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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弟兄姊妹、各位團友：
在主裡向你們問安!
2010年第五次聚會詳情如下，敬請留意：
團契聚會

代禱 及 報告
請為即將來到的聚會禱告。 為到九月份 呂家聲

日期：2010 年 9 月 18 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正聚會 (附設托兒服務)
地點：救世軍雪梨華人禮拜堂
( Salvation Army, Sydney Chinese Corps,
31 Wilga Street, Burwood NSW 2134)

(電話：02-9747-5537)
請前往副堂 (church hall) 聚會

牧師 的 講道 ：講員的準備、聚會的安排、弟
兄姊妹和團友的參與禱告 。
請為傷健弟兄姊妹來往聚會路途上的安全禱
告，求主保守他們路途上沒阻礙，使他們能安
心愉快的享受團契聚會。

講員：呂家聲牧師

求主為家福事工繼續預備心事奉的弟兄姊妹。

題目：咒詛可變祝福！ (粵語主講，國語傳譯)

求主為家福預備更多的義工，特別是國語傳譯。

內容：講道、詩歌、生日會及茶點等 。

請繼續為家福團契將步進 20 年感恩：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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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家福二十週年的聚會和活動的籌備禱
告。
請為傷健弟兄姊妹禱告，求主祝福他們，使他

家福團契顧問暨委員敬約
二零一零年九月七日

家福團契

們在工作上，學習上能夠勝任愉快。
由八月開始在 Campsie 移民中心逢每月的第三
個星期五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半會有家長支持小

誠意邀請 您 參加

組；歡迎家中有自閉症或智障等的孩子的家長

家福事工 團隊 行列

在 Campsie 移民中心為弱能人士提供有關的社

成為委員、義工、國語傳譯
有意 參加者 請 電郵 至

如對家福團契事工有感動請用劃線支票,
匯票, 或本票, 抬
gospelfellowshipaustralia@yahoo.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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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 227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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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逢星期三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本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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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4 8139。
團契聚會時間為單月的第三個星期六下午二時
三十分，請各團友預留時間，準時出席。
2010
年 團契聚會 日期 和 講員如下：
如想用@電郵接收家福通訊，
請用以下電郵聯絡我們
9 月 18 日 呂家聲牧師
gospelfellowshipaustralia@yahoo.com.au

11 月 20 日 周天馼先生 (Anselm Chow)

多謝支持環保

2010 年 7 月 17 日 聚會信息大綱

講員：周傑輝律師 Keith Chow

(筆錄: 關凱炘)

咒詛可變祝福！
今天的題目是「咒詛可變祝福」。咒詛是個不好的

樣，神不想我們做不好的事情。 祂不忍心我們繼

事，但藉著這件事他信了主；他的三個妹妹和媽媽

東西， 祝福是個好的東西，換言之是將不好的東

續犯罪。但是我們感謝上帝，衪將我們挽回過來，

也信了主。神的道路永遠高過我們的道路，神的旨

西變為好的東西。 變是一個過程，是須要時間的。

賜下耶穌基督來到世上拯救我們，這是我們的福

意永遠比我們的旨意高，我們是參不透。我們在心

變的時候是須要一點力量的。由咒詛變為祝福是個

氣。當有一天我們離開世界的時候，我們對死亡不

中還有很多的問題是未能解答到的，直到永恆的時

過程。

再懼怕，因為神已拯救我們，勝過了死亡。作為我

候，上帝是會告訴我的。

為甚麼有咒詛呢？這是因為人類始袓亞當的時
候，他沒有聽神的話，他犯了罪；而聖經很清楚的
告訴我們：這個「地」因為亞當夏娃犯罪的原故就
成為咒詛了。生命和死亡是不能同時存在的；你不
可能找到個死了而有生命的人。 您不能夠在兩個

們的元首耶穌基督受死復活， 勝過死亡，我們也
能勝過死亡。有一天我們身體會改變，所有舊的都
成為過去的了。信耶穌真好，我們生命有改變；我
們開始過一個有祝福的生活，因為神拯救了我們。
我們見到咒詛變為了祝福。

不同的地方同時出現。光明和黑暗也是這樣。所以

變是一個過程。為何我們還有這麼多的痛苦呢？聖

如果一個人離開神的時候，離開了萬福之源，離開

經羅馬書告訴我們：原來我們這一群信耶穌的人，

了生命的神，就會進入死亡。 離開萬福之源，就

也都會嘆息的。為何嘆息呢？雖然我們有救恩，但

就進入痛苦、咒詛了。再看下去，「地」就因為人

我們仍等候兒子的名分。將來有一天新天新地來到

的原故變成為咒詛了。離開了生命的神都是帶來很

地上的時候，我們的身體得贖。 然而我們信神的

多的痛苦和悲哀、疼痛；最後是死亡。

人每天仍嘆息勞苦，我們會衰老會病。但神是生命

聖經的希伯來書告訴我們：人人都有一死。這是神
的話，是事實。離開了生命的神就會進入死亡，這

的神，我們生命衰殘，因神的緣故我們生命得贖，
得到永遠的祝福。

咒詛變為祝福，生命改變了；這弟兄在他壯年事業
扶搖直上的時候入獄，但神給他生命，更賜福平
安，咒詛變為祝福。人生有不開心、痛苦的事，但
信耶穌以後，就改變了。本來我們有很多憂慮，但
信耶穌以後，雖然困難仍在，上帝會給我們供應。
巴金是個很出名的作家，他拿過諾貝爾獎，他說人
生是痛苦的、是咒詛、是眼淚、是悲哀。報章新聞
每天都報導不少痛苦、悲哀的真人故事。但我們感
謝上帝，衪改變我們的生命、人生觀、生活；我們
所承受的痛苦，神給我們力量去面對。基督徒的生
命並不是一帆風順，但到困難的時候，神就給我們
開路。 所以我們知道每一件事臨到我們身上，都
會化作為祝福；不用同他人比較；家家有本難念的

