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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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想參加，請先致電唐儀貞

(Irene)師母查詢。移民中心聯絡電話：(02)9784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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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48139。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團友：  
在主裡向你們問安! 

 
2014年第五次聚會詳情如下，敬請留意： 

團契聚會  
 

日期：2014 年 7 月 19 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正聚會 (附設托兒服務) 

講員：鍾伯謙牧師  

題目：失望卻不絕望 (粵語主講，國語傳譯) 
內容：講道分享、詩歌 及 生日會 。 
  

 

地點：救世軍寳活隊 

(電話：0421 590 559) 
請前往副堂 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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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七月八日 

 

代禱及報告  
 

請為即將七月份聚會，鍾伯謙牧師的講道分

享、聚會的準備和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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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讓正面臨著挑戰的家庭得鼓勵。  

請為到家福家福團契新一年度的事工發展

禱告，求神預備同工投身事奉家福事工。  

感謝主  Allan 弟兄的腎移植手術很成功；請

繼續為弟兄的康復過程禱告。  

求神繼續保守帶領 Daniel 弟兄的前列腺的

醫療和康復的過程。  

請為家長和小朋友代禱。  

請為每月在 Campsie 移民中心聚會的家長支

持小組禱告。當中有未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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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節特別團契聚會   

日期：2014 年 8 月 23 日(星期六) 

時間：5:30pm – 9:00pm (附設托兒服務) 

內容： 晚餐、見證分享、詩歌 等  

節目豐富，請從速 與 Pa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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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難勝過的考驗  (約伯記 2:1-10) 
講員：李智峰牧師 

2014 年 5 月 17 日聚會信息        
 

 

 
 

