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伤健家庭福音团契  

Gospel Fellowship of Families - Peo ple  with A Disability o f Australia Inc。  
P.O. Box 266 1, Carlingford  Court, NS W 2118  
PHONE: 0421 590 559  
A Non-Profit Volunteer Association funded by your support & donation  

website:  http://www.gff.org.au  
email:  gospelfellowshipaustralia@yahoo.com.au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10 年第四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日期：2010 年 7 月 17 日 (星期六)   

时间：下午一時聚餐 (请携带一碟食物与人分享)  

下午二時三十分正聚會 (附设托儿服务)  

地点：救世军雪梨华人礼拜堂 

( Salvation Army, Sydney Chinese Corps, 

31 Wilga Street, Burwood NSW 2134) 

(电话：02-9747-5537)  

请前往副堂 (church hall) 聚会  

讲员：周杰辉律師 Keith Chow  

题目：咒诅可变祝福！ (粤语主讲，国语传译)  

內容：讲道、诗歌、生日会及茶点等 。 

敬请团友准时出席，欢迎伤健人士及其家人 

參加，並诚意邀请主内弟兄姊妹出席，共頌 

主恩！分享主愛！祝主恩滿溢！ 

家福团契顾問暨委员敬约  

二零一零年七月六日  

家 福 團 契 

誠意邀請 您   參加 

家 福 事 工  團 隊   行列 

成為委員、義工、國語傳譯  

有意  參加者  請  電郵 
至 

gospelfellowshipaustralia@yahoo.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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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寄銀行存根并写回邮地址)  

愿主亲自报答你们的爱心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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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祷  及  報 告   

请问即将来到的聚会祷告。 为到七月份 周杰辉 

律師 Keith Chow 的 讲道：讲员的准备、聚會的 

安排、弟兄姊妹和团友的参与祷告 。  

请为伤健弟兄姊妹来往聚会路途上的安全祷 

告，求主保守他们路途上沒阻碍，使他们能安 

心愉快的享受团契聚会。  

请继续为家福团契将步进 20 年感恩：请为  2011 

年家福二十周年的聚会和活动的筹备祷告。  

求主为家福事工继续预备心事奉的弟兄姊妹。 

求主为家福预备更多的义工，特別是国语传译。  

请为伤健弟兄姊妹祷告，求主祝福他们，使他 

们在工作上，学习上能夠胜任愉快。  

逢 星期 三上 午 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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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4 8139。  

团契聚会时间为单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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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团契聚会 日期 和 讲员如下：  

9 月 18 日  呂家声牧师  

11 月 20 日  周天馼先生 (Anselm Chow) 

圣诞 聚会 -  顾唐仪贞 (Irene) 师母  

如想 用@电邮接 收家福通訊，  

请用 以下电邮联络我们 

gospelfellowshipaustralia@yahoo.com.au 

多谢 支持环保  



20 10 年   5 月 17 日   聚会   

咒诅可变祝福！之 

苦难否定 上 帝 ?    

李智峰牧师  
 

我们不时在电视媒体看到数以万计的人 
死于地震和台风等的种种的自然灾害，上 
帝何以不加阻止呢？  我们看到一些统计 
数字关于世界上有十亿人缺乏基本日用必 
需品的时候，我们会问：为甚么上帝不关 
心呢？上帝为甚么不帮助我们呢？  

苦难会令人怀疑神的存在。若上帝是慈 
爱的，为甚么容许这世界有苦难？ 

如果祂是慈爱的，如果祂是全能的，如 
果祂是善良的，所有的苦难就不应该存在。  
但更坏的是，受害者往往是无辜的人：例 
如 天真无邪的孩子得了脑瘤，性命垂危； 
或是  快乐的年轻妻子亲眼看见丈夫和孩 
子给醉酒司机撞死。 

舆论调查专家乔治．巴纳进行了一次全 
国性的调查。他用科学方法选择出一批有 
代表性的成年人，向他们提问：「 假如你 
只能问上帝一个问题，而且知道祂会给你 
回答，你将会问祂甚么？」有 67% 的回答 
是：世界为甚么有苦难？  

人尝试去解释苦难。彼得约翰．克雷夫 
特博士是个第一流的哲学家。他是福德娒 
大学的博士，耶鲁大学的研究生，有 38 年 
的哲学系教授的教学经验。 他想： 一个认 
知有限的人，怎能肯定无限的智慧，为了 
我们看不到的长远的善，不会容忍短期的 
邪恶呢？他举了一例子：一只熊落在陷阱 
里，有个猎人出于同情要打救牠出来。他 
试图取得熊的信任，但是办不到。他只能 
用注满麻醉剂的枪打牠。  

其实世上有邪恶和受苦是支持上帝的存 
在。人对苦难和邪恶的事很自然地感到愤 
怒。这表示人认定了善 恶之间是有区别 
的。他用善的标准去评判恶的事，并认为 
这些可怕的苦难是不应该存在的。这表示 
他有个甚么才是善/对的观念，换言之，在 
他的内心深处，相信有一个称为「至高的 
善」的现实存在，而这「至高的善」正是 
上帝的另一名称。假如没有上帝，我们从 
那里能得到善的标准，用它来判断邪恶是 
恶的呢？  

您可能奇怪为甚么有这么多人，他们的 
处境往往比我们痛苦得多，还坚持相信上 
帝呢？托尔斯泰说：「多数人生活得比我 
艰苦，但生活得非常奇妙。他们能够这样， 
是找到了信和望」。他又说：「如果死是 
没有意义，那么‘生’能有甚么意义呢？」  

您也用逻辑来思考苦难问题。基督徒相 
信有五样东西：(1) 有上帝存在， (2) 上帝 
是至善的，(3)  上帝是全能的，(4)  上帝是 
无所不知的，(5) 有恶的存在。  

