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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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月) 及查

经班(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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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唐仪贞(Irene)师

母查询。移民中心联络电话：(02) 9784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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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48137。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14 年第八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日期：2014 年 11 月 15 日 (星期六) 
 

时间：下午二时三十分 (附设托儿服务) 

领会：萧曹圣乐传道 

题目：音乐聚会 (粤语主讲，国语传译) 

内容：讲道、诗歌、生日会及茶点等   
  

地点：救世军宝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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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六日 

 

代祷及报告 
请为即将十一月份聚会，萧曹圣乐传道的讲道

分享：音乐聚会的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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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为到 22/11 家福第三次 5:30 圣诞特别聚会祷

告。此聚会包括信息分享和庆祝圣诞节。求主

预备未信的又有伤健家人的朋友来参加 。 

求主让正面临着挑战的家庭得鼓励。 

请为到患病的家福成员祷告，或要做手术、治

疗和康复中，求神给予医治，安慰和力量；并

提醒他们神的关心和爱护是不间断，并帮助他

们继续依靠和信任祂。 

请为团契所有的家长祷告，求神继续引导、鼓

励和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努力教养自己有特殊

需要的孩子。求神赐予他们力量和智慧，并让

他们感知到神对他们的爱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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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联欢聚餐晚会   

             11 月 22 日 (星期六) 

             5:30 pm – 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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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聚会   
17/1  (Sat)  1:00pm  一月单月聚会  
21/3  (Sat)  2:30pm  三月单月聚会  



讲道重温：苦难转为祝福 (上) 

2014 年 7 月 19 日聚会信息大纲

      讲员：钟伯谦牧师   

经文：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 
 

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各位，从主耶稣这段话里面，的确提到苦难和祝福。因为，

有平安就等于祝福了；这时极大的安慰！有关苦难这回事，不

单在两千年前有，现今也有，且比从前严重得多呢！我们没办

法逃避，唯有面对现实。 

我们分作 3 段讲解：（一）何谓苦难？ （二）为何有苦难？ 

（三）如何将苦难转为祝福？ 

（一）何谓苦难？ 

中文圣经“苦难”一词，在英文圣经有不同译法。在 NIV 里

译作 “trouble” （烦恼）。在 ESV 里译作 “tribulation”（苦

难），在 CEV 里面译作 “suffer” （受苦）；合起来就使我们

对苦难有多方面的认识。 

此外，我又在一本叫“苦难神学”的书里得知：从字义上研

究，“苦难”有不同的涵义。在圣经中，旧约希伯来文的用词

有很丰富的意思， 最基本的意思是痛苦或疼痛，指身体上的病

痛，也会指心灵上的苦楚而言。 

又在新约希腊文的用词上，有两个意思：第一是苦难，指情

绪上的忧苦；第二次患难， 较为严重的，指着人在环境中的艰

难痛苦。其次，“十字架”这个字，也可代表着苦难。甚至有

时“一个杯”也可象征苦难。 

另外，看英文的 “suffering”(苦难)， 是溯源于拉丁文的 

Sufferre 这个字根，意思是在重压下忍受着你不愿意接受的遭遇。

所以， 受苦是被动的，当苦难来到的时候，人们只有消极地忍

受， 因为这是无法承担的苦楚，你就必须背负， 使你心灵感

到无限的痛苦。然而，你看苦难必须有意义和目的， 才能把它

化被动为自动，化消极为积极。那时，人对苦难就自然地规避

和逃脱。在无奈中去忍受，去承受，那就需要很大的信心和勇

气。 

各位，以上是从神学上看苦难，我们身为基督徒，甚至有许

多人，以及家庭的成员，正在不同的苦难之下。例如残障人仕，

和严重的病患者，正受着处身其痛苦的环境里面，发出问号和

呼喊。神学上的课题太深奥了， 太理论了，甚至太抽象了，现

在就要问下一个问题。 

（二）为何有苦难？ 

各位，有关这个问题，真使人觉得困惑，尤其那些还未信主

的人。他们常会发出这样的问题说：如果上帝是慈悲仁爱的神， 

祂为什么会允许这些痛苦临到人世间？各位，要解答这个难题

吗，首先就要知道苦难的来源，明白之后，就会释了人心中的

疑团了。 

第一，苦难是从神而来的刑罚和管教。勿忘记一件事，不错，

神是慈悲的，但祂也是公义的。神刑罚犯罪作恶的人，是天经

地义的。圣经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

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六章七节） 

第二，苦难是从魔鬼和恶人来的陷害。不错，神是给人有自

由意志，可以选择善或恶。但神没有替你定意要去罪。意思是，

咎由自取，不但你走错了路，还会损害别人呢。 

又在圣经中看见约伯这个人的遭遇，被魔鬼攻击，他家散人

亡，全都是由魔鬼而来的灾害。 （约伯记第一丶二章） 

第三，苦难是从自然界来的。例在：风灾，水灾，地震，瘟

疫，和山火等等的天灾人祸。 

或有人会问，上帝是全能全知的，祂大可以阻止这些事情发

生，但许多时候神没有这么做，为什么？ 

有关这个问题，可从两方面去解答：首先，神允许痛苦临到

未信主者的理由： 

1） 因为神借着苦难使人醒觉， 醒悟。 

在箴言十四章十二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

死亡之路。」 真的，每天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向着这条不归之

路走去。倘若有一天苦难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会转过头

来归向上帝，以致得救。 

中国历史上有个人叫屈原， 他曾这么说： 「人穷则反本」。

意思是，当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返回原处。可惜他没

有进一步解释，这个“本原”是谁？又在什么地方？ 

 而今天我们有信仰的人， 当然这个“本原”就是指着那创造

天地万物的真神上帝。只有祂才能帮助我们，在遭到患难时就

会醒悟过来， 回头返到主面前。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浪子故事是

个例子。 

2）因为苦难是磨炼人的一个工具 

有一次，中国的孟子对他的门生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

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各位，这段话十分有意思，是中国人的一种哲学思想。意思

说， 倘上天将某一重大的职责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的心志必

先受苦练。例如 受劳动的操练，并受饥寒交逼，又修心养性，

方能担任这重任。 

其次，苦难为何到临我们信主人身上的理由。 

1） 因为神借苦难使信徒蒙福 

这件事，可在旧约圣经中约瑟的身上可证明出来。他所受的

苦，首先是被自己兄弟出卖，卖到埃及去当奴仆。被女主人诬

告以致坐牢，受苦受难。 

但结果做了埃及国的首相。当全国饥荒时， 他用计积粮，不

但救了埃及人，连自己父家几十人，却不致饿死，又替家人移

民到埃及去。 

各位，约瑟这种情形，若用现今人的评语讲，他是先苦后甜， 

因祸得福。又从他后来向兄弟们讲了一段感人的话，明白其中

的奥妙。 「约瑟对哥哥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 祂要保

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创世记五十章二十节） 

这里提到“今日的光景”，应该是指着约瑟有机会在埃及当

宰相， 和全父家由原居地得移民至埃及相聚说的。由这件事，

又答覆了神借苦难使神的儿女得福了。《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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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福团契 诚意邀请 您 参加  

家福事工 团队 行列  
成为 义工: 探访, 接送, 文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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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