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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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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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六次聚會詳情如下，敬請留意： 

團契聚會 
 
日期：2011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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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天馼先生 (Anselm Chow) 

題目： 快快地聽，慢慢地說 (粵語主講，國語傳譯) 

內容： 詩歌  、 講座、生日會 及 茶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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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代禱  及  報告  
請為即將來到的聚會禱告。為到十一月份聖誕聯歡

聚餐晚會 和 周天馼先生 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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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到為家福作國語傳譯的 Sharon 姊妹的手術

和康復禱告。Sharon 姊妹在 9/11 作個背部的手

術，預計手術後至少需要休息至12月中。 

請為家福2012年單月聚會籌劃的最後確定禱告。 

為到家福前面事工的發展求神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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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聯歡聚餐晚會   

             11月26日 (星期六) 

             4:30 pm – 8 pm 

   節目豐富，請從促 

   與 Paula  Su 報名           
 查詢聯絡: 0423 423 386   
 收費：免費 
 參與：請攜帶一碟食物與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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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5月21日 聚會信息 

奇妙恩典  （下） 

  講員： 李智峰牧師  (筆錄: 關凱炘) 

人就是這麼奇怪，因為保羅的樣貌

《不及格》，有些人甚至說保羅不似使

徙，令到保羅很氣憤。他們不是憑真理

去看人，所以保羅在書信中要維護自己

使徒的身份。無可否認從古到今人看儀

表外表看得很重要，所以今天的人看到

鏡中的自己，覺得自己不夠英俊不夠漂

亮便覺得很自卑。但是好消息是：神看

我們每個人都是俊男美女，因為我們每

人都是神造的；祂造完人以後說：甚為

美好。您看自己美嗎？在鏡中看到自

己，說我很美啊，為甚麼？因為神造

我！誰有資格說我不美？記著神叫我

們衡量人得方法並不是看外表。 

第二，今天人衡量人有沒有價值的

方法是看人的職業是否《巴閉》。以前

在封建時代，人的價值是在乎他是否出

身名門望族。假如這是真的：就是你的

IQ低一點 、蠢鈍一點、樣貌不出眾、

無才無得等，如果你出身名門望族，你

的身價便是極高了；但如果你生在窮困

家庭，就是你一表人材 、聰明絕頂，

都不會給人看得起。現在我們很幸運，

不是生於封建世代，但人的想法並沒改

變多少。今天很多人仍是看人的職業去

衡量你的價值，所以我們見到很多人的

名片上滿是名銜。多名銜才可為自己抬

高身價：我是某某律師、我是那裡畢

業，對不對？你見到家庭主婦有名片

嗎？「我是全職揍仔，這是我的名片」，

我也不敢弄個名片，不怕讓人小看我

嗎？今天的人是看職業的：職業高身份

也高了，讓別人看重一點。所以現在人

喜歡做醫生、律師、會計師等。「你是

做甚麼（職業）？」「我是律師。」，

然後握手？「你是做甚麼的呢？」「我

是《揍仔婆》是個 domestic engineer!」 

還要帶點自豪的說，你可做到嗎？ 不

能了，因為受到世界的影響，我們覺得

有些職業會影響到我們的身份、我們的

價值。但聖經說這些思想都是錯的。 

第三，世人怎樣看我們有沒有價值

是看我們有沒有錢，擁有多少財富。個

人收入多少，變成了他價值有多高。所

以人有高收入，他自己也覺得《威》一

點；但薪金低的人，他自己會覺得卑

微。這是錯誤的思想。但教會也有這情

況出現。雅各書第二章：有富有的教友

戴著珠光寶氣回教會，迎賓的帶他們到

前面貴賓座去；有穿著不光鮮的，便叫

他們往外面或旁邊坐，不要影響觀瞻。

你留意一下，這些情況今天在教會依然