就上帝是全能的，我们有 此定义和假 
设：凡是有意义的事，凡是可能做到的事， 
凡是讲得通的事，祂(上帝)  都能作。但上 
帝不能叫祂自己停止存在。祂不能将善为 
恶；神不能犯错及不做违背逻辑的事。  

神给人自由意志，而不容许人在道德上 
犯错或行恶，是在逻辑上不可能的。上帝 
既决定创造有自由意志的人类，那就由人 
类去决定是否行恶，而非上帝决定。上帝 
并没有创造恶，只是创造了恶的可能性。  

为甚么上帝没有创造一个没有人类的自 
由的世界呢？答案是：因为那会成为一个 
没有人性的世界；那会是没有憎恨的地 
方，一个没有苦难的地方，也是一个没有 
「爱」的地方。  

但「爱」是在宇宙中有最高的价值，没 
有了爱，我们永远不能经历那最高的善， 
就是上帝。 

甚么是真正的爱？  我们对神的爱和我们 
彼此相 爱──必须包含选 择.  但有了 选 
择，人就有了去选择「恨」的可能性。 

您又会问：创造一个有自由意志而又无 
犯罪可能的世界，是自相矛盾的。  答案 
是： 人选择了恶，不选择听上帝的话，所 
以引致苦难的发生。世上绝大多数的痛苦 
是由于我们选择后的结果。若人们选择了 
彼此相害，毁谤，自私，在男女关系上乱 
七八糟，不守信用，鲁莽 

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因神是全知的，所以 
祂能容忍一些情况，像饥饿那样可怕的事 
情。因为祂预先知道，比祂现在通过神迹 
去干预，日后将会有更多的人的生活活得 
更好，更快乐。 有一个例子：一件世界史 
上从未发生过的，最坏的事情；最后结果 
成为世界上从未发生过的最好的事──就 
是杀死神这件事。  

神自己死在十字架上， 当时没有人能联 
想到这悲剧能带来好的结果。但上帝能预 
知，没有用神迹来干预，结果是将天堂的 
门给众人打开了。 

另一例子：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基督徒 
的经历都见证了一件事，就是他们吃苦受 
难的结果使他们能最接近神──没有甚么 
事比这个更好的了。 

上帝是至善的。因上帝是善，所以容让苦 
难临到我们身上，为要达致更大的善。而 
我们都知道人的道德品格是要经历艰苦困 
难，人是要克服困难，是要忍受困难后才 
形成的。例如：在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里， 
我们就不需要勇气了。  

使徒保罗给胜过患难，这种优良品质作 
了见证，他写道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 
练，老练生盼望」。 

苦难有它的意义：历史上忍受苦难是一 
个目标，它是能领人悔罪的。只有在通过 
患难以后，只有在灾难以后，在旧约中的 
以色列人才回归上帝  (以斯拉带领他们认 
罪悔改) 。 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在惨痛经 
验中才能学乖。 鲁益士说：「上帝藉着我 
们的欢愉向我们低语，通过我们的良心向 

我们说话，但祂藉着我们的痛苦，向人们 
大声呼喊，因痛苦是祂唤醒昏睡世界的大 
号筒。」 

所有患难都至少含有从善的机会，但并 
非每一个人都能发挥那种潜力。并不是我 
们所有人都能从经历患难学到好处；这就 
是自由意志可发生作用的地方。  

苦难是能够忍受的。德勒撒修女说：「因 
为有天堂的缘故，所以人世间最可怕的苦 
难，就算是充满最残酷苛刑的人生，只不 
过是在不方便的旅馆里过了一夜，那样算 
不了甚么。」 

怎样去面对苦难：聆听受苦的人说话。 

我们生活在舒适的温室里，以旁观者的 
身份来袖手旁观痛苦，将它看作为哲学上 
的谜，或是神学上的问题。其实对付痛苦 
的之道是进入痛苦，了 解它和它合而为 
一，然后你才能从它那里学到东西。 

世上有些观察者，因为有苦难而反对上 
帝。他们大部分来自生 活相当舒适的地 
方，并非身处其境，身处苦难的人。真正 
吃苦受难的人，十之八九反而因经历患难 
后，成为更坚强的信徒。 

使徙保罗在 林后 11:23-27  提到： 保罗， 
飢不得食；渴不得饮，寒不得穿，劳碌， 
困苦不得睡(休息)。还要被人误会，吃力 
不讨好，被中伤，毁谤名誉，最后他甚至 
为主被斩首殉道。 

保罗在逆境中有何反应？感谢及赞美神  
(林后 1: 2-3) ；常常喜乐 (腓 4:4) ：「我靠 
主大大的喜乐」， 「我无论在甚么景况， 
都可以知足」。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保罗有何秘诀？  他对苦难的看法及态度 
与一般人不同，他不觉 得受苦是不好的 
事，反而因能为主受苦为荣。他也知道受 
苦是有益的。  

受苦能将我们与神的关系拉近。  

受苦使我们成长得更快，更成熟。  

苦难叫我们更有效地安慰人。  

苦难能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  

苦难彰显爱  

苦难增强我们对永恒的渴求  

苦难鼓励我们思想将来  

苦难使我们渴望与基督在天堂同在。  

信徒还有其它的原因，可以面对逆境：(1)  
神爱我们，无微不致的关心我们，引领及 
看顾我们。罗马书 8:31「神若帮助我们谁 
能敌挡我们呢？」罗  8:34「有基督耶稣现 
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我们再不需要 
惧怕困苦，患难，逼迫，飢饿，危险」。 神 
是全能的，有他关怀我们，帮助我们，还 
怕甚么逆境或压力。(2) 信徒有荣耀，活泼 
的盼望。(3)  苦难是短暂的。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