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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團友：

報告及代禱

在主裡向你們問安！

1. 7 月 15 日 (星期六) 下午二時三十分聚會
後，隨即舉行會員大會及新一屆委員選舉，請
各團友準時出席。我們感謝神在過去的帶領，
也深信在未來神有更大祝福，請在禱告中記
念。

因為某些原因，週年會員 (團友) 大會及新一屆委
員選舉，延於2006年第四次聚會舉行，是次聚會
詳情如下：
1. 團契聚會
日期：2006 年 7 月 15 日 (星期六)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正 (附設托兒服務)
地點：救世軍雪梨華人禮拜堂 (Salvation Army,
Sydney Chinese Corps, 31 Wilga
Street, Burwood NSW 2134) (電話：
9747-5537)
主題：申請入住傷殘宿舍之途徑
內容：短講、分享、詩歌、生日會及茶點等
2. 會員 (團友) 大會及新一屆委員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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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六年七月一日

2. 自 2005 年起，山區宣道會 Ruth Yu 姊妹負責
為家福通訊打字及排版，團契衷心致謝並求主
繼續祝福姊妹在家福通訊的事奉。

3. 團契多謝關太及 Irene Wong 姊妹等人編輯家
福十五週年紀念特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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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負責。移民中心聯絡電話：
9789-3744。
5. 本團契團友鄧廣權弟兄，因病於上星期去
世，求主看顧鄧弟兄家庭。
6. 下次團契聚會日期為 2006 年 9 月 16 日(星

期六)，主題為認識糖尿病，主講者：Mr.
Evan Yang。請各團友邀請朋友參加。

二零零五年家福團契
事工簡報
單月聚會: 感謝神讓我們繼
續在 Burwood 救世軍堂進
行單月聚會。在此向救世
軍堂獻上衷心感激。他們
對我們包容，接納，體恤，
使我們在聚會中無拘無
束， 享用他們的地方及設施。願主
賜福給他們。

社區服務: 蒙澳洲華人基督教播道 始， 出席人數有 60 人，留下晚餐有
會，靈糧堂，華澳浸信會展信堂，
華人恩典堂的經濟支持，團契得以
繼續提供社區服務，為有需要的
傷健人士及其家庭提供資訊，
轉介，探訪，傳譯，輔導及支
援等工作。我們感激上述教會
的支持。顧唐儀貞 Irene Ku
師母負責這項艱巨而有意

54 人。這次邀請迦南堂青年團 8 位
青年人來帶領聚會，內容豐富，節
目精彩。 他們還預備心意禮物送給
各團友。晚餐由
Blacktown 教會韋少
華弟兄為我們預備美
味豐富多款式選擇的餸
菜 (Take-away)。 大家一邊

義的工作，姊妹逢周三上午 吃，一邊交通，氣氛融洽。
九時卅分至下午四時在 Campsie 移
民資源中心為大家服務，有時她要 特別聚會: 二零零五年一月十五日
外出探訪有需要的人仕，關顧安慰 Stephen Chan 弟兄特別為家福團契

二零零五年六次單月聚會平均出席
並幫助他們解決在語言上的困難。 安排了一次福利講座，由 Mr. Suriya
人數 40-50 多人。項目包括有講道，
2005 年初她做了腦部手術，身體軟 Lee 負責。他是 Project Officer of the
個人見證分享，短詩，宣教體驗，
弱，但依然不辭勞苦服侍前來求助 Disability Council of NSW， 為華人
生日會，話劇，聚餐，遊戲，小組
的人仕，為他們解決困難。求主紀 而設，當天並有免費午餐供應。 出
獻詩，獨唱，祈禱會，查經等。感
念姊妹的愛心和事奉。有很多家庭 席人數踴躍，約有 60 多人。內容有
謝神為我們預備有愛心的青年人，
• service needs of people with
因著她的接觸，來團契聚會，信了
及教會肢體來參與，幫助帶領聚會。
disability and their carers
主。
• barriers to accessing services
and
雙月職員會:在委員家中進行， 先聚
探訪小組: 自從我擔任主席一職
• how people solve problems
餐後開會。委員會商討團契事工，
with service providers
後，每個月丈夫與我一起去探訪，
安排聚會內容，檢討聚會性質， 聆
由他來開車。探訪對象都是團友。
聽意見， 同心事奉。「因為我們立
通過探訪大家都熟落了，友誼更進 講座以廣東話進行，使弱智家庭成
志行事、都是神在我們心裏運行、
一步。 除了家庭探訪，亦經常用電 員更易明白和瞭解政府對華人群體
為要成就主的美意。凡所行的、都
話關顧。有時我們又會約同 Irene Ku 的需要作出的貢獻。
不要發怨言、起爭論。」腓立比書
師母一齊去城探訪一對慕道夫婦，
2:13-14
向他們講解聖經，分享個人經歷主 透過今次講座，我們知道政府對我
的帶領，禱告蒙應允的例子，盼望 們弱智社群很關心，照顧。希望華
細胞小組: 團契唯一仍存在的小組
透過個人見證，讀經領受，彼此鼓 人認識更多資源，有需要時知道向
由 Alice Luk 姊妹帶領，多年來維持
勵，使他們對主認識更深。最後我 哪方面求助。除了 Mr. Lee 講解各
不變。當中一對夫婦，男的已決志
們一齊祈禱交托父神，然後一起去 方面的支援協助外，政府出錢又出
多年，女的未肯接受，但種子已撒
力，盡量協助我們華人，又供
午膳和交通。
在她心裡， 等候收割，我們希望能
應午餐， 其次大會還送上
有更多小組聚會，請在禱告中紀念。
小量金錢津貼團契。
宣教分享: 特別邀請 Baulkham Hills
謝謝 Stephen Chan 弟
迦南堂張冬茹姊妹前來分享她與中
家福通訊: 二零零五年團契如常印
兄熱心的安排。
信一班肢體一起去 Vanuatu 瓦努阿
發六期通訊寄發或電郵各會友及教
圖短宣的難忘經歷，並播放幻燈片，
會等。除了為讀者提供聚會內容，
使大家瞭解當地教會文化，背境，生 由 2005 年初我們邀請了 Baulkham
代禱及消息之外，並有講道記錄，
Hills 迦南堂 William Kan 弟兄擔任
活方式等。
聚會情況報導及見證分享， 宣教體
團契核數師，在此向弟兄衷心致謝。
驗等。願主紀念家福通訊義工的事
家福團契主席
聖誕崇拜聯歡聚餐: 二零零五年十
奉。
關曾夢莎
二月三日團契在 Burwood 救世軍堂
舉行聯歡聚餐會， 當天下午 4 時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