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傷健家庭福音團契

‘朋友常顯愛⼼心，兄弟為患難⽽而⽣生。’
箴⾔言 17:17 (聖經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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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地點 更改 通知 : 寶活長老會
Burwood Presbyterian Church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團友：
在主裡向你們問安!

母親節特別團契聚會

2019 年第二次聚會詳情如下，敬請留意：
團契聚會
日期：2019 年 3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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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生日會 等

日期：2019 年 4 月 27 日 (星期六)
時間：5:30pm – 9:00pm (附設托兒服務)
內容： 晚餐、分享、詩歌等 嘉賓：沐恩福音粵曲合唱團
地點 : 寶活長老會 46-48 Belmore St. Burwood 2134
節目豐富，請從速 與 Lu Jun 查詢報名
查詢聯絡: 0421 590 559
收費：免費＊ 參與：請攜帶一碟食物與人分享＊

代禱及報告
請 繼續 求神 賜合 適 的場 地予 我 們長 期聚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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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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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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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主為 G FF 預 備合 適接 任 Iren e 師 母社 區工 作
人 選。 為到 Iren e 師 母長 期擔 任 G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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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19 年 提供 場地 給家 福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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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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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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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her

台灣訪 宣心聲

感謝上帝，這次給我機會來到苗粟公

台灣的民間信仰和習俗，多不勝數，

館訪宣，在這短短的十幾天裡，發現

傳福音一點都不容易，當地的傳道人

到宣教士的生活實在是不容易的事。

和宣教師靠主得力，彼此扶持，同心

尤其來到文化背景不相同的地方，雖

傳福音給當地的居民。

然大家都是中國人，但生活習慣的方
式都不一樣，若真的要融入在裡面，
那種的學習真是不容易的。
這行程裡，在探訪的當中，與不同背

再一次讓我體會到神的愛是何等的
長濶高深，無論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
落，神仍然愛祂所創造的。也為這群
宣教士獻上感恩，因為他們的奉獻、

景弟兄姊妹一起事奉，看到他們對主

甘心遠離自已的家鄉，福音才可以去

的忠心、同工之間的配搭，令我有很

到不同的地方、延續神的愛。

深的體會。他們的不計較付出，從這
座山到那座山、這家到那家，像昔日
主耶穌的腳踪和吩咐：“到各山嶺去
傳揚……”，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會去
探訪，他們帶著那顆關懷鄰舍和愛人
靈魂的心、對傳福音的熱忱也令我很
感動。（我們時常會求神給我有好的
鄰舍／同工，曾幾何時求神讓我也成
為他人的好鄰舍／同工呢？？？）雖
是與弟兄姊妹們初相識，但在主的愛
中可以彼此分享和鼓勵，是何等美好
的事。
在被探訪者的身上，看見神真的愛他
們，無論他們的背景和遭遇是什麼，

我很高興也有機會能探望到一些獨
居長者和參加一些活動，在談話中，
明白他們的生活雖簡單，但很滿足和
愛惜自已的生命；很熱心的接待他人。
但願神賜福和使用他們，更加堅強；
面對困難時更依靠神，有力奔走前面
的路程。
此次的訪宣，身體上雖是很累但很開
心；暫離開自已的安樂窩跑到地球的
另一端，認識到一群愛主的弟兄姊妹
和牧者，對自已的事奉也有很大的激
勵；無論在任何環境，求主保守我的
心時刻仰望祂、依靠祂渡過每一天、
討主喜悅！《完》

神都沒有放棄他們，仍然差派祂的僕
人來幫助他們，不單在他們屬靈的生
命，更加在他們生活上，陪伴他們渡
過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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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聚會
27/4 (週六) 5:30pm 母親節特別聚餐聚會
18/5 (週六) 2:30pm 五月單月聚會
及 會員週年大會 A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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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