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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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第二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日期：2015 年 3 月 21 日 (星期六) 
 

时间：下午二时三十分聚会 (附设托儿服务) 

领会：姚少珍 (Jenny Yiu) 

题目：黑暗中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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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福团契顾问暨委员敬约 
                               二零一五年三月十日  

2015 聚会   

25/4  (Sat)  5:30pm  母亲节特别团契聚会 

16/5  (Sat)  2:30pm  五月单月聚会 & AGM 

  18/7  (Sat)  2:30pm  七月单月聚会 

  22/8 (Sat)  5:30pm  父亲节特别团契聚会 

  19/9  (Sat)  2:30pm  九月单月聚会 

 21/11 (Sat)  2:30pm  十一月单月聚会 

 28/11 (Sat)  5:30pm  圣诞联欢聚餐晚会 

 

 

代祷及报告 

请为即将三月份聚会，姚少珍 的讲道准备、安

排、弟兄姊妹和团友的参与祷告。 

请继续为到家福前面的长远发展方向和计划祷

告，求神带领；并求神预备同工投身事奉家福

事工。 

求主让正面临着挑战的家庭得鼓励。 

请为到患病、治疗和康复中的家福成员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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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节特别团契聚会   

日期：2015 年 4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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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道重温：你能看见黑暗中的曙光 (上) 

2015 年 1 月 17 日聚会信息大纲

      讲员：钟伯谦牧师  (笔录:关凯炘)   

经文：诗篇二十三章四节 
 

黑暗中的曙光，如果只是这个题目，就似乎带来我们

一点失落感。所以当我接到这个题目， 我就开始祈祷、

思想，要讲道对题，又叫题目对我们有帮助，我将题

目延伸为“你能看见黑暗中的曙光”。 

  诗篇 23 章大家到很熟悉，我现在给大家读出来：「耶

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

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

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

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

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

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

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诗篇 23 章 4 节最为重要，是今天我要讲的：我虽然

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你与我

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一支杖或棍怎样

安慰我呢？杖不是用来打人的吗？见到杖会怕了吧，

怎能安慰呢？但是，当杖拿在大牧人、好牧人的手中，

你便不用怕。旧日在大卫的手中，今天在我们的大牧

者耶稣的手中，这杖是用来打野兽的， 打那担走那些

羊的老虎、狮子 。 

我们先要明白所谓曙光者，是黎明时太阳刚从东方出

来十分新鲜的阳光。因为黑夜刚刚过去，所以那个时

候人们看见那些灿烂的光彩，感到特别美丽可爱！ 

阳光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它能驱除幽暗， 照耀

四方，让人心旷神怡，它沐浴万物，使世界充满向上

和成长的力量，又播放着快乐的光芒。 

在生活中每人都可拥有阳光。例如在我们幸福时的欢

乐，顺利时的兴奋。 

但另一方面, 人们也难免会遭遇黑暗，比如委屈的痛

苦, 挫折时的悲伤，选择时的彷徨，和身体的疾病等等。

人生就是充满着酸、甜、苦、辣，每种滋味我们都会

品尝到。 

在另一方面看，人的生活并非一种无奈，只要你能找

到一条正当的路，你就能看见黑暗中的曙光了。我们

要明白一个道理，有阳光当然也会有阴影，只要你肯

忍耐等候一段时间，那个阴影就会移动离开了。 

人生是黑暗或光明，其实是由你自己去划分，与你的

心情有极大的关系。你感到外面的环境如何，但你的

内心会有另一种感受和境界。就需要你时常保持内心

开朗的心。在面对生命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观

点和看法。 

这个时候你自己当保持冷静，有了冷静的头脑才会有

新的思维，晓得如何去应付不如意的环境和遭遇。特

别我们有信仰的人， 倚靠圣灵的指示和引导，就能冲

开黑暗，让曙光进入你的心灵，有温暖和力量生活下

去。 

诗篇 23 章 4 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

怕遭害，因为祢与我同在。祢的杖，祢的竿都要安慰

我。」 

各位，所谓黑暗中的曙光，意思是：「黑暗代表可怕和

痛苦， 大卫在诗篇 23 章提到“行过死荫幽谷”， 就是

艰难和痛苦，包括我们家福团契各人的家庭。当你的家

庭有孩子出世界时， 发现他是个弱智的孩子之时，家中

各人就会觉得一片黑暗， 好像一层愁云厚厚的遮盖着整

个家庭。 此外，又有一个家庭，你的孩子出生后一两岁

之后， 就发觉他患了自闭症的时候，他的行为和动作，

有时把你家中搞到翻天覆地那么可怕之时，全家的人都

很自然地感觉到黑暗，不知如何是好！ 

弟兄姊妹，在这种环境遭遇中，我们不必害怕，你能在

黑暗中看见曙光的。正如大卫见证说：「虽然行过死荫

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因为神祢与我同在，祢的杖祢的

竿都安慰我。」 所以说曙光代表希望，和重见光明。按

照大卫的意思， 

a) 不怕遭害 → 是曙光 

b) 因为神祢与我们同在 → 更是曙光 

相信在座之中的家福成员，大家都经历过诗篇第二十三

篇里面的福气。意思说，你也能看见黑暗中的曙光。又

在本团契的团训岂不是说：「父亲怎样怜恤祂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祂的人。」因为家福团契的人，

都是敬畏神的儿女，肯定神会怜恤我们。换言之，就是

在黑暗中见曙光了。 

各位，让我们继续讲下去，还有一条路可行的，就是当

我们在幽暗环境中之时，我们的心要向上望。用欢喜快

乐的心，重新点燃着我们心中的灯，加油，使它继续明

亮起来。前面的路虽然艰难，但靠着主耶稣的帮助，就

可以冲破一切拦阻。又靠着圣灵的力量，可以挪开路上

的绊脚石，在每天生活中快乐地渡过，因为有信心的人，

能使我们有快乐的心，面对事物。 

或者有人问，快乐，快乐，谈何容易。各位，先要明白

如何去看快乐这回事。由于人人的价值观不同，就对快

乐的理解不同。有人应为天天吃鲍鱼、燕窝、鱼翅就是

幸福快乐。但相反地，却有人认为天天吃燕窝、鱼翅是

苦事。 

有人以为天天开车上班是开心享受，但亦有人以为骑自

行车是运动，亦一乐也。所以，快乐可分为两类; 自然快

乐和强的快乐： 

第一，自然快乐 → 如果事情的发展尽如人意，那么自

然就会享受快乐，不必刻意地去寻找快乐的路径。 

第二， 如果事情的发展不如人意，而自己又不想承受挫

折产生的心灵痛苦，就想出一些办法来，让自己快乐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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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