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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内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12年第三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家福团契 周年大会 (AGM) .
5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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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契聚会
日期：2012 年 5 月 19 日 (星期六)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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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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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智峰牧师
题目：爱与忍耐 (国语主讲，粤语传译)
内容：诗歌 、 讲道、生日会 及 茶点
和 年会 (AG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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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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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中心联络电话：
(02) 9784 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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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祷 及 报告
请为即将来到的 聚会祷告 。为到五月 份 聚
会，委员的选举 和李智峰牧师的讲道：讲
员的准备、聚会的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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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继续为 家福 前面事工的发展求神 带 领 。
家福年 中将举行委员会退修计划曰，为到
家福前面的发展计划，求神带领。
家福团契需要一部 data projector (数据
投影机)，请求有心的弟兄姊妹能全数捐赠
或安排集资购买。求主安排供应。
求主让正面临着挑战的家庭得鼓励。
感谢曾为家福作义工的弟兄姊妹和 最 近 已
经开始在各岗位帮助家福作义工的 弟 兄 姊
妹们，感谢主答应我们的祈祷。
请为每月在 Campsie 移民中心聚会的家长
支持小组 祷告。当中有未信的、也 有 初 信
的弟兄姊妹，请为他们灵性需要祷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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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9 月 17 日 聚会信息大纲

讲员： 梁锦洪牧师

(笔录: 关凯炘)

奇妙恩典 （下）
不但如此，第三个奇妙处：今天我们在团契还未能
行走，身体还没健壮，我们怎样能看见神的恩典呢？甚
至乎我们今天是健壮，在每个人当中，我们怎样领会这
个奇妙的恩典？保罗是个出色的使徒吗？保罗四出传
道，他身体的情况令他很难过日子。在歌林多后书记载
了一件事情：保罗被神重用，圣经有多卷书都是他写
的；保罗也曾求过主耶稣，那次他特别为自己求，原来
他身体里有根刺。一根刺也可以很尖。有人说那根刺可
能在眼里面。我们如果有沙在眼里面一整天，眼水会不
停地流，很不舒服。有根刺在眼里，影响到工作，影响
到他做传道。他三次求告主说：请将这根刺离开我；在
歌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主耶稣跟他说：我的恩典
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甚么意
思呢？这是说，如果靠着主耶稣，你有能力面对前面的
困难。如果你有能力对着前面困难的时候，彷彿像我给
你的恩一样。你想保罗后来怎么说？他后来更夸他的软
弱，有根刺在他身上他都不怕，因为他有能力可以面
对。明白这个意思吗？为甚么今天这么多人自杀？因为
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没有能力面对；没能力面对
的时候，他们以为了却生命便可以解决。你问很多的
人，特别是信耶稣的人，他们有困难的时候， 靠着主
耶稣，靠着这个恩典能力胜过这个困难的时候，这些人
往往说见证的时候能感动很多人。在我们家里面也有伤
健的孩儿，我的堂哥哥本来已经有两个女儿，在我们那
个年代的观念里面想到家中一定要有个男孩子。后来我
的堂嫂子怀妊，说起来也是三十年前的事，全家都很高
兴，全心寄望这个男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的妈妈一
望，一只手没有了一截，一只腿也没有了一截，四肢得
到多少肢？我的堂哥堂嫂足足哭了三天。他们本希望生
个男孩子，他们得到个女孩子，还是个没了手和足的女
孩。你们想像一下他们的痛心，他们哭了三天。我和他
们的感情非常好，所以跟他们谈话，跟他们想办法，结
果叫他们相信耶稣。他们就是像这段经文所说：我的恩
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软弱人显得完全。结果他们两夫
妻，真的靠着神给他们的恩典、人面对困难的能力，照
顾他们这个残障的女儿。我告诉你们，他们在头十年出
入大口环的医院，差不多一个月一次；后来这个女儿慢
慢的长大，现在三十多岁，神的恩典真是够；成为他在
家里可帮助家庭的一个家庭成员，在香港她在公司里面
可以做工，她有一个义肢，她帮妈妈爸爸在家里做家
务。她在教会里敬拜、爱主耶稣、事奉神，成为一个美
好的见证。抓住这节的经文，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
力在我们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可能我们在困难当中，
可能我们不像其他人在健全里面，巴不得神给我们第一
个奇妙的恩典，纵使我第二个奇妙的恩典还未得到，你
相信今天我跟你所讲的话，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
得着祂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在地上还怎么过呢？天天记
着这个经文，保罗也是这样过。

耶稣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
软弱上，或是在人的困难里面显得完全，就是说可以帮
助你。我告诉你们，许多人通过困难以后，他们说：我
也不知道是怎样过的。这个《不知道怎样过的》说出了
这个奇妙，我们就是这样过去了。所以我们还在地上的
时候，在今年的主题，让我们想到恩典的奇妙。
我今天早上去了 Windsor 监狱去探了一个被囚的
人。他还有三个多月便要离开监牢；他坐了二十多年的
牢。当时他在香港做个很高职位的海关，他被人家陷
害，被联邦警察引导他来澳洲受审。因为他职位的关
系，他和当时在香港很多的线人有密切的来往处理案
件。他被线人陷害，所以受引导来澳洲，与澳洲很大的
毒品案有关，结果他被判了终身监禁，经过十多年的上
诉都不能够成功，所以有了二十二年的假释期。明年一
月便到了。
回想初时他非常的愤怒，为甚么我被人家陷害？后
来慢慢领会到主耶稣，我慢慢认识了他十多年，虽然他
在困难重重当中，还不知道公义在甚么地方，他体会到
他可以做很多传福音的工作。当时监狱团契也是这样成
立的。我们发觉他原来是个很快乐的人；我带很多弟兄
姊妹去探望他，他们会问：你真的这么快乐吗？很多人
家说你是监狱中最快乐的人！为甚么他能够快乐呢？
我相信与这段经文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主耶稣的
恩够他用。在他困难的时候主怎么样帮助他经过这个困
难。告诉你，骗人是一次半次，但是每次去探他的人出
来也是说同样的话，那他的开心不是骗人的；见到他的
快乐是从内心里面出来。这是很困难的：没自由，不再
是高官。他今天才说：以前我带着枪去荔枝角惩教所盘
问犯人，怎么知道这天我被人抓了盘问过来；你可以想
像我当时多么难受，这事又完全与我无关。但是他说：
每天在困难当中主耶稣的恩在他身上，如果没有主耶稣
的恩他不知想要死过多少次。期待他回香港与他见面，
以至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他怎样靠着神恩在澳
洲过了 22 乘 365 天的日子。这是神的恩典。
《奇妙恩典》的《奇妙》在在甚么地方？耶稣钉十
字架救我们，只要我们信便可以了。当我们信主耶稣的
时候，不用看医生都行。奇妙在我们有能力面对前面的
困难。让我们祷告。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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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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