發生。有錢人出聲也像是惡一點。「我

有意見！」知道你有錢便讓你發言，意

見也好像是威一點；沒錢嘛，「留待下

次再談吧，今天沒有時間」。我們用錢

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聖經說這是錯。 

第四，我們用才幹去衡量。 才幹高

便等於有價值，才幹低便沒價值，沒才

幹的便是《無用》。 因此，有些生出

來樣貌較平庸、姿質較差、年長了、不

事生產的人，會被人低看、被人厭惡；

我們說這不公平。有些人年輕的時候很

棒， 吒咤風雲，但到老時便做不出東

西， 這世代會把他炒魷魚。 對公司忠

心，被敬仰，可在公司工作一生至退休

的日子不再，你一天做不到東西便開除

了。連世界都是這樣看人，耶穌基督也

好像不及格、不夠價值。 耶穌基督無

佳容美貌，年少時要工作養家，他比較

蒼老。世人見到耶穌基督的樣貌都不羨

慕他。他窮苦家庭長大，職業是木匠不

高尚。 祂有才幹！作為神的兒子，祂

有大能力，在十架上祂說過要差派十二

營的天使來拯救自己。祂可以呼風喚

雨，但多時候祂收藏自己的大能力，用

謙卑和愛建立神的王國。 

連耶穌基督也不支持(唔buy)這四

樣的標準。聖經提到神看我們的價值是

不同於外面人看人的價值，你要記住這

道理。神照自己的形像造人，我們被造

的時候，我們每人都有價值。正如在場

的這個姊妹說：我們是神的兒女，是王

子公主，很尊貴。我們的身份是如何的

高貴。雖然我們犯了罪，損毀神的形

像，但我們在神眼中是仍有價值，因為

我們每人都是神親手造的，我們是很獨

特的被神創造。我們是神的兒女， 被

耶穌基督用祂極其寶貴的寶血將我們

買贖回來。我們的樣貌、身體何其榮

耀，是上帝的傑作！你覺得嗎？ 在世

上你找不到和你一模一樣的人。 有時

候我們仍想變為其他人，說像他便好

了；但神並不是這樣想，祂創造我們每

人都是獨一無二。神並沒有叫我們變成

第二個人，你明白嗎？我整個人已發出

神的榮耀，沒人可取代你我的地位。在

神眼裡，我們並不是可有可無。有時候

我們想，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

少；不是，在神的眼中我們是多麼寶

貴。所以神願意用任何代價來幫我們。 

你記住， 今天我們有價值不是因為

我們擁有甚麼或我們俊美與否；今天我

們在神眼中是無價寶，因為我們是被神

創造，是屬祂的兒女。今天的經文非常

精彩，一個連世人都不要的垃圾，耶穌

基督為他浪費這麼多的時間。祂走去幫

這個被鬼附的人，祂將這人生命的價值

重新建立過來。他覺得自己沒價值，但

耶穌告訴他：你是有價值的。 祂恢復

這人生命的價值：第一，耶穌先將轄制

這人的罪和邪靈驅走 －耶穌基督叫住

在裡面的邪靈：走出來。耶穌基督也曾

說：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耶

穌基督叫我們每人都要得著豐盛的生

命。我們不豐盛是因為我們受到一些東

西綑綁。 被附的人是受著污鬼的綑

綁，所以神要將污鬼趕出去。弟兄姊妹

你想想，我們生命裡會受著一些東西綑

綁，令我們不能完全活在豐盛生命裡

面。有甚麼綑綁我們呢？是我們錯誤的

觀念，我們成長裡面受著那些性格影

響。 所以有時發覺我們很害羞(怕醜)；

怕站出來說話，怕甚麼？怕醜嘛，怕出

醜。為甚麼站起來說話要怕出醜？皆因

我們太看重自己。怕別人不知用甚麼眼

光來看我說的話、見我樣貌不夠俊美、

我的才幹不夠棒、別人查我家庭背景它

又不夠好，是不是？我們驚怕很多這些

東西。這些東西綑綁我們，令我們的生

活不豐盛。但耶穌基督來要將這些東西

破碎，祂幫我們得到釋放。明白嗎？ 

怎樣得到釋放？我們知道神看我

們是不同，明白這道理是最重要。所以

今天大家要膽子大起來，因為我們有神

的兒女的身份。我們是王子公主，我們

很尊貴、很貴重。 

耶穌將被鬼附的邪靈趕到二千頭

豬裡去，群豬往海裡投。 用今天燒肉

價格計算，二千頭豬值八百萬澳元。 那

人覺得自己沒價值，耶穌卻為了愛他、

幫他、救他，叫八百萬元的豬往海裡

投；要那人知道他比甚麼都更貴重、更

重要。當我們明白這真理時，我們的感

覺很不同。我們不斷老化，身體一天比

一天差，時覺得自己沒價值，增值也無

用。但我們在神眼中是無價寶。很多時

候我們想錯：自以為有價值的卻不值

錢。以為澳洲護照值錢，誰知道港商看

從澳洲來的遊客為《三氣》：用錢小器，

衣著土氣，說話洋氣。在他們眼中，從

澳洲來的比不上從中國大陸來旅遊的

《豪客》。所以我們要清楚明白，我們

的價值不在於我們的身份、職業、樣

貌、才幹；而是我們是屬誰的 －這最

為重要。在2002年中東石油大王的女

兒被人綁架，這大王向傳媒發放新聞：

我願意付任何的贖價，因為被綁架的是

國王的女兒、是公主，任何錢我都肯

付。這女士值錢是因為她是王的女兒。

今天我們值不值錢在於我們是否神的

兒女。你是神的兒女嗎？如果你是的

話，你便是公主王子，是神眼中的無價

寶。 要謹記今天我們值錢與否是在於

我們屬誰，我們是屬神的。 求神讓我

們知道當我們是祂的兒女時，我們是無

價寶，我們祈禱，我們感恩。《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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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 參加者 請 電郵 至  
gospelfellowshipaustralia@yahoo.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