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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想用@電郵接收家福通訊，  
請用以下電郵聯絡我們  
gospelfellowshipaustralia@yahoo.com.au  
多謝支持環保  

☞ 在Campsie移民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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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家中有自閉症或

智障等的孩子的家長參加。移民中心聯絡電話：(02) 

9784 8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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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4 8139。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團友：  
在主裡向你們問安!  
 

2011年第一次聚會詳情如下，敬請留意： 

團契聚會 
 
日期：2011年 3月 19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正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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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747-5537) 
              請前往副堂 (church hall) 聚會 
 

講員： 呂家聲牧師 

題目： 奇妙恩典  Ebenezar (神仍幫助我們) 
                    (粵語主講，國語傳譯) 

內容： 講道 、詩歌、生日會及茶點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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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 

代禱  及  報告  

請為即將來到的聚會禱告。為到三月份呂家聲

牧師 的 講道 ：講員的準備 、 聚會的安排、弟

兄姊妹和團友的參與禱告。 

請為傷健弟兄姊妹來往聚會路途上的安全禱

告，求主保守他們路途上沒阻礙，使他們能安

心愉快的享受團契聚會。 

請為我們的義工Katrina姊妹行將參考加考試

禱告﹐讓她作好準備﹐全力應考﹐榮耀天父. 

我們團契義工李崑崙弟兄(John Li)已安息主

懐，請為他的太太��、兒子和兒女代禱。 

請繼續為家福團契將步進20年感恩。請為 

2011年7月家福二十週年的聚餐和所有活動的

籌備禱告，求神帶領我們。 

求主為家福事工繼續預備心事奉的弟兄姊妹。

求主為家福預備更多的義工 。 

請為傷健弟兄姊妹禱告，求主祝福他們，使他

們在工作上，學習上能夠勝任愉快。 

請為在Campsie移民中心逢每月的家長支持

小組禱告。當中有未信的弟兄姊妹，也有初信

的弟兄姊妹，請為他們靈性需要禱告。 

團契聚會時間為單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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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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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 227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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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9月18日 聚會信息大綱 

咒詛可變祝福！  《續》 
講員： 呂家聲牧師  (筆錄: 關凱炘) 

