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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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想参加，请先致电唐仪贞

(Irene)师母查询。移民中心联络电话：(02)9784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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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48139。 

主内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14年第五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日期：2014 年 7 月 19 日 (星期六) 
 

时间：下午二时三十分正聚会 (附设托儿服务) 

讲员：锺伯谦牧师  

题目：失望却不绝望 (粤语主讲，国语传译) 

内容：讲道分享、诗歌 及 生日会 。 
  

 

地点：救世军寳活队 

(电话：0421 590 559) 
请前往副堂 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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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七月八日 

 

代祷及报告 
 

请为即将七月份聚会，锺伯谦牧师的讲道分

享、聚会的准备和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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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让正面临着挑战的家庭得鼓励。  

请为到家福家福团契新一年度的事工发展

祷告，求神预备同工投身事奉家福事工。  

感谢主  Allan 弟兄的肾移植手术很成功；请

继续为弟兄的康复过程祷告。  

求神继续保守带领 Daniel 弟兄的前列腺的

医疗和康复的过程。  

请为家长和小朋友代祷。  

请为每月在 Campsie 移民中心聚会的家长支

持小组祷告。当中有未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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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节特别团契聚会   

日期：2014 年 8 月 23 日(星期六) 
时间：5:30pm – 9:00pm (附设托儿服务) 
内容： 晚餐、见证分享、诗歌 等  
节目丰富，请从速 与 Paula 报名 
查询联络: 0423 423 386 
收费：免费＊    
参与：请携带一碟食物与人分享＊ 



更难胜过的考验 (约伯记 2:1-10) 
讲员：李智峰牧师 

2014 年 5 月 17 日聚会信息       
 

 

 
 

