: 靜思         2019.03.20 

 2019 聚會   
20/7   (週六) 12:30pm 七月單月聚會及聚餐 
24/8   (週六)  5:30pm  父親節特別聚餐聚會 
21/9   (週六)  2:30pm  九月單月聚會 
16/11 (週六)  2:30pm  十一月單月聚會 
23/11 (週六)  5:30pm  聖誕聯歡聚餐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