今天有甚麼能夠攔阻我們得到這份平安和喜樂的

呢？是否我們對神的信心還未夠？還是不明白神的

旨意的時候我們埋怨呢？我們有甚麼時候會覺得這

樣低沉的呢？  

當我們與其他人作比較的時候，往往我們會與那

些比自己條件好、比自己強（叻）的人來比較：例如

自己已經有屋子住，但總覺得別人的三層高的房子比

自己強，自己不快樂了；別人駕駛的 Benz 比自己擁

有的 Ford  好，自己又不開心了；當自己有兩個女兒

的時候，應該很開心才是，但又問為甚麼自己沒有兒

子呀。自己有兩個兒子的時候，見到別人的女兒乖

巧，又渴望自己有個女兒。人總是喜歡與他人比較。

你看老陳的兒子讀書很不錯呀，好像世上讀書最差就

是自己的兒子啦！我們就是很喜歡比較，但人就是很

少與比自己條件差的人作比較。我們常常這樣做就令

自己很不開心。 

你們看電視的時候，看到巴基斯坦的人、見到中

國內地很多的貧民，很多的災民。有一次我看紀錄片

的時候，有一個大概三歲的女孩子，她去到一個商店

的時候，她說：我很想讀書，可否給我一個鉛筆、筆

記簿、鉛筆刨？店員說：你要拿錢來才能買這些東

西。女孩說：找不到媽媽。店員叫女孩回家看看有甚

麼值錢的拿去賣吧。這個女孩回家去，拿了兩只雞蛋

（毎一只雞蛋是大概是巴基斯坦五毛錢）。女孩回到

店那裡，對店員說：這是兩只雞蛋，可否給我一個鉛

筆、筆記簿、鉛筆刨？店員說：我不可以要你的兩只

雞蛋，我家也有很多雞蛋呀，你拿你的兩只雞蛋去賣

給其他人吧。於是這個三歲的小朋友，四處找人去買

這兩只雞蛋。這個錄影的片段記錄了這小孩去過很多

地方；這個很可憐的小女孩，終於找到人買她的兩只

雞蛋。她回到店裡，買到鉛筆、筆記簿、鉛筆刨。她

很開心的去到上課的地方，老師見到她，問她：你來

幹甚麼呢？小朋友說：我很喜歡讀書，我來讀書。老

師告訴她：這裡只是接受男生來讀書。（因為巴基斯

坦這地方是重男輕女的）。老師又說：你走過這個山

的後邊，那裡的學校有接受女孩子來讀書的。我看到

這個記錄片段的時候，心裡覺得很難過：三歲的小朋

友，媽媽不知道在哪兒，經過千山萬苦，她只是想讀

書。今天在澳洲生活，我們已經有一個相當不錯的安

樂窩，但我們還有很多的不滿。我們再看這個小朋友

住的地方，是處沒屋蓋遮頭的地方，是個今天不知明

天還有沒有飯吃的地方。我們與誰去比較呢？ 

當我們與一些條件比自己為好的人比較的時候，

我們經常是不開心，有很多的埋怨。其實當我們轉

念，看看還有很多條件比自己差的人。今天上帝仍然

顧念我們，神將我們放在雪梨這個地方，我們不須要

面對戰亂、水災、旱災的問題，也沒有人連一本筆記

簿也買不起的情況。我們該怎樣看自己呢？ 

我們怎樣看自己的時候，就發覺我們的生活、 心

情會受我們怎樣看自己而影響。這個都是很主觀的。

會不會認為我們的生活是落在咒詛裡呢？怎樣能將

咒詛變為祝福呢？我相信並非是環境的改變，並不是

我們的家人有甚麼的改變，這一切仍然是我們每一天

要面對的事情。但是我們能改變的，是上帝將一個很

清楚的圖像告訴我們：要我們學習常常知足，常常為

我們擁有的 感謝神；而不是着眼 看一些我們沒有的 

去埋怨神。 

我不知道今天大家的光景如何。試看這個火車的

景象：有些人覺得這乘客在隧道裡面，前面望著是一

片黑暗，很難經過這一段的時間，這是我們在生命裡

面覺得是個幽暗的時刻；但是我們要明白隧道的盡頭

是一個出口。不論今天的光景如何，讓我們都應該知

道：神已經為我們預備了一條出路。當我們經過最艱

難的時刻，我們已見到有曙光，見到隧道的出口，能

出隧道。但是我們仍然要問個問題：出了隧道以後，

火車內的乘客還可選擇向左邊或是右邊去看。我們是

看那一邊呢？可能一邊我們還是在看一些高山黑影， 

因為火車的一邊是靠山而行的，我們只能看到高山峻

嶺，看不到甚麼好看的地方。人生經過一些很艱難時

刻之後，我們仍然可以是很悲觀的。過了隧道，我們

看不到光明的一面。問題是我們仍是看著左邊（靠着

山的一邊），我們忽略了上帝還有另一邊給我們看到

的。另一邊可能是個風景優美的海邊，有很多很美的

花草樹木的地方。今天我們在看那一邊呢？艱難的時

刻似乎已經過去了，但是我們仍覺得生活仍然是幽

暗，會否我們仍然是定睛着幽暗的一邊呢？看不到神

給我們的出路呢？求主幫助我們有這樣的眼光，學習

常常的謝恩；雖然在人眼中 我們在面對一些困難的

時刻，或是一些人會 小看我們或是我們的家庭，但

是重要的是 上帝怎樣去看我們。聖經提醒我們：究

竟我們現在的生命是否被火試煉過，有如精金一樣；

今天我們是否在神的面前信心十足呢？可能我們有

軟弱的時候，我們懂得回到神的面前嗎？ 

今天我與你們分享的，如果我只用人的說話，我

覺得我沒什麼的與你們分享，因為我實在經驗和對生

命的了解都很少。有困難的家庭，有困難的境遇，我

覺的唯一的出路就是神自己的說話。有時候我們感到

誰能幫忙我呢？如果不是神的說話，基本上沒有太多

的人能夠能和我們面對這個人生。所以我鼓勵我們當

中的弟兄姊妹，在主的裡面，我們就如出了隧道之

後，我們望得清楚究竟有沒有曙光，人生是否如想像

中歡樂。靠著主給我們得力量，我們仍然可以說：我

們有平安，有喜樂，是沒有人能夠奪去的。在一個似

乎是咒詛中的環境裡面，我們有沒有看見背後仍有神

的祝福呢？這不是一個阿Q 的精神，不是種心理的作

用；因為一個正式認識神的人，在他生命裡面，無論

外在環境多壞，這份喜樂和平安、從神而來的安慰，

便成為我們生命的力量。有一首我很喜歡的詩歌提

到：上帝是心中我的力量。剛才唱過的詩歌提到神是

我的避難所、我的盾牌。有誰能將這些奪走呢？ 

親愛的於弟兄姊妹，黑夜的盡頭必定是黎明的開

始。我們有沒有這種的體會呢？我不知道您是否覺得

您到了黑夜的盡頭、或是您已經過了黑夜的盡頭而在

經歷那份從神而來的曙光；無論如何，看到這個世界

每一天那等候夜間過去的人，必定等到黎明的出現。

有晚上就必定有日光的時候，那怕我們是要等一段的

時候。聖經清楚的告訴我們：等候天亮的人一定能夠

等到白天。求主幫助當中的弟兄姊妹，當中的未信的

朋友，能盡快認識這個眷顧我們的神。在神裡面，必

定有出路。像這裡所說：黑夜的盡頭就是黎明。願賜

福給毎一位弟兄姊妹。 

咒詛可以變為祝福，不是環境的改變，而是我們

內心裡面的改變：體會神是個眷顧我們、賜我們平安

的神。我們一起禱告。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