I. 引言： 

我们常说一代不如一代。现今的年青人；

从未捱过苦，所以少少挫折，少少压力

就捱唔住。就像在温室里成长的小花，

经不起风雨，那像生在山上，在风雨中

长大的松树？ 

神容让压力、困难、挫败、甚至苦难临

到我们，就是要我们在风雨中成长，神

要操练我们，叫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

督长成的身量。但你可能会担心，我们

是否捱得住那些临到我们的苦难。 

你可以放心，因神在林前 10:13 应许过

我们，「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

得起的；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容许你们

受试探过于你们承受得起的，而且在受

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使你们能忍受得住。」 

很多人话，生命是不公平的，你是否认

同？但这些不公平的经验，确实能磨练

我们的品格。其实，生命的残酷很早就

开始了，甚至可追溯到孩童时代的生活

经验。 

有一位姊妹，唸初中时，梦想成为医生，

之后，她就非常努力读书，从未曾放弃

过这个梦想。但是，她从美国最好的医

科预备学校信心学院毕业后，申请进入

医学院就读，却被拒绝。她感到睛天霹

雳，她痛苦流泪，感到很沮丧，生命真

是不公平。但二十年后，她拥有四个小

孩，并拿到合格教师的资格要求，担任

了公立学校的老师，透过教育，建立年

轻人健康的心灵，成为医治年轻人心灵

的医生。她热爱教学的工作，并从其中

完成她内心的愿望。她说：「现在我知

道这才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也是我当初

梦想的那种医生类型。」她也时常与人

分享话；「生命是不公平的，但神是美

善的。」 

葛儿出生时就患有唐氏综合症

(Down’s Syndrome)。虽然如此，她脸上

始终挂着微笑，也很少错过礼拜天的主

日崇拜，更像蜡烛一样积极地去照亮她

所接触的人。但当她渐渐长大到 20岁时， 

变得很沮丧，因没有工作，觉得自己像

废人，生命没有意义。后来教会牧师就

找她做清洁教会的工作。她做得很好，

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她。她特别喜

欢清洁婴儿及幼儿房间，而且有一套与

孩童快乐相处的方法。她喜欢看孩童活

动，将他们的房间清洁得干干净净，一

尘不染。葛儿也开始学会用鎚子和钉子，

她注意到那些书架需要修理，那些角落

尖尖的， 需要鎚平，或需要垫子，她让

小孩玩得在每个地方都很安全，舒适。 但

不久，医生发现葛儿患了乳癌；要动手

术切除了一边的乳房。之后，另一边乳

房又发现了癌细胞，并且癌细胞早已蔓

延到身边其他部位。虽然葛儿在世的时

间可能不长久，但她活着的每个时刻都

是快乐的。她和一位爱她的母亲住在一

起，她也在一个需要她的地方工作，她

常常对人说，「神是美善的，因为牧师，

母亲，及在教会的每个对待她都很好。」  

弟兄姊妹，朋友，若我们能用积极的态

度去面对苦难，就会发现神的应许是真

实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

益处。」那种益处不是苦难突然消失，

或者我们在物质上，得到补偿，而是透

过苦难的磨炼，我们的品格会被提升，

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我们再来看约伯。

有一位解经家用了「美丽如花」这句话，

来形容约伯在家破人亡之前的生活。   约

伯未出事前； 的确有像花一样的生活，

华丽而吸引人，深深受到别人的羡慕和

欣赏。但是，花的美丽，和果实的美丽

是两回事。人可以用审美观点来看花朵

的可爱外型和颜色，但实际上，对鉴赏

者本身没有太多的利益。只有花的果实

才能真正满足人。为了结果子，总有一

天，花必须牺牲它美丽的外貌；花瓣要

凋落，变得光秃秃的。但就是在光秃中，

结出果子来。 

这果子正是造物主最终的目的。因为只

有花的果实才能真正满足飢饿的人。所

以我们可以说，在约伯记开始所描绘的

约伯的生活，像一朵非常美丽的花。从

神和人看来，他都是一位被羡慕，欣赏，

尊敬的人。但神对他还有进一步的要求。

他希望约伯能成为一个果实。正因为这

样，约伯那些美丽，吸引人的花瓣就必

须被剥夺。但是，从这种光秃，破碎中，

却要出现一个结实纍纍的，成熟的生命。

这生命将会归荣耀给神，并且给人带来

满足。所以神容许撒旦对约伯进行第二

轮的攻击。 

其实神对约伯这个信徒真是十分满意。

因突如其来的苦难就如同突击考试，由

于人预先无准备，就无法掩饰，因此最

容易显明人的真性情。约伯，这个从前

未曾受过苦的人，在撒旦第一次打击他

的时候，虽然接二连三地突然苦害他，

但她仍然持守他的纯正，约伯为人的完

美，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了。因此在

天上众军的另一次集会时，  神向撒旦再

一次大大地称赞 约伯说：「你虽激动我

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

的纯正。」(2:3) 虽然事实已証明约伯是

「完全正直，敬畏神」，撒旦对他的毁

谤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撒旦却推翻了牠自己第一次毁谤

约伯的话，狡辩地说，那些钱财的损失

和儿女的死亡，并未使约伯受到真正的

考验。牠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

一切所有的保存性命」换言之，牠毁谤

约伯是一个极其无情，极其自私的人，

只要能保存自己的性命，其他的牺牲和

亲人的死亡， 都会无动于衷。 因此，撒

旦要求神叫约伯再受一次考验，牠要求

神「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

弃掉你」。由于神对约伯的绝对认识和

信任，所以容许撒旦去打击他的身体， 只

是不许撒旦伤害他的性命。相信众天使

都会为可怜约伯提心吊胆；一个软弱的

人，能承受得住「天空属灵他的恶魔」

打击吗？若是约伯能再胜过撒旦的攻击，

这岂不是宇宙间一件奇妙的事？这岂不

也是人的最大尊荣？但无可否认，撒旦

第二回合的攻击，比第一回合厉害很多，

约伯受的苦是极难忍受的。 

1. 肉体的苦 

撒旦叫约伯从头到脚都长满了毒疮，全

身的皮肤开始严重溃烂，真是体无完肤，

我们无法断定这究竟是甚么病症，但圣

经却记载了这病的可怕情形：流脓不止；

遍满蛆虫；皮肤变黑；皮肤脱落；骨头

刺痛；全身发热；呼吸困难；嗅口，牙

烂；不能入眠；视觉衰退；全身消瘦；

奇痒难当。他的疾病使他的形体大大变

样，甚至三个朋友都无法辩认他；他的

痛苦大到使他这样一个铁骨硬汉，也禁

不住大喊大叫，甚至不怕别人耻笑地大

声哭号。这个可怕的怪病，对他的意志

和自尊心是何等大的蹂躏啊！《未完》

 

 
 
 

2014 聚会 
 

23/8   (Sat)  5:30pm 
父亲节特别团契聚会  

 

20/9   (Sat)  2:30pm 
九月单月聚会  

 

15/11 (Sat)  2:30pm 
十一月单月聚会  

 

22/11 (Sat)  5:30pm 
圣诞联欢聚餐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