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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内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10年第三次聚会详情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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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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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峰牧师
题目：咒诅可变祝福！ (粤语主讲，国语传译)
内容：讲道、诗歌、生日会及茶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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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为即将来到的聚会祷告。 为到五月份 李智峰
牧师 的 讲道 ：讲员的准备 、AG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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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有义工参与 家福事工 团队 。求主为 家福
事工团队 继续预备 有心事奉的弟兄姊妹。

家福团契顾问暨委员敬约
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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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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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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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团契聚会 日期 和 讲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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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机会见过自己的父亲及家人。数十年之后，
阿福才从养母口中得知他的身世。

2010 年 3 月 20 日 聚会信息大纲

咒诅可变祝福！
Patrick Chu
大家好，我叫 PATRICK，很高兴今日能在大
家当中，跟大家分享。
开始之前让我们再一次祈祷。
想同大家先做一个统计：请问在坐中有谁是
三十岁以下？三十以上？五十以上？七十以上？
八十以上？我今年三十了！可见创造生命的主使
人人都不一样。回想我们自己的人生，有很多不
同的经历︰开心的，精彩的，令人回味的，如生
日，结婚，小朋友出世；不开心的，有痛苦伤感
的，如亲人离世，患重病，有些甚至难过得不愿
重提。诗人摩西在诗篇九十篇中，他感慨的写道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
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可有听过有人问 “ why me?”

(为何会是

我？) 通常我们何时会听到人问“ why me?”

(为

何会是我？)考第一的时候？有人请你食饭？老板
升 你 职 加 你 薪 ？ 有 人 向 你 求 婚 ？ 人 问 “ why
me?” (为何会是我？) 都是在不如意﹐在处于困
境，彷彿在绝望之时。在这种时候甚至以为自己
的生命是被咒诅似的。但我们的神在圣经哥林多
后书跟我们说出原因︰「我的恩典彀你用的，因
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十
二︰9) 原来我们之所以在生命上有软弱，不足或
缺欠是因为要彰显神完全的能力，而且衪肯定地
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Why me? 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大概七、八
十年代的香港大埔老围村，有一家人，一个小男
婴刚出世，他叫阿福。阿福刚出世不久，母亲却
因此离世；父亲是泥头车司，手停口停，为了糊
口，终日外出工作，故阿福与他四个哥哥姐姐一
起被祖母照顾。一个老人家实在很难同时兼顾五
个顽皮的小孩，故阿福从小就被祖母綑在小鸭坐
厠。因长期被屈坐于小坐厠上，阿福一双未长成
的小腿给压弯了。单靠父亲一份薪酬要养活一家
七口实在之困难，惟恐阿福在这环境下，莫说成
才，就是健康成长亦很艰难，所以他开始计画和
寻找，后来他遇到一对年老夫妇，最后以港币一
万元把阿福卖了，从此没有联络，阿福亦因此再

祂在你生命上的作为。因为他很爱你，定意要将
更丰盛的生活赐给你
“ Why me?” 阿福问。
如阿福，生命有时的确令人感到很无奈，有
些遭遇是没法预计，没法避免，亦没有所谓的因
果报应，就好像被咀咒一般。人在这情况下感到
很痛苦，很无助、颓丧。 「天啊！为何会是我？」
「天啊！是我做错了什么吗？」「天啊！你在作
弄我吗？」人看不到原因，更见不到盼望。是因
为他们看不到全部，或把焦点摆错了。
回到阿福的故事。他离开了老围村，带到热
闹的巿区。被领养到一户小康之家。养父母年纪
很高，那时已有五、六十。他们代阿福犹如己出，
先把他扭弯的小腿医好，更请了庸人来照顾他。
供书教学，衣食无忧。有点小聪明的阿福，中小
学都就读有名望的学院，养父母见他活跃好动，
给他参加很多不同的课外活动︰小提琴，童子
军，打球，话剧… 亦在小学时期认识基督教被决
志信主。到阿福中学毕业，考虑到他的前途，养
父母决定把阿福送到澳洲升读大学，供应他一切
生活所需。在澳洲，阿福有更多空间及机会了解
神和他的关系，让他更深体会到神的爱。又因大
学同学的介绍，阿福在毕业前就有了工作，好让
他能留在澳洲継续发展；之后认识了他的太太，
他们相爱，拍拖，结婚，组织了自己的家庭。不
久太太怀孕，阿福有了他的下一代。神的恩典够
阿福用。
有谁会想像到昔日在老围村被綑于小鸭坐厠
上的弯脚小男婴，能够今日在大家面前分享我的
故事。我就是那个小男婴阿福。在圣经约翰福音
十:10，耶稣对当时跟随他的门徒及群众说︰「我
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阿
福的生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生命中看似是咒诅的际遇，可能我们正处于
生命的低潮。但请记紧每每是神在我们生命上赐
予祝福的起点，是神使我们生命更丰盛的源头。
(拿出杯&朱古力)
若要将朱古力放入杯中，我们必先将朱古力
揑碎。同样，若要得到祝福，神亦先将我们扼碎。
“ Why me?” (为何会是我？) 是因为神爱
我，衪要将祝福赐给我。愿你能明白，并且接受

我们一同祈祷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