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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主题： 
乱世中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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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祷及报告 

主内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18 年第五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日期：2018 年 7 月 21 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二时三十分聚会(附设托儿服务) 

内容：见证分享、诗歌 及 生日会 等 
 

 

(电话：0421 590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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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七月七日 
 

‘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

华，他必扶持你；他永远不会

让义人动摇。’ 
   

诗篇 55:22  (圣经新译本) 

聚会地点更改通知 : 宝活华人长老会 
Burwood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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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gff.org.au 

 2018 聚会    

  15/9 (周六)  2:30pm 九月单月聚会 

  17/11 (周六) 2:30pm 十一月单月聚会 

  24/11 (周六) 5:30pm 圣诞节联欢聚餐晚会 

 

父亲节特别团契聚会   

日期：2018 年 8 月 25 日 (星期六) 

时间：6:00pm – 9:00pm (附设托儿服务) 

內容容：晚餐、诗歌丶主题分享。 

     周天馼： 男人，把祝福带给你的家庭 

节目丰富，请从速 与 Lu Jun 报名 

查询联络: 0421 590 559 

收费：免费＊ 地点：Burwood CPC 宝活华人长老会 

参与：请携带一碟食物与人分享＊ 



讲道重温 18/5/18             无用的仆人(上)  (路 17:1-10)                     李智峰牧师                   

I. 路加福音从第 9 章到 19 章，是记载耶稣与他的门

徒一同前往耶路撒冷，在这个路途当中，耶稣常常把

握时机教导门徒事奉的重点和原则。 

   今天我们集中思考其中的一段，那就是今日读的

经文，来学习怎样事奉神。而事奉神有四大重点或原则： 

    1.不要绊倒人(1-2 节)； 

2. 要饶恕人(3-4 节)； 

3. 要有信心 (5-6 节)； 

4. 要绝对顺服 (7-10 节)。 

II. 不要绊倒人(1-2 節) 

曾经有一间教会作了一个调查，报告指出有 70%的现

代人喜欢去有高科技设备，一流带领聚会及有专业唱

诗技巧的教会；但同样一份报告里面也指出，却有 60%

的人离开教会，其中有两大原因；第一个是基督徒言

语的过失使人离开；第二个原因就是基督徒行为的偏

差，看在人的眼中，令这些人离开了。无错，事奉的

技巧很重要，但事奉者的生命， 言行就更加重要，所

以在 1-2 节，耶稣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

的，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绊

倒的意思乃是使人犯罪，使人迷失，特别是使人在信

仰上误入迷途。耶稣说拿一块大磨石绑在这人的颈项

上，将他沉在深海里面，还好过绊倒他，使他犯罪。  

啊；原来绊倒人，使人跌倒，使人犯罪，后果是可以

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要十分小心。有一位弟兄做了

一个见证。他说三十年前，他因为一位主日学老师的

一句话，使他在耶稣基督救恩的门外，流离失所，整

整三十年的时间；那位主日学老师讲了这样的一句话，

「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条条道路通罗马，最终，

所有人都可以到上帝那里去！」就因为这句话，这位

弟兄就到外面寻找其他的宗教，转了一个大圈，一转

就是三十年！他说：「如今我才回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当中。」 真理就是真理，没有妥协的余地。保罗在提

后 2:14-15，就是这样提醒提摩太及现今的信徒：「你

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 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

义分解真理的道。」 什么是事奉呢？事奉就是将真理

按着我们正义的言行，教导而活出来；使我们所言所

行不会绊倒人，反而会造 

III. 要饶恕人 (3-4 节) 

在事奉当中，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所言所行绊倒别人；

而是有时候教会中某一位弟兄/姊妹得罪了我们，令到

我们事奉没有了力量，甚至使我们灰心，失望。若遇

到这样的事情，主耶稣他又怎样教导我们呢？在 3-4

节，主耶稣话：「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劝戒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

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

今日，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宽恕，如果对方七次得罪我

们，又七次的回转，懊悔了，我们都要饶恕，而且是

要完全的饶恕。只有饶恕我们才能够得医治，才能够

与肢体有真正的相交，我们才能够喜乐地继续事奉。

有一次一个信徒问世界有名的圣经学者，也是苏格兰

的牧师，威廉巴克莱博士：「什么叫饶恕？」博士很

简单的讲了三句话：「饶恕就是了解；饶恕就是忘记， 

饶恕就是爱！」 

1. 饶恕就是了解；当你了解得罪你的事情，整个事件

的来龙去脉；当你了解这个人他的品格，知道他的背

景，行事为人，当你了解这些的时候，你要饶恕就容

易得多了。 

2. 饶恕是忘记，但你真的能够忘记吗？我们是人啊，

我们有我们凡软弱，很多时候我们记得的，就是人家

得罪我们的事情，是某一年，是某一月，某一日，在

什么地方，说过什么话，是怎样得罪我们，都会记得

清清楚楚！那威廉克博士讲的「忘记」是什么意思呢？

忘记不是说将这个人忘记了，或者是将那一件不愉快

的事情忘了；他的意思乃是说，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还会想起他以前得罪过你，但你不再怀恨在心了！这

就是饶恕，他所讲的这个忘记就是这样的意思，当你

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能够重新再爱他了。所以事

奉就是学习饶恕，饶恕就是了解，就是忘记，重新再

爱！其实饶恕是对自己好的，你不饶恕人，恨就会在

你的心里，令到你很不舒服。 

 宽恕的功课不容易学，但又非学不可，因为我们的

事奉，就是要建立一群彼此饶恕的上帝子民，没有饶

恕，我们只是一群维持表面，肤浅，虚假关系的人，

那有什么意思？有了饶恕，我们就可以很自由的，很

开放的，以自己真诚的面目与人交往，彼此坦承相待

与扶持。耶稣说；不要绊倒人，要完全饶恕，这是很

难学的功课。但门徒的反应是非常积极！你看，当耶

稣基督对门徒说不要绊倒人，要饶恕的时候，门徒说

什么话？你看第五节，门徒对主说：「主啊」求你加

添我们的信心！ 」是的，我们实在需要主加添我们的

信心。 

IV. 要有信心 (V.5-6) 

耶稣教导门徒说：「只要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能

行神迹奇事，例如叫那棵树连根拔起，裁在海里去都

可以。很多人都误解了耶稣的意思， 以为信心分很多

级数，级数大的就做大事，医绝症，赶恶鬼，信心级

数小的，就只能做小事，医吓长短脚，伤风感冒。但

圣经从来无这样的教导，耶稣的意思是，只要我们对

神的信心，好像芥菜种一样是活的， 使我们懂得不能

靠自己，靠别人，只能去到神的面前倚靠他，就凡事

都能。因行神迹奇事的是上帝，不是我们的信心。明

白吗？我再讲，只要我们对神的信心大到足以另我们

去到他的面前来倚靠他，那么，我们就能看见神行神

迹奇事。事奉的确不容易，又要小心不绊倒人，又要

对伤害我们的人，完全的宽恕，很难，但靠着那加我

们力量的神，就凡事都能作，相反，主耶稣曾提醒过

我们，离了他，我们就什么都不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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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749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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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