I. 引言：  

我們常說一代不如一代。現今的年

青人；從未捱過苦，所以少少挫折，

少少壓力就捱唔住。就像在溫室裏成

長的小花，經不起風雨，那像生在山

上，在風雨中長大的松樹？  

神容讓壓力、困難、挫敗、甚至苦

難臨到我們，就是要我們在風雨中成

長，神要操練我們，叫我們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但你可能會担

心，我們是否捱得住那些臨到我們的

苦難。  

你可以放心，因神在林前 10:13 應許

過我們，「你們所受的試探，無非是

人受得起的；神是信實的，他必不容

許你們受試探過於你們承受得起的，

而且在受試探的時候，必定給你們開

一條出路，使你們能忍受得住。」  

很多人話，生命是不公平的，你是

否認同？但這些不公平的經驗，確實

能磨練我們的品格。其實，生命的殘

酷很早就開始了，甚至可追溯到孩童

時代的生活經驗。  

有一位姊妹，唸初中時，夢想成為

醫生，之後，她就非常努力讀書，從

未曾放棄過這個夢想。但是，她從美

國最好的醫科預備學校信心學院畢

業後，申請進入醫學院就讀，卻被拒

絕。她感到睛天霹靂，她痛苦流淚，

感到很沮喪，生命真是不公平。但二

十年後，她擁有四個小孩，並拿到合

格教師的資格要求，担任了公立學校

的老師，透過教育，建立年輕人健康

的心靈，成為醫治年輕人心靈的醫生。

她熱愛教學的工作，並從其中完成她

內心的願望。她說：「現在我知道這

才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也是我當初夢

想的那種醫生類型。」她也時常與人

分享話；「生命是不公平的，但神是

美善的。」  

葛兒出生時就患有唐氏綜合症

(Down’s Syndrome)。雖然如此，她臉

上始終掛著微笑，也很少錯過禮拜天

的主日崇拜，更像蠟燭一樣積極地去

照亮她所接觸的人。但當她漸漸長大

到 20 歲時，  變得很沮喪，因沒有工

作，覺得自己像廢人，生命沒有意義。

後來教會牧師就找她做清潔教會的

工作。她做得很好，教會裏的每一個

人都喜歡她。她特別喜歡清潔嬰兒及

幼兒房間，而且有一套與孩童快樂相

處的方法。她喜歡看孩童活動，將他

們的房間清潔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

葛兒也開始學會用鎚子和釘子，她注

意到那些書架需要修理，那些角落尖

尖的， 需要鎚平，或需要墊子，她讓

小孩玩得在每個地方都很安全，舒適。 
但不久，醫生發現葛兒患了乳癌；要

動手術切除了一邊的乳房。之後，另

一邊乳房又發現了癌細胞，並且癌細

胞早已蔓延到身邊其他部位。雖然葛

兒在世的時間可能不長久，但她活著

的每個時刻都是快樂的。她和一位愛

她的母親住在一起，她也在一個需要

她的地方工作，她常常對人說，「神

是美善的，因為牧師，母親，及在教

會的每個對待她都很好。」   

弟兄姊妹，朋友，若我們能用積極

的態度去面對苦難，就會發現神的應

許是真實的。「萬事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那種益處不是苦難

突然消失，或者我們在物質上，得到

補償，而是透過苦難的磨煉，我們的

品格會被提升，會越來越像耶穌基督。 
我們再來看約伯。有一位解經家用了

「美麗如花」這句話，來形容約伯在

家破人亡之前的生活。    約伯未出事

前； 的確有像花一樣的生活，華麗而

吸引人，深深受到別人的羨慕和欣賞。

但是，花的美麗，和果實的美麗是兩

回事。人可以用審美觀點來看花朵的

可愛外型和顏色，但實際上，對鑑賞

者本身沒有太多的利益。只有花的果

實才能真正滿足人。為了結果子，總

有一天，花必須犧牲它美麗的外貌；

花瓣要凋落，變得光禿禿的。但就是

在光禿中，結出果子來。  

這果子正是造物主最終的目的。因

為只有花的果實才能真正滿足飢餓

的人。所以我們可以說，在約伯記開

始所描繪的約伯的生活，像一朵非常

美麗的花。從神和人看來，他都是一

位被羨慕，欣賞，尊敬的人。但神對

他還有進一步的要求。他希望約伯能

成為一個果實。正因為這樣，約伯那

些美麗，吸引人的花瓣就必須被剝奪。

但是，從這種光禿，破碎中，卻要出

現一個結實纍纍的，成熟的生命。這

生命將會歸榮耀給神，並且給人帶來

滿足。所以神容許撒旦對約伯進行第

二輪的攻擊。  

其實神對約伯這個信徒真是十分滿

意。因突如其來的苦難就如同突擊考

試，由於人預先無準備，就無法掩飾，

因此最容易顯明人的真性情。約伯，

這個從前未曾受過苦的人，在撒旦第

一次打擊他的時候，雖然接二連三地

突然苦害他，但她仍然持守他的純正，

約伯為人的完美，應該是不容置疑的

事實了。因此在天上眾軍的另一次集

會時，   神向撒旦再一次大大地稱讚  

約伯說：「你雖激動我攻擊他，無故

的 毀 滅 他 ， 他 仍 然 持 守 他 的 純 正 。 」

(2:3) 雖然事實已証明約伯是「完全正

直，敬畏神」，撒旦對他的毀謗是完

全錯誤的。  

但是撒旦卻推翻了牠自己第一次毀

謗約伯的話，狡辯地說，那些錢財的

損失和兒女的死亡，並未使約伯受到

真正的考驗。牠說：「人以皮代皮；

情願捨棄一切所有的保存性命」換言

之，牠毀謗約伯是一個極其無情，極

其自私的人，只要能保存自己的性命，

其他的犧牲和親人的死亡， 都會無動

於衷。 因此，撒旦要求神叫約伯再受

一次考驗，牠要求神「傷他的骨頭，

和他的肉，他必當面棄掉你」。由於

神對約伯的絕對認識和信任，所以容

許撒旦去打擊他的身體， 只是不許撒

旦傷害他的性命。相信眾天使都會為

可憐約伯提心吊胆；一個軟弱的人，

能承受得住「天空屬靈他的惡魔」打

擊嗎？若是約伯能再勝過撒旦的攻

擊，這豈不是宇宙間一件奇妙的事？

這豈不也是人的最大尊榮？但無可

否認，撒旦第二回合的攻擊，比第一

回合厲害很多，約伯受的苦是極難忍

受的。  

1. 肉體的苦  

撒旦叫約伯從頭到腳都長滿了毒瘡，

全身的皮膚開始嚴重潰爛，真是體無

完膚，我們無法斷定這究竟是甚麼病

症，但聖經卻記載了這病的可怕情形：

流膿不止；遍滿蛆蟲；皮膚變黑；皮

膚脫落；骨頭刺痛；全身發熱；呼吸

困難；嗅口，牙爛；不能入眠；視覺

衰退；全身消瘦；奇癢難當。他的疾

病使他的形體大大變樣，甚至三個朋

友都無法辯認他；他的痛苦大到使他

這樣一個鐵骨硬漢，也禁不住大喊大

叫，甚至不怕別人恥笑地大聲哭號。

這個可怕的怪病，對他的意志和自尊

心是何等大的蹂躪啊！《未完》

 
 
 

2014 聚會 
 

23/8   (Sat)  5:30pm 

父親節特別團契聚會 
 

20/9   (Sat)  2:30pm 

九月單月聚會 
 

15/11 (Sat)  2:30pm 

十一月單月聚會 
 

22/11 (Sat)  5:30pm 

聖誕聯歡聚餐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