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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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主題：  
亂世中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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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月)及查經班(單月)；歡迎家中有自閉症或智障等的孩子的家

長參加。如想參加，請先致電顧唐儀貞(Irene)師母查詢。移民中

心聯絡電話：(02)9784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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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48137。 

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團友： 
   

在主裡向你們問安! 

  2018 年第八次聚會詳情如下，敬請留意： 

團契聚會 
 

日期：2018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聚會 (附設托兒服務) 

內容：小組分享、詩歌 及 生日會 等 
 

 

(電話：0421 590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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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家福團契 誠意邀請 您 參加  

家福事工 團隊 行列  
成為 義工: 探訪, 接送, 文字工作 

有意 參加者 請 電郵 至   
info@gff.org.au 

                    聖誕聯歡聚餐晚會   
               11 月 24 日 (星期六) 
                       5:30 pm – 9 pm 

   節目豐富，由 佳韻音樂事工 (Glorious Melody)  
領會。地點：寶活華人長老會 Burwood CPC 
請從速 與 Lu Jun  報名           

 查詢聯絡: 0421 590 559   

 收費：免費 

 參與：請攜帶一碟食物與人分享 

“耶和華親自在你前頭行，與你同在； 

他決不撇下你，也不離棄你； 

你不要害怕，也不要驚慌。” 
  

申命記 31:8  (聖經新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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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ne 師母 帶領的家福 社區工作服務 兼

具社區工作，基督教信仰尋道與建立，帶

領 家長互助組 的事工。家福 現招募 義務

社工 接任 Irene 師母 星期三的 社區工

招募 

義務

社工 

代禱及報告 

 



講道重溫 18/5/18                          無用的僕人(下)  (路 17:1-10)                     李智峰牧師                                                              

V. 絕對的順服 (7-8 節) 

對神有活的丶真的信心，是會有行動的，而信心的行動，就是絕

對的順服。所以主耶穌就在 7-10 節，以一個僕人的比喻來教導門

徒在事奉上要有絕對順服的態度。 

      1. 甚麼叫做僕人？(v.7) 

