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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想用@电邮接收家福通讯 

请用以下电邮联络我们 

多谢支持环保 

 在Campsie移民中心逢每月的第三个星期五上午十

时至十二时半会有家长支持小组；欢迎家中有自闭症

或智障等的孩子的家长参加。移民中心联络电话：(02) 

9784 8139。 

 逢星期三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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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内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12年第一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日期：2012年 3月 17日 (星期六) 

时间： 二时三十分正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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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   Keith Chow 

题目：立遗嘱须知：伤健儿女的父母立遗嘱时

的考虑要点.  (国语主讲，粤语传译) 

内容： 诗歌  、 讲座、生日会 及 茶点 。                                       
 

敬请团友准时出席，欢迎伤健人士及其家人参

加，并诚意邀请主内弟兄姊妹出席，共颂主恩！

分享主爱！祝主恩满溢！     
 

 

家福团契顾问暨委员敬约 

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 

 

代祷 及 报告 

请为即将来到的聚会祷告。为到三月份聚会 和  

   师的讲座 ：讲员的准备、聚会的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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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保守他们路途上没阻碍，使他们能安心愉快的享

受团契聚会。 

请继续为家福前面事工的发展求神带领。家福年 

中将举行职员会退修计划曰，为到家福前面的发展

计划，求神带领。 

求主让正面临着挑战的家庭得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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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为伤健弟兄姊妹祷告，求主祝福他们，使他们在

工作上，学习上能够胜任愉快。 

请为在 Campsie 移民中心逢每月的家长支持小组

祷告。当中有未信的弟兄姊妹，也有初信的弟兄姊

妹，请为他们灵性需要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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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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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寄银行存根并写回邮地址) 

愿主亲自报答你们的爱心奉献 

***    家福 年大会将于五月举行  *** 

职员题名表格将与三月聚会中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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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9月 17日 聚会信息大纲 

奇妙恩典  （上 ） 

 

  讲员： 梁锦洪牧师   (笔录: 关凯炘) 

 

