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像金苹果镶在
银的器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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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用在线媒体, 重温我们的聚会。通常在
24 小时后，请前往以下 YouTube 接连：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v7akalXi2roUVUWfC-IMZw

主内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22 年 第八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您可用在线媒体，重温家福实 体
聚会，点击 Facebook 以下接连: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12654856374462

团契聚会 （实体）
日期：2022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二时三十分聚会 (附设托儿服务)
题目：慰问的艺术 乔布记 4:1-11 (备 粤语/普通话传译)
讲员： 李智峰牧师
内容：信息分享、诗歌聆听、团契时间 等
地点：山区宣道会 Hills Alliance Christian Church

(电话：0421 590 559)
请前往 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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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七日

招募

义务
社工

代祷及报告
请为即将 11 月份聚会: 实体聚会的准备、顺利
实 行、各样 安排 、弟兄姊 妹和会员参与 祷告。
也祈求当日的聚会录像能流畅顺利。
求主引领我们 26/11 晚上 8 时的 圣诞节特别
网上聚会。
求主引领我们每月家长支持小组的实体聚会。
求主引领带领 我们家福 2023 年的事奉方向、
计划和落实。
求主预备 Burwood 宝活救世军华人队重新成为
家福恒常聚会地方，现时正在商讨租务事宜。
求神预备 2022 年通过捐款和筹款活动提供的
支持的财政供应。
祈 求神为我 们的 家长预备 一位合适的义 务辅导
员。为所有团友的身体、情绪及精神健康祈祷。
求主供应办公的地方。
祈 求我们的 天父 让政府能 够关心和保护 我们社
区中的弱势群体:包括高风险群体如老年人、慢
性病患者和伤健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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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 应征者 请 电邮 至 info@gff.org.au

 每月的第四个星期一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会

有家长支持小组聚会；欢迎家中有自闭症或智
障等的孩子的家长参加。在宝活救世军华人队
举行，地点:31 Wilga Street, Burwood NSW
2134。如想参加，请先致电 0421 590 559 或
电邮 info@gff.org.au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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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牧分享

信仰的宣告

我们承认，在 21 世纪的今天，要坚守我们的信仰，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个世纪虽然是科技高
度的发达，但是道德伦理却是前所未有的败坏。这
个世纪是一个不要神，只要钱，追求物质和只考虑
自己的时代；是一个人人为我，我为自己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里，每个星期天，当别人在床上睡懒
觉，或出去会朋友，逛商场，看电影的时候，我们
基督徒却要牺牲时间去教会，去敬拜神。当别人每
月将大量钞票存进自己银行账户时，我们基督却要
将钱拿出来去奉献给神，奉献给教会，去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人。另外很多信徒最难接受的是，时间花
了，钱花了，但在生活上并不是一帆风顺，反而是
危机四伏，困难重重。当我们为了信仰而自我牺牲
和经受磨难的时候，我们却发现那些不信神的，甚
至那些作恶的，却赚大把钱，四处旅行，驶名牌车，
住大屋，饮红酒，养番狗，生活写意。这些人的生
活看上去是一片欣欣向荣。所以，对于今天的基督
徒来讲，坚守我们的信仰，的确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但从圣经乔布记看到，神的忠心仆人乔布，虽然遭
受到极大的苦难，但凭着信心，他却能忍受下来，
就是在他最痛苦的时刻，在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
仍然能够坚守信仰而不变。 乔布的困苦包括：他先
失去了所有的产业及儿女，接着他又全身长满毒疮，
困苦是加倍地增加。最后，他的好朋友对他错误的
论断和指责，更使他的困苦达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
在乔布记第 19 章中，我们看到，乔布的亲友，包括
了他的妻子及兄弟，都疏远他。甚至街上卤莽的小
孩子，也在乔布出现的时候，嘲笑捉弄他。
想当年他曾经那么富有，拥有那么多的牲畜、工人、
而且还是一位正直，使人没有理由批评的人：但如
今，他甚么都不能做了，他一点用处都没有，并被
周围所有的人嫌弃。他不单被人嫌弃，还感觉好像
连神都排斥他。他向天哭求公义，但是却得不到答
案。他觉得是神隔断了祷告的通路，是神将他置于
黑暗之中。此刻的乔布是陷入到极度的迷惘中。
但感恩的是，乔布并没有堕落到不可自拔，自暴自
弃的地步。他并没有诅咒神或否定神，他也并没有
试图去求救于别的神；他更没有试图去自杀。乔布
的信心并没有丧失。 因为饱受病痛的折磨，乔布的
身子日渐消瘦。他已被打入痛苦深渊中的最底层了。
纵然如此，他依然凭信心向神呼求，且深信神是他
的救赎主，到最后必会为他洗刷一切冤屈。
更加难得的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乔布还能作
出充满信心的信仰宣告。 在 19:25 节，他说: 「我知

家福团契 诚意邀请 您 参加
家福事工 团队 行列

李智峰牧师

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乔布的
意思是：我坚决相信我有一位活着，且有大能的救
赎主，到了末日的时候，他会站在世上，不单单为
我，也为成千上万因信靠神而受逼迫的人辩护和平
反。在 10:12，他又说：
「神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
神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乔布坚定的相信，神
并不是要摧毁他，而且神绝不会让他白白地受苦。
之后乔布说：「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
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
人。」(19:26-27)。 他的意思是: “我确信我就要
死了，但神却不会抛弃我，他会在我身边，而且到
了复活那一天，我会以实质的身体复活，也能实实
在在的看见神。我要亲眼看见神，他不会像我现在
身边的朋友一样，视我如同陌生人。神一定会为我
伸冤。」
乔布这样一位被人唾弃的人，又对死后的生命没
有甚么见识的人，居然能信心十足地宣告，将来死
人要复活。 他的信心是何等的大啊！相信是圣灵所
做的工。
弟兄姊妹，当乔布确信他的神，有一天一定会来为
他辩护、平反时，他当然就有了盼望。他的呼求有
了盼望，是因为他确信神作为他的救赎主，始终是
爱他的。他呼求，因为在苦难中，他仍有希望和光
明。
弟兄姊妹，我可以向你保证一件事，就是在我们这
一生中，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面对一些困难。甚至我
们作为神的儿女，在生活中，一定会有大大小小的
挑战。但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有一天，我们的救赎
主耶稣基督，会再回到世上来，审判活人和死人。
到那一天，耶稣会为我们伸冤，并会因为我们在世
上能坚持信仰，能为他牺牲，为他奉献，而奖赏我
们。那时，我们都会得着荣耀的身体，再也没有病
痛，苦难，而只有永恒的喜乐。 弟兄姊妹，要记住，
我们今日所受的苦楚，若和将来所要得的奖赏相比，
就算不得甚么了。
更要记住，当我们正处于苦难的时候，神是知道的，
而且借着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神与我们同行，
神牵着我们的手，在人生的风暴中，神托住我们，
保护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今日让我们 专注于将来
的奖赏，不要再在意世俗中的得与失。紧紧抓住我
们与神所立的约，不论景况如何，只要单单的信靠
他。因为耶稣基督快要再来为我们伸冤，给我们奖
赏！ 阿们！《完》

2022 聚会
26/11 (周六) 8:00pm 圣诞节特别网上聚会

成为 义工: 探访, 接送, 文字工作

2023 聚会

有意 参加者 请 电邮 至
info@gff.org.au

21/1 (周六)
18/3 (周六)

2:30pm 一月单月聚会
2:30pm 三月单月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