在比喻裏，那個僕人在外面工作了一天，又累又餓地回到家裏，

但是等待著他的是甚麼？不是休息，不是吃飯，而是繼續伺候主

人。請注意，主耶穌是用很特別的反問門徒的方式開始的；你們誰

有僕人耕地或是放羊等等，回來後，你會對他說，你過來坐下吃

飯？這種反問的語氣，很明顯會得到的答案是「唔會」。但主耶穌

今日問你同樣一個問題，你很大可能答「會」。你可能覺得那個主

人太殘忍，不近人情，所以會不明白耶穌所講的這個比喻。但在當

時的奴隸社會的背景下，群眾是很容易理解及接受這比喻的。僕人

在原文希臘文中，就是奴隸，而奴隸是毫無自己權利的人，連性命

都是主人的，當然應該絕對服從，主人叫做吔，就做吔，沒有道理

好講的，也是沒有資格可以爭辯的。 但是在 21 世紀的今天，當後

現代主義思潮泛濫，當社會上鼓吹徹底解放，人人平等，個人自

由，集體民主，互相寬容，和諧友愛，沒有絕對真理，也沒有絕對

權威的時候，比喻中的主人似乎是不近情理，甚至是太苛刻，太霸

道，太冷酷了。極端反對基督教的狂人尼采(Nietzsche)曾經得意

地發出狂言，話他已看透了基督教的本質，就是奴隸主義，強調的

都是溫順，服從，聽命。所以這個教導我們要完全順服，絕對聽命

於神的比喻，常常被看作是過時落伍的。但是人類的制度會過去，

社會的思潮會改變，神的話命永遠安定在天，一點一劃都不能廢

去。正如希伯來書 13:8 節所講的：「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

到永遠；是一樣的。」 

同樣他的話也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這是我們

信仰的根基，所以對神的話，不能有絲毫的懷疑動搖。事實上，神

對人的主權是何等的高，何等的大，是遠遠超過奴隸主人對奴隸的

主權。為甚麼？因為就算奴隸的主人和奴隸之間有極大的差別，但

奴隸的主人和奴隸始終大家都是人，本質是一樣的；但是神卻是我

們的創造主，所以是屬於完全不同的層次和完全不同的本質的。今

天，在我們講神的慈愛和憐憫時，首先應該強調的是神的主權，神

的公義，聖潔和威嚴；首先應該省察的，是我們僕人的本份和責

任。因為如果缺乏對神主權正確的理解和順服，就會按我們自己的

意思，照我們罪惡的私心去扭曲神的大愛；而我們如果不好好地盡

上人對神的責任，也無法真正明白和體會神的大愛，更不可能回報

神的大愛。所以今日我們要學習做一個討神喜悅的僕人。真正的僕

人，是完全順服主人的人，完全放棄自己的主權，完全沒有自己主

權的人。 我們也會記得耶穌基督所講的另一個關於僕人的比喻，

記載在馬太福音 25 章 14-30 節，比喻提到主人按著各人的才幹給

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就往外

國去了。那個領一千的僕人，竟然將銀子埋在地裏，不去運用，以

致被主人責罵，是一個又懶又惡的僕人」，又吩咐人將這無用的僕

人，丟在外面黑暗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很多信徒誤解了這個惡僕人是因為太懶惰，手指都不肯動一下，

所以才被主人責罵？其實原因不是這樣。一千銀子大約是一個工人

二十年的工資，如果在澳洲，工人的年薪，如果是五萬元，那數目

就是一百萬澳元。請留意，那時不是用紙幣，而是用真實的銀子，

幾架手推車都裝唔晒的銀子，要埋在地裏，其實是用很多勞力，工

夫的。還有，為了避免讓人看見，而將銀子偷去，要等待夜深，眾

人都睡了，才摸黑，輕輕力，耡地，將銀子埋下去，所以絕對是一

件不容易做的工作。但為甚麼那僕人要這樣做 ？他自己話，他認

識主人的性格，「沒有種的地方，都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都要

聚歛」(太 25:24)。用現代的說話，可以這樣講：「那主人是一個

要賺到盡的人，在股票狂跌時，要賺一筆，在樓市跌的時候，都要

從中賺到錢」所以那僕人就認為，現在是市道不好的時候，投資風

險很大，不宜投資，最好是先將銀子好好保存，待市道好些時，才

作投資。那僕人以為自己做得很好，所以很有信心地來到主人面前

報告。那知竟然被主人嚴厲的責罵，真是發夢都估唔到。那僕人衰

在甚麼地方？衰在他自把自為，諸多意見，沒有絕對順服主人的吩

咐。 

所以今日我們要攪清楚自己服事神的態度： 

1. 要知道我們只是無用的僕人，因一切都是上帝所賜的，正如保

羅在林前 4-7 節所提醒的：「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甚麼不

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不是領受的呢？」 

        這裏「無用」的意思不是一無用處，無頭腦，不會辦事的意

思，而是指僕人的所有才幹都是上帝給我們的恩賜。因此我們要有

帶著謙卑，和感恩的心來事奉主，並且清楚知道，我們所做的，原

本就是我們應份作的。  一位中國的佈道家許志文牧師曾經說過，

上帝的僕人最大的危險就是：「靠恩賜吃飯，在恩典中墜落」。當

我們以為我們事奉上帝是因自己有聰明，有能力可以幫助教會，或

是以為貢獻了自己的時間和金錢；就驕傲起來，就是忘記了自己原

本一個卑微的罪人，若不是靠主的恩得蒙拯救，蒙主的揀選和使

用，我們真是一點用都無；如今主使我們成為有用，就無論我們為

主作了多少的工，都只可以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我們所作的是我

們應份作的。我們服事主，要不居功，只為滿足主的心。「我們是

無用的僕人」就是一種正確服事的心態，不要誇耀自己為主作過甚

麼，不要以為自己已經做得最多最好；要常常帶著一種虧欠的感

覺，盡力完成主的一切吩咐。 

2. 今日我們事奉上帝，要知道成功或失敗並不在乎人的聰明智慧

或能力，正如傳道書 9:11 節所提醒的，「我又轉念：見日光之

下，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糧食；明哲

的未必得貲財；靈巧的未必得喜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上帝所賜

的機會。」詩篇 127:1 又提醒我們：「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

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

醒」   成敗得失關鍵不在人，而在神。所以我們只管忠心的服事上

帝，按神的心意，去做上帝的工作，絕對順服，不要意見多多，這

樣，上帝就自然會負責我們事奉的成果。 禱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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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749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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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