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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内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10年第六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日期：2010 年 11 月 20 日 (星期六)
时间： 下午二时三十分正聚会 (附设托儿服务)
地点：救世军雪梨华人礼拜堂

代祷 及 报告
请为即将来到的聚会祷告。 为到十一月份圣诞联欢
聚餐晚会 和 周天馼先生 的 讲座 ：讲员的准备、聚
会的安排、弟兄姊妹和团友的参与祷告 。

( Salvation Army, Sydney Chinese Corps,
31 Wilga Street, Burwood NSW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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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9747-5537)
请前往副堂 (church hall) 聚会

请继续为家福团契将步进 20 年感恩：请为 2011 年
7 月 家福二十周年的聚餐和活动的筹备祷告。

讲员：周天馼先生 (Anselm Chow)
题目： 如何有效地表达您对别人的关心
(粤语主讲，国语传译)

内容：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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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五日

家福团契

求主为家福事工继续预备心事奉的弟兄姊妹。求主
为家福预备更多的义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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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Campsie 移民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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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家中有自闭
症或智障等的孩子的家长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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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意邀请 您 参加

家福事工 团队 行列
成为委员、义工、国语传译
有意 参加者 请 电邮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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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联欢聚餐晚会
11 月 27 日 (星期六)
4:30 pm – 8 pm
节目丰富，请从促与 Paula Su 报名 至电
0423 423386. 费用如下:

收费：成人$12, 孩童(16 岁以下)$6, 幼儿 2 岁以下免费

2010 年 9 月 18 日 聚会信息大纲
咒诅可变祝福！
讲员： 吕家声牧师 (笔录: 关凯炘)
团契今年的主题是「咒诅可变祝福」，有不同的讲员和肢
体就着这主题分享，分享不同的经历和见证。今天我会从神的
话语来分享这个主题。
今天的主题是「咒诅可变祝福」，咒诅可以是个主观的生
命的经历，可以涉及很多的层面。大概是一个人在生命可遇见
的事情：可以是一些不好的经验，遭遇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
是一些的打击，所以一个人可感到頽慯、失意、失落，甚至去
到一个绝望的情况；感到生命很没有力量，甚至认为是上天给
我的一个惩罚，所以就用这个「咒诅」的字眼。「咒诅可以变
成祝福」是甚么意思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已经信了主的弟弟兄
姊妹来说，相信我们生命里面是没有咒诅的。有些还未信主的
朋友可能会这样的想法，不过同了信主的人的想法有不同的地
方。在圣经耶利米书 29 章 11 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
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
末后有指望。」所以耶利米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对我们每
一人的意念都是一份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我
们和未信主的朋友所想的是很不同的。 在圣经罗马书 8 章 28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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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句说话有很大的鼓励和安慰。原来神
的心意这样告诉我们：无论遭遇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事情是如
意的不如意的，万事都要互相效力，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有时候我们以为家财万贯便是好的，以为家庭中男女老幼平安
便好了，以为儿女读书读得好便是好了；所以我们生命面对一
些挫折的时候，或是面对一些难受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以为
上帝没有顾念我们。我们觉的我们遭遇这些事情是悲惨的，其
他人不了解我们，我们又看低了自己。但当我们再看上面一节
圣经的时候， 万事都要互相效力， 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甚么？得
益处。是对我们生命是有益的。不一定是家财万贯是最好的，
不一定是家宅平安健康才是最理想。神认为甚么给我们是最好
的，衪会给我们，是要叫被召的人得着益处。所以当我再看这
一节的圣经，再看耶利米书 29 章的记载，我就相信在主内的弟
兄姊妹，其实神没有甚么咒诅给我们，神要给平安的意念给我
们。是要为到我们生命的益处，给很多不同的经历给我们。如
果我们再看圣经约伯记的时候，42 章 2-6 节：「我知道，你万
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
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我们知道这是约伯遇见神的时候的反应。大家都很可能知道约
伯的经历。我可以大胆的说，这里每一个人没可能有约伯这么
悲惨的经历。所以约伯对上帝有任何的埋怨，我们觉的一点也
不出奇，因为当我们认真的看约伯的时候，我们都很同情约伯
的遭遇。在世上也很难找到好像约伯一样悲惨经历的人。想不
到到了约伯记第 42 章， 约伯有一个很不同的体会：他体会到
神是个万事都能作的上帝；衪的旨意也不能被拦阻的。很多时
候我们以为神的旨意是隐藏的，对我们不好的。其实太多的事
情我们是不明白的。我们看见约伯有这个的看见：他在这里承
认自己对神的旨意是不明白的，对神的旨意有份无知的。神为
甚么用这个患难降灾给我呢？神不会对我这样子的。所以到了
最后他说：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也在神面前懊
悔了，承认以前他对神的看法是看错了，甚至以前埋怨神的说
话都是不正确的。当他再面对神的时候，神也没有说甚么的，
但他已经明白了：我以前听过有神这个人物，以为自己对神已
有很多的经历了… 但在这一刻他才觉得他是亲眼见到了神。他
知道神对他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并非灾难的意念。我们有没
有时候也想法和约伯一样呢？我们也不太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
有甚么旨意，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有些埋怨。在不明白的时候我
们有投诉，有恼怒神的情况。但当我们再看约伯的经历的时候，
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改观。

