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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地点通知 : 宝活长老会

‘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
从神那里来的。凡是爱人的，都是从神生
的，并且认识神。 ’
约一 4:7 (圣经新译本)

2019 主题：

作你的好邻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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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wood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内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19 年四次 聚会 日期如下，敬请留意：

家福团契 周年大会 (AGM)
5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二时三十分为家福

团契聚会
日期：2019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

团契周年大会，敬请家福团契会员出席。

时间：下午二时三十分聚会(附设托儿服务)
题目：作你的好邻舍 (备 粤语/国语传译)
讲员：李智峰牧师
内容：信息分享、诗歌、周年大会 (AGM)及 生日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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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求主为

预备合适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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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祷及报告
求主为 GFF 预备合适接任 Irene 师母社区工作人
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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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到宝活长老会 2019 年提供场地给家福感恩。请
继续求神让 BPC 能成为和约定为我们未来几年聚
会的地方。
求主为家福成立北区家长支援小组事工作预备：
地点丶义工丶参与的人等。
为推广家福的事工祷告，求主赐我们有智慧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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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效的帮助伤健人士及其
家庭融入教会生活。
请为有不同需要的肢体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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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团友预留时间，准时出席。

Irene 师母 带领的家福 社区工作服务 兼具
社区工作，基督教信仰寻道与建立，带领 家
长互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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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

义务
社工

蒙恩的短宣
经历神同在
累了。终于在 2007 年 9 月提早放下已任职
了 35 年的教师工作，决定不会再执掌任何的
教学工作。可是，神的旨意谁都猜不透…
放下工作才不久，就在 2007 年年尾，姨甥
女邀请我一起参加短宣工作。她是无国界医
生，常常到落后国家义诊兼短宣。我不懂医
术，甚至担心成为他人的负担而想拒绝。然
而，想了差不多两星期，便决定接受了。我
想，只不过是协作，这方面我倒有信心做得
到。直到短宣队负责人钟医生联络我，说要
开新渠道，计划用教学作为传教的桥梁，而
我将要负责英文的教学部份。神啊！祢是最
明白我心中困扰的，怎样能叫我这样呢？最
后，我相信若这是神的旨意，我愿意作一粒
细沙为神建设这道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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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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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静思

2019.03.20

的，有文化、教育程度等的不同，见解亦有
异同。后来加入了许多教师，意见更见分歧。
可是，这种情况却没有摧毁短宣工作。每天
晚上宣教士都领我们唱诗、教导、分享和祈
祷。我们明白到神要我们和睦，同心事奉，
并要彼此包容、合作，以成全使命。每一次
短宣我们都能同心合作。结束时，彼此都更
认识，有些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关系。
最难忘的一次是在短宣期间，我因喉咙失声，
精神不振，加上手上合用的教材短缺, 正担
心没法完成工作时，另一短宣队到达。其中
一位是医生，神就这样借着祂仆人的手医治
了我。并且同时，医生太太竟带来一本非常
有意义的课本给我使用。神的恩惠就是这样
伴随着我的每一次短宣工作。
神的祝福就在这地
在这十多年来，宣教工作并没有白费。今日
这地( 注 )已有固定团队服侍，包括医疗队、
英语教学队、义工队(有送寒衣、食物、开井、
建医院…)
参与短宣期间，我经历神的教导，学习放下
自我与弟兄姐妹彼此建立体谅共融、专心事
奉神的心态。我认识了更多同路人，在主的
道上并不孤单。尽管我只是一粒细沙，积沙
成塔，我们这班散沙却凝聚了一分力为主建
造一道桥梁。
愿主恩充满这地，更让弟兄姐妹的爱心得以
承传！
注: 当地是一个落后的佛教国家，公开传教
是不被允许的。 《完》

2019 聚会
20/7 (周六) 12:30pm 七月单月聚会及聚餐
24/8 (周六) 5:30pm 父亲节特别聚餐聚会
21/9 (周六) 2:30pm 九月单月聚会
16/11 (周六) 2:30pm 十一月单月聚会
23/11 (周六) 5:30pm 圣诞联欢聚餐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