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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内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10年第二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家福团契 周年大会 (AGM)
5 月 15 日 星期六下午二时三十分为 家福团契 周
年大会 ，敬请家福团契会员出席。

日期：2010 年 3 月 20 日 (星期六)
时间：下午 2:30 正聚会 (附设托儿服务)

代祷 及 报告

地点：救世军雪梨华人礼拜堂
( Salvation Army, Sydney Chinese Corps,
31 Wilga Street, Burwood NSW 2134)

(电话：02-9747-5537)
请前往副堂 (church hall) 聚会
讲员：唐礼圣公会圣马太堂提摩太团契
题目：咒诅可变祝福！
内容：讲道、诗歌、生日会及茶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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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三月八日

家福团契
诚意邀请 您 参加

家福事工 团队 行列
成为委员、义工
有意 参加者 请 电邮 至

请为即将来到的聚会祷告。为到三月份 唐礼圣公
会圣马太堂提摩太团契领这个聚会：领会准备 、
聚会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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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有义工参与 家福事工 团队 。求主为 家福
事工团队预备有心事奉的弟兄姊妹。
为到 家福团契 将步进 20 年 感恩： 请为 2011 年
家福二十周年的 聚会和活动 的筹备祷告 。
请为伤健弟兄姊妹祷告，求主祝福他们，使他们
在工作上，学习上能够胜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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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4 8139。
团契聚会时间为单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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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spelfellowshipaustralia@yahoo.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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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团契聚会 日期 和 讲员如下：
5 月 15 日 李智峰牧师
7 月 17 日 周杰辉律师 Keith Chow
9 月 18 日 吕家声牧师
11 月 20 日 周天馼先生 (Anselm Chow)
圣诞 聚会 - 顾唐仪贞 (Irene) 师母

2010 年 1 月 16 日 聚会信息大纲

咒诅可变祝福！
锺伯谦牧师
今天的题目「咒诅可变祝福」听来好像有点武断，太
过强调咒诅，少注意祝福。换言之，咒诅的本身变成
祝福。不过，我想大家从「谁能将咒诅变成祝福」的
方向思想：
（一）咒诅是什么意思？
咒诅是指着一会人用恶意的话去去中伤别人，希望
对方在身体上或心灵上受害的意思。
甚至有时，一个人自己也会咒诅自己。到底什么原
因，乃因为他对自己的现况环境不满意或身体上有缺
憾，有病痛，无处伸诉，只有痛恨自己，埋怨自己，
这也是属于咒诅了。
各位，今天在坐中，不少人是落在这样的遭遇之
中。但是，你们万万不可以灰心失望，因为定必有转
机。 请先听听一个故事：
中国人有句成语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
故事出自中国塞外，即边疆地方，有一位拿手练马的
人，他家中有一匹马，一日忽然失踪了，四处都寻不
见。朋友却来安慰他，劝他勿伤心难过。主人反回答
说，我这次失马，焉知是福是祸。此事过了不久，他
失去的马竟然平安回来，同时并带了一匹很良驯的马
回来。
他儿子就天天玩这匹好马，不幸一天儿子竟从马上
跌下，一脚折断了变成跛子。朋友又来安慰，主人又
是那句话说：焉知非福？
一年之后，国家抽壮丁当兵打仗，只因这家儿子残
废跛脚就可以免疫。最后友人来贺，所以，福乎，祸
乎，谁知道？
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身同感受的人，切勿灰心，是
福是祸，神知道。我们惟仰望慈悲的天父，祂会将咒
诅转成祝福的。
（二）咒诅从何而来？
按一般来看，咒诅多数来自撒但魔鬼。祂制造许多
天灾人祸，以及许多意外的事。例如：南亚的海啸、
四川的大地震、海地七级强烈地震等；又有恐怖分子
的所作所为等等。这些咒诅并非出自上帝，因为神是
慈悲的。因为在杀人，害人的背后，一定有魔鬼在主
使的，恶人因犯罪的缘故，就自然听撒但主使，上了
牠的当。
（三）谁能将咒诅变成祝福？
第一，圣经中的约伯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有一
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的时候、
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在耕地、母驴在附近吃
草的时候，示巴人忽然来侵袭、把牛驴掳去、又用刀
杀了仆人．只有我一人逃脱、来向你报信。这个人还
在说话未完、另一个人又来说、有火从天下来、把群
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只有我一个人逃脱、来向你报告。
话未说完、又有人来说、迦勒底人分成三队、突袭骆
驼，把他们掳去、又用刀杀了仆人，只有我一人逃脱。
接着又有一个人来说、约伯，你的儿女们正在他们长

兄的家里吃饭的时候、想不到有一阵狂风，从旷野那
边刮来、吹袭房屋的四角、倒塌在他们身上、他们全
部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来向你报信。 」 (约伯记 1 章
13-19 节)
各位，大家都听见了，约伯真的遭受极大的打击，
而且是全家遭殃！之后撒但仍未罢手，圣经继续说：
「撒但继续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都生了毒
疮，约伯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自己的疮。」(约伯记
2 章 7-9 节) 「后来、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 说：
愿我生的那日泯灭，人说怀男胎的那日灭没好了。」(约
伯记 3 章 1-3 节)
各位，照人看来，约伯和家人真的受了极大的咒
诅，幸而他没有埋怨上帝，只咒诅自己的生日，意思
是：若没有我母亲生我在这世上，岂不是就好吗？所
以圣经为他下一句评语说，「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
没有用口犯罪」(伯 2:10)。这是约伯有信心之故。
在那些日子里，他能用信心忍耐到底，结果咒诅真
的变成他的祝福，耶和华神就恢复约伯原来的景况，
还照他以前所有的一切，加倍赐给他，福气比以前更
多：他有一万四千只羊 (因为从前只有七千只)，六千
匹骆驼，一千对牛、一千头母驴；他又生了七个儿子 和
三个女儿。所以约伯最后向神说了一句十分有意义的
话：「神啊，我从前只是风闻有你、但现在亲眼看见
你了。 」(伯 42:5)
弟兄姊妹，从约伯身上，百份之一百証明咒诅变成
祝福了！
第二个事实証明，就是你和我：
罗马书 3 章 23-24 节 说：「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
缺了神的荣耀，但因着神的恩典，藉着在基督耶稣里
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又在罗马书 6 章 23 节说：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
耶稣，乃是永生。」 弟兄姊妹，在这两段经文中，岂
不是明明的使人知道，咒诅可变祝福吗？
第三个事实証明，是我们家福团契的子弟：
我们生来有缺陷，被人垂弃，在世人的眼光中看是
咒诅。许多人都不了解，使我们感到无奈。但大家不
必气餧。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有无比的大爱，
使咒诅都变为祝福了。
你看，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姊
妹，爱人的社工，拿出他们宝贵的事间，出钱出力，
不问回报地来帮助大家，关怀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不能不被大爱感动。这些事实真相，都証明了 —
咒诅可变成祝福了！
最后，我要用圣经的话作为总结：
1)「我受苦是对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祢的律例。」(诗
篇 119 章 71 节)
2)「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将残的灯火、祂不吹灭。」
(马太福音 12 章 20 节)
3) 「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路加福音 6 章 28
节)
4)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 8 章 28 节)〈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