就是咒詛。 每人都不能逃過死亡，而死亡是個痛

聖經哥林多後書第 4 章告訴我們：我們進入永恆，

經，每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您的難處他沒有，他經

苦。如果我們要同我們親愛的人分開，如果愛我們

身體改變，每一個人都美麗；死亡不能再搞擾我

歷的痛苦您不知道。 我們所受的困難，神給我們

的神分開，所以死亡是一件痛苦的事。死亡並不是

們，因為是新天新地。保羅告訴我們：那「至暫至

恩典去承受。讓我了解到他人在相似困難中的感

一了百了，是另外一個痛苦的開始。 聖經告訴我

輕」的痛苦，我們的生命與無限大的永恆比較是短

受，同情他人。在痛苦中我們更靠近神。

們：人人都有一死，而死好後還有審判的。很久以

暫的；保羅面對盜賊的危險、江河的危險、假弟兄

前發生的事，自己可能已忘掉了的事，神是知道

的危險、他進過三次獄等，這些痛苦都是至暫至

的。有些人犯了罪，三十年後才被發現，警方要抓

輕。保羅看通了今生的痛苦和神極重無比的榮耀比

他。所以我們見到如果沒有審判，是很不公平的。

較 是至暫至輕。 我們看到的只是暫時的，但我們

很多人作奸犯科，好像逍遙法外，但聖經告訴我

應顧念那看不到的永恆。保羅看通了無論多少的痛

們，不只是有一死，且死後仍有審判。每個人都要

苦都是短暫的，他相信神改變了他。神已將咒詛拿

經過這個。我們身為律師，見到法律可以保護人的

走了，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仍然學習。聖經羅馬書

生命和財產。如果每個人都守規則，律師便沒有工

第 4 章告訴我們：阿伯拉罕所信的是個叫死人復活

作；但人都愛走法律漏洞 ，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的神。叫死人復活是神才能做到。我們信了耶穌，

沒有一個完美的人生，因為世界是邪惡。但在邪惡

但神是知道的，審判仍是會來臨的 。 有一次我回

還是有困難和痛苦，神也不是「黃大仙」給我們除

的世界當中，有上帝與我們同行。有一天我們身體

家的時候，收到一張告票：告訴我星期日一時十七

掉一切困苦。我們信徒和不信的分別是：上帝看顧

會改變，釋下地上的勞苦；有一天在天家很美麗，

分 Parramatta Road 駕駛超速，想了很久才記得發

我們，給力量我們去面對。

疾病痛苦不再纏繞，因為已經過去了。假如您今天

生甚麼事，但是「照快相」的相機便將它記錄下來。
原來我們所做的一切事，神都是完全記得的，而死
後仍有審判。

我們所面對的是往往可從兩面看：婚姻、孩子、有
財富、貧窮等等。最開心的和最傷心的往往是同一
的地方，分別就是有沒有神的同在。我們信神已

審判是怎樣的一回事呢？聖經啟示錄第 20 章告訴

後，神會改變我們， 我們得到神的祝福。但是我

我們：死亡陰間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接受審判，也是

們仍在痛苦當中。

希伯來書所說的審判，審判以後呢，要經過死亡陰
間硫磺不息的火湖，那是第二次的死。這個死是個
永恆的死，永恆的咒詛，是多麼的可怕。始祖亞當
犯了罪，所以我們每個人都犯了罪。

我的大女兒得到癌症，我也哭了多次。我們沒有問
為甚麼，原因是不幸的事可發生在非基督徒身上，
也可發生在基督徒身上 。但不同的是，我們有神，
可祈禱，將之化為祝福。我們一家都很平安，知道
神與我們同在，相信神的帶領。這些不好的事，使
我們更靠近神， 同情他人。所以咒詛變為祝福，
神會帶領我們走人生的道路。

要照顧身體有缺陷的兒女，您放心，有一天他的身
體改變，軀體像耶穌基督一樣， 釋下地上的勞苦，
這個是我們的祝福。所以求主幫助我們，咒詛變為
祝福，因為神介入我們的生命，無論風雨有多大，
有神的同在，我們便不怕暴風。耶穌在我們的船
上，帶我們安然歸天家。日子每天過去，我們也作

我認識一個被囚禁了二十年的弟兄，每一季都有小

好準備，生命始終會完結，但咒詛變為祝福。 有

組為他禱告。我們相信他是冤獄。這個弟兄在 41

一天我們身體會改變，今天的軀體如何，是個化裝

歲時入獄，出事的時候他還未信主。未進牢以前在

的祝福。無論發生甚麼，耶穌基督許可過的東西，

聖靈感動下信主。被判終生監禁，別過患腎病的太

我們不明白的不再重要，因為有一天您會全部明白

犯罪是自然不過的事，不用人教的。小朋友上學拍

太，他感到含極大的冤，曾兩次想過自殺。但感謝

的。我們靠主的恩典走完人生的道路。我們有一天

枱、講大話、偷吃朱古力也不用人教的，不但自己

主，因他的緣故，他在獄中帶了數個「黑社會」信

和主耶穌，和弟兄姊妹，和您的家人，無論他有身

懂而且會進步的。原來這個情形，人是會故障出來

了主。最近我探過他，他說：二十年過得很快。沒

體健康殘疾，我們全部身體都被改變，咒詛變為祝

的。所以人在咒詛、在傷心裡面，都是離開了神的。

錯，他有一個不快樂的事，後來成為了基督徒，神

福

猶如父母不想自己的孩子犯罪、講大話、說粗話一

改變了他的生命和人生觀。這個咒詛是個不開心的

。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