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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内弟兄姊妹、各位团友：
在主里向你们问安!
2015 年第五次聚会详情如下，敬请留意：
团契聚会
日期：2015 年 7 月 18 日 (星期六)
时间：下午二时三十分聚会 (附设托儿服务)
领会：甯颂平上尉 (Captain Rhombus Ning)
题目：黑暗中的曙光 (粤语主讲/国语传译)
内容：讲道、诗歌、生日会及茶点等
地点：救世军寳活队
(The Salvation Army Burwood Corps.
31 Wilga Street, Burwood NSW 2134)

(电话：0421 590 559)
请前往副堂 (Church Hall) 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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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福团契顾问暨委员敬约
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

父亲节特别团契聚会
日期：2015 年 8 月 22 日 (星期六)
时间：5:30pm – 9:00pm (附设托儿服务)
内容： 晚餐、唱歌/赞美敬拜 丶新生命剧场：
唐八虎之爱在遥远的附近（粤语）15 分钟福音话剧
李智峰牧师： 冲突与宽恕
节目丰富，请从速 与 Paula 报名
查询联络: 0423 423 386
收费：免费＊
参与：请携带一碟食物与人分享＊
＊如未能携带一碟食物者，则收费每成人＄10 每小童＄5

2015 聚会
22/8 (Sat)
19/9 (Sat)
21/11 (Sat)
28/11 (Sat)

5:30pm
2:30pm
2:30pm
5:30pm

父亲节特别团契聚会
九月单月聚会
十一月单月聚会
圣诞联欢聚餐晚会

代祷及报告
请为七月份聚会，甯颂平上尉的讲道准备、
安排，弟兄姊妹和团友的参与祷告。
求神为家福训练事工预备秘书义工。
求主让正面临着挑战的家庭得鼓励。
请为到家福关顾事工的发展 和姚少珍传道
(Jenny Y iu) 在 即 将 在 八 月 尾 开 始 在 香 港 的
训 练 实 习 祷 告，求 神 为 安 排 顺 利，保 守 带 领 。
请继续为到患病、治疗和康复中的家福成员
祷告，求神给予医治，安慰和力量；并提醒
他们神的关心和爱护是不间断，并帮助他们
继续依靠和信任祂。
请为团契所有的家长祷告，求神继续引导、
鼓励和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努力教养自己有
特殊需要的孩子。求神赐予他们力量和智
慧，并让他们感知到神对他们的爱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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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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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4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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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月) 及查
经班(单月)；欢迎家中有自闭症或智障等的孩子的
家长参加。 如想参加，请先致电 顾唐仪贞(Irene)
师母查询。移民中心联络电话：(02) 97848137。

家福团契 诚意邀请 您 参加
家福事工 团队 行列
成为 义工: 探 访 , 接 送 , 文 字 工 作
有意 参加者 请 电邮 至
gospelfellowshipaustralia@yahoo.com.au

讲道重温：苦难中的喜乐(上)
2015 年 5 月 16 日聚会信息
引言：最近返香港，见到人面上没有笑容，人人似
乎生活 得不快乐，所以很容易发怒，有一次我坐地铁，
背包碰到 一个乘客，就被人很不客气地大骂。又有一次
我与师母在 旺角不知道方向， 在路中间站下想问人，
又被人大骂，叫我们 快 D 死开。为甚么香港人这么不
快乐，很明显与生活环境 不好有关。无可否认，生活困
难，不单令香港人变得不快乐， 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因为
遇到困难，苦难而不快乐。但问题 是，快乐和痛苦是否
一定不能共存？很多人都认为快乐和 痛苦是彼此排斥
的，有痛苦就必不能感到快乐。但其实， 不能和痛苦共
存的是享乐，而不是快乐。
1. 很多例子証明人在痛苦中仍然可以快乐，就如在
1998 年，中国 不少 地方遇到严重水灾，香港有位女子
跟随「无国界医生」前往湖北救助，发现当地居民虽然
全副身 家都被水冲走， 但却可以持坦然开朗的心境，
这和香港有些人 因为楼价下跌和老板减薪就要生要死
明显不同。这些湖北灾民甚么都失去了，每餐只吃一些
咸菜和豆，但却从没有向「无国界医生」要钱，反而感
谢这些医护人员，而且充 满微笑。这不是「苦中作乐」，
而是「苦中有乐」。
2. 快乐不但可以与痛苦共存；并且，不少快乐的产
生是要经过痛苦的。就如诗人所说：「流泪撒种的，必
欢呼收 割。」就如生儿育女为例，母亲生下婴儿时最痛
苦，却也 是最快乐的。还有，要将儿女带大，少些心血
也不成，捱 更抵夜，无觉好瞓， 若儿女不听教时，就
更激心，但当到子女 成长，毕业时，那份喜悦是难以形
容的。又例如，有些人 不肯结婚，因为害怕承担家庭责
任，这是相当困难及痛苦 的；不过，这些人也会丧失了
享受家庭温馨的快乐。梁启超曾 经说：
「从苦中来的乐，
才是真乐。人生必须知道有负责 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
尽责任的乐处。」
3. 还有，导致痛苦的苦难也可以产生快乐，就如一
位作家提到眼睛的视纲膜脱落，视力只得平常人十分之
一，不能 看书，驾驶，以及做平常很喜欢的事。他沮丧
和抑郁，十 分苦恼。但是他在这情况下做了一件事，就
是开始为能见 到的东西感谢，如满地如茵的绿草，青葱
的树木，广阔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平原等。这都是他以
前没有留意到的， 现在都变得十分 美丽，令他感到无
限欢欣。
符特先生 24 岁时在汽车意外中受了伤，两腿不能
走路。 他起初充满了忿恨和难过， 后来却庆幸有那次
意外， 因为他坐在轮椅上消磨时间最好的方法就是看
书。他在 14 年里，至少读了一千四百多本书，这些书