感谢我们天父，我们今天有机会一同相见面 和思想神

的话语。时间过得真快，上次我来到这里是五年前，感谢

天父我们仍有机会相见面。今年是家福的特别年，二十

年，是一个特别纪念的日子。我们出了一个特刊，而且有

一个特别的主题：奇妙恩典。今天我们思想一下，从圣经

里面我们看见神奇妙恩典。 

如果我问您有什么要感恩？您想您有什么东西要感恩

的呢？我今天想让大家知道这个「恩」是甚么解释 。 「恩」

字上面有个「口」，又有「大」字和「心」字；中文里的

词语不只有「恩」且有「典」。在字典里，「恩」的意思

是有爱以致付出。所以我们有听过妈妈说「不要忘记父母

恩」这句话；因为妈妈爱我，所以她有很多的付出；因为

爱的缘故，她可以不睡觉来陪伴半夜不停哭的孩子。为什

么我要感谢父母恩呢？因为父母一日一日年长，妈妈也没

有因为忘记你而令到你一天肚饿。  

「恩典」一词在圣经以外很少用到的。小时候中文老

师教过单字要配成词语。「恩」本身不用配词，圣经为什

么要给「恩」字要配上「典」呢？说得深一点，这本圣经

是甚么「典」呢？是我们的「正典」，是我们正宗的正典，

跟这个就成了。还要加上「奇妙」为形容词，「典」是说

最对的。在圣经里面见到的恩典至少有三个：第一个是 

GRACE。在其他地方用到 GOODNESS 或是 FAVOUR 都是

恩典的意思。第一个的恩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流血；

祂说：每个相信祂的人，他的罪就得赦免。为什么这是恩

典呢？因为神为了爱你的缘故来到地上，耶稣做了很多的

事情，祂甚至受了很多的苦，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祂的血

就这样流出来。血流出来的时候，祂说这样就可以赎我们

的罪。所以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有

没有想过这就是恩典？因为我们没做过任何的事情。我们

需不需要就 我们的得救 得着救恩，我们今天得着神 在祂

当中里面有份，我们要做很多事情吗？我们要做很多得好

事吗？并没有呀，所以这个恩典是白白的给了我们。所以

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只要你相信，你所

有的罪债都因着耶稣的血完全的还清。如果你觉得这个感

觉好像不在的时候，你想像一个坐牢的人，若有人告诉

他：只要你信我， 你就马上可以出牢；当他出牢的时候，

你猜他会感受到这个恩吗？感受到这个好处吗？感受到

他给我这个大 favour… 其实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

都是罪人，我们靠耶稣的血才能得赎。再想一下，我们只

要相信， 我们就可以得着生命。这就是第一个恩典，也就

是奇妙之处。还有一个奇妙的地方，这个钉在十字架的耶

稣，也不需要你有钱，也不需要你聪明有身份才有资格信

耶稣。今天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不识字，我妈妈也不识

字，但我妈妈信耶稣信得非常的真，她感受到耶稣在她生

命里。这个恩典还有一个奇妙之处，不是因为你健康良好

才能得着，就是今天我们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不很健康，但

是只要我们一信，我们在神眼中都看为健壮，你们得救是

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就是奇妙恩典得第一个，耶稣钉十

字架舍身流血，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就得着祂给我们一切

的好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又问你，当你返教会日久，也会听到人讲见证。他

们感恩，感恩中常常有两方面：我今天很顺利，升级加薪，

更感谢天父我儿子升职女儿又找到好的男友好丈夫，讲很

多好的事情、福气，这都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追求的事情。

新年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不少这类的祝福句，求福寿、求

康宁、祝富贵 。所以中国人求妻财子睦、有福气、有福寿 。

人早死了，人又会说他无福消受。有福气、有福寿便是恩

吧。人有钱以后能乐善好施，在正面的看，心想如果有钱

能做好事有多好？ 在教会里面，心想如果有钱能多奉献在

神的国度里面，多好？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今天我们

所有的好处，圣经说不在祢以外，今天我们有健康是神给

我们的。当然我们要保管好这个身体。我们要想到这是神

的恩。很简单的，我觉得不关天父的事，我们做很多的事

情都不用问，好像现在叫你们挤着鼻子不放的听我说话，

三分钟不用你便死掉了。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为我们供

应了免费的氧气。我们每天必需要不断的呼吸，如果这氧

气要买的话是很贵的。天父免费供应也没收过一分一毛。

你觉得这是个恩典吗？ 

今天你也许不同意，听见证时除了听到好处之外，也

有听到伤害。你可能听到有人说：我患了末期癌症，医生

告诉我只有三个月命，但我求告神，努力祷告，后来好像

神医治了我，结果我康复了。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

呢？非常知道神在他生命里面做了工作，所以他能够痊

愈，甚至超过医生所想像的。我告诉你们就是他身上这个

恩典，这个恩典实在太奇妙了。医生说没得救，现在我在

你面前说见证。有没有听过这些例子？可能你会问：牧师，

我求了很多次的了，为什么我还是这样？如果你还是这

样，你不用担心。圣经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举了这个例子： 

当耶稣行过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两个瞎子大声的叫耶稣，

耶稣问他们：你要我为你做甚么？  那两个瞎子说：我要

能看见。结果耶稣真的将他们医治好了。你觉得这两个瞎

子应该很感恩吗？他们的身上感受这份奇妙的恩典了吧。

我求了多次，为什么不发生在我身上？你问我为什么，我

也不知道。  但是你仍然可以求。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

只要我们有这一份的忍耐，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有

一天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不用坐

在这个轮椅里面，你不用担心别人说你是个弱智的人，因

为主耶稣说祂回来的事后，我们生命全部改变，我们有个

不朽坏的身体。你相信吗？你相信的话便要继续认定钉在

十字架上的耶稣，祂不单赦免我们的罪，容许我们成为祂

得儿女。并且祂会继续代领我，每天祂赐给我个不朽坏的

身体。记得这个奇妙得恩典。 《梁锦洪牧师   9月 17日未

完讲章，下期继续》 

 

 

 

  

 

 

家福团契  

诚意邀请 您 参加  

家福事工 团队 行列  

成为委员、义工 

有意 参加者 请 电邮 至  
gospelfellowshipaustralia@yahoo.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