再看另外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彼得前书 1 章 3-7 节：「愿
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
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
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
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
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
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
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在彼得时代，他们的情况同我们很不同。但是使徒彼得面对的是
信仰上的逼迫，当时他在面对「百般的试炼」。我们是不是觉得
我们在同样的景况底下？可能那个情况不再是在信仰逼迫的底
下，可能是生命中其他一些的问题：经济、人际、个人生命的一
些问题、家人的问题，也可能是很多其他的问题；这可以成为我
们很多的试炼。当我们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当我们信了耶稣
基督的时候，就如圣经所说：我们蒙了神的大怜悯，靠着耶稣基
督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便重生了。每一个真心信主的人，这里
告诉我们当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一个盼望是一直长存
下去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我们知道世上的东西
都是会衰残，能玷污；但神给我们的盼望是永恒的。这里也告诉
我们末世的时候显现整个的救恩，我们看到这个永恒盼望的时
候，我们就不用介意那些短暂的忧愁。有人说「人生苦短」，人
生所面对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虽然我们在澳洲生活，但是我
们仍然可以面对不如意的事情。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会有
不同的试炼，我们有忧愁的时间，或在夜间人静的时间在哭，在
别人看不到我的时候我为自己的事情伤心，因为有太多的事情别
人很难去了解我们；我们都有这种自怜的情况。但是我们感谢
神，祂明白我们，衪更要赐这份喜乐和平安给我们，所以这里说
「你们是大有喜乐」。虽然我们仍然在试炼忧愁中，这里告诉我
们这是个信心的考验，就如「被火试验...的金子」一样，金是越
炼越纯精的，如那 999 金，是被长时间试炼出来的。经过试炼才
能成为精金。我们的人生其实应该也是这样子的。有几个人在完
全没有风浪中过人生而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呢？ 有多少人在没有
经过困难而成功呢？未经过困难风浪，他不能成为坚强的人。我
曾经见过一个海报写的很好：不要为了过一个容易的人生来祷
告，求神给我们一个坚强的生命。求神给我们力量成为一个更坚
强的人，去面对人生。今天，我们的人生是否如经过火试炼的精
金？
再看另一段圣经，约翰福音 16 章 20-22 节：「我实实在在的
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号，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
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他的
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
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
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这里告诉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
有困难、痛哭、哀号的时候，在过去有信仰的逼迫；我们怎样由
忧愁变为喜乐呢？这里圣经用了一个例子帮我们明白：就如生产
的妇人一样，生了孩子以后就不再谈那些痛楚，见到生出的孩子
以后，圣经说「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的忧愁就消失
了，不再纪念那个苦楚，心里面就有喜乐，这份喜乐别人不能夺
去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得着信仰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平安
和喜乐，是没任何的东西能将它夺走的。今天有甚么能够拦阻我
们得到这份平安和喜乐的呢？是否我们对神的信心还未够？我
们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埋怨呢？我们有甚么时候会觉得
这样低沈的呢？ 《未完，下一期继》
如想用@电邮接收家福通讯，
请用以下电邮联络我们
gospelfellowshipaustralia@yahoo.com.au
多谢支持环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