讲员：李智峰牧师

带给他无限的快乐。 意大利米兰大学的马西密尼教授
曾经访问半身不遂的年轻病人，发现大多数都指出，导
致半身不遂的意外是一生中最不幸， 却也是最有意义
的事件，因为他们有了非常明确的目标， 人生变得前所
未有的清晰。并且，重新学习生活带给他们无限乐趣。
多年前， 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在高速公路开车， 被一
辆重型货车撞死， 家人伤痛欲绝，悲伤过后，家人聚在
一起， 讨论并且研究高速公路货车撞倒私家车的个案，
发现很多驾驶长途货车的司机，大多睡眠不足，工作时
间过长，司机在半睡状态下驾驶，自然很容易失事。
死者的家人决定竭力阻止惨剧再度发生。他们首先
联络曾经被货车撞死的家属，组成压力团体，通过传媒
引起公众关注，并且逼使政府立法管制货车司机的工作
时间。 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奔走和努力，终于得到成
果，为此感到快乐。这又是痛苦产生快乐的例子。我们
所敬佩的作家杏林子 12 岁患了类风湿关节炎，全身
90% 关节都损坏了，腿不能行，肩不能动，手不能弯，
缠绵病床几十年，进出医院次 数之多，连她都记不清。
但是，他不但忍受苦难，而且享 受苦难，因为觉得若不
生病， 对生命的体会一定不会这么深刻；她认为单是这
一点， 就让她感激不尽。弗莱明博士 (Stephen
Fleming) 是加拿大帮助人如何面对亲友离世的权威。
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过去三年一直辅导一位母亲，她
驾驶的车子和近头而来冲红灯的汽车相撞， 女儿飞出
车外当场毙命。 当弗莱明博士陪伴这位母亲回到现场
时，他感受到该母亲丧女的伤痛， 觉得从事这方面的辅
导实在太痛苦，所以就决定转行， 以后不再辅导死去亲
友的人。 但是，他当天也因为该母亲丧女， 促使他挂
念自己三岁的幼女， 很想立刻飞奔回家搂抱她。
他想不到那痛苦经验竟然成了他和女儿关系的转
捩点，带给他很大的祝福和快乐。他后来继续帮助死去
亲友的人。无可否认，苦难会令人感到痛苦，但苦难也
可以带给人快乐， 因为苦难令人反省， 反省令人有智
慧；有智 慧使人得自由，而得自由的人容易快乐。你听
到这里，可能已累积了不少问题，在苦难中仍可以喜乐？
有几多人真的可以做得到？相信只有那些满有智慧，意
志力强，大有能力 的人才能做得到。 而我只是一个平
平凡人，不可能做得到。 无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
到在苦难中仍有喜乐， 但每 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能够做
得到。 因为圣经很清楚讲：「我的弟兄们，即所有信耶
稣的人，你若落在百般苦难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为甚么信耶稣的人，就算在苦难中，也能够常常快
乐！《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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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 749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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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