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道大綱                   王華燦牧師 

講題：從受苦轉向上主的王權 

經文：詩篇 102篇 

 

大綱 

(一) 受苦中的哀號 102:1-11 

     身體的傷害 3-5節 

     孤寂的情感 6-7節 

     關係的對抗 8節 

     靈性的隔絕 10節 

 

(二) 生命的轉向 102:12-22 

     看到受苦的群體 14、17節 

     看到現在蒙記念 18節 

     看到萬民的轉向 15、21節 

 

(三) 掌王權的上帝 102:23-28 

     從有限發現無限 23-24節 

     上主永不改變 27節 

     相信必被堅立 28節 

 

問題討論 

1. 詩人的痛苦有那幾方面? 試分享當中所見。 (102:1-11) 

2. 從個人的苦難轉變為對神家的懷念 (102:12-13)，什麼原因詩人可

以有這樣轉變? 這跟 1-11節有何關係? 

3. 從 16-20 節，什麼經文/文字說明這是以色列或猶大國亡國的背景? 

試猜想及分享所見。 

4. 對詩人來說要面對個人的苦難，在他生命中看見什麼叫他可以放下

暫時的苦難?  

5. 上帝的王權如何幫助他勝過苦難，以致他唱出讚美上主與得勝的歌

曲? (102:25-28)   

2019年 3月 3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王華燦牧師 司琴：高民惠姊妹 
主席：朱妙清執事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王華燦牧師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詩 102篇．．． 王華燦牧師 
講道．．．從受苦轉向上主的王權．．．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早堂崇拜～～～～～～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講員：王華燦牧師 司琴：高民惠姊妹 
主席：朱妙清執事 敬拜隊：彩虹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頌光詩班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詩 102篇．．． 王華燦牧師 
講道．．．從受苦轉向上主的王權．．．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王華燦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半 

福音廣場 
講員：簡民基牧師 司琴：朱啟迪弟兄 
主席：劉崇達弟兄 敬拜隊：香草山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講道．．．．．誰明父親的心？．．． 講員 
見證．．．．．．．．．．．．． 王鎮平弟兄 
回應詩．．．．．．．．．．．．．．． 講員 
奉獻、報告及三一頌．．．．．． 鄧惠玲傳道 
祝福．．．．．．．．．．．．． 簡民基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祝宗麒牧師 司琴：梁綽軒弟兄 
主席：蘇志良弟兄 敬拜隊：恩典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聖餐．．．．．．．．．．．．． 祝宗麒牧師 
奉獻、家事分享．．．．．．．． 祝宗麒牧師 
讀經．．．．．．太 6:1-14．．． 祝宗麒牧師 
講道．．主禱文(1)：請教我們禱告．．．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祝福、差遣．．．．．．．．．． 祝宗麒牧師 

2019年 3月 2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講題．．．．． 投靠神，得保護 
講員．．．．．．． 佑寧宣教士 
經文．．．．．． 詩 91:1,14-16 
主席． 黃錦榮執事、王鎮平弟兄 
司琴．．．．．．． 黃睿軒弟兄 
聖餐．．．．．．． 簡民基牧師 
 
青年崇拜～～～～下午六時正 
講題． 主禱文（2)：我們在天上的父 
講員．．．．．．． 祝宗麒牧師 
經文．． 路 10:38-42; 11:1-13 
主席．．．．．．． 余愷媛姊妹 
敬拜隊．．．．．．．． Shema 
聖餐．．．．．．． 祝宗麒牧師 
 

2019年 3月 3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講題．．．．．．．． 福心福命 
講員．．．．．．． 梁桂霞傳道 
經文．．．．．．．． 箴 10:22 
主席．．．．．．． 徐慧儀姊妹 
司琴．．．．．．． 黃蕙萊姊妹 
敬拜隊．．．．．．．．． 同心 
 

2019年 3月 6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講題．． 路得記(四)：險象環生 
講員．．．．．．． 王華燦牧師 
經文．．．．．．．． 得 3:1-18 
主席．．．．．．． 陳淑儀傳道 
司琴．．．．．．． 王惠明姊妹 
聖餐．．．．．．． 王華燦牧師 
 



 

家事分享 

1. 3 月的查經資料已預備好，請各小組按需要到小組信箱索取，及自行

調校至合適小組用。 

2. 3月 24日(主日)下午 1:00 三樓副堂將舉行拓建禱告及分享會，屆時

將有最新拓建動態，有關財務安排、拓建工程進展、並附建築物大概

圖則等公佈，歡迎信徒出席。 

3. 下周主日(3月 10日)早堂崇拜後 12:30，在地下停車場舉行差傳祈禱

會，是次為羅見好、胡玉偉宣教士夫婦禱告，歡迎信徒出席。 

 

3-4月:服侍 

1. 參與一項教會的服侍。 

2. 在受苦節中出席 4 月 19 日(星期五)之默想聚會，學習基督服侍人的

榜樣。 

3. 參與服侍貧窮人的事工，如白田派飯、補習、協助義診等。 

4. 留意身邊人的需要，關心家人、朋友、同事...。 

5. 服侍組長/組員: 探訪、電話問候、或邀請其吃飯等。 

 

遇見神營會 

日期：3 月 23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7:00 

內容：認識天父的愛 

      十架寶血 

      聖靈的充滿 

報名：請到地下壁報板填上姓名(正楷)便可 

 

註:  每段時間皆有安靜學習禱告的時刻，歡迎信徒參加。 

 

兩年讀完聖經 

3 月讀經: 來(1-13)，詩(21-30)、但(1-12)、何(1-14) 每天兩章，會眾亦

可以自行提早開始，讀經進度表可在玻璃檯或一樓梯間索取。 

 

  
安息禮拜公告 

林頌恩弟兄已安息主懷，並於 3 月 5 日(二)晚上在鑽石山殯儀館設靈

守夜，翌日 3 月 6 日(三)早上 9:00 舉行安息禮，祈盼認識林弟兄或其

家人的肢體，能撥冗出席，向其家人作出慰問。 

 

「病關小組」舉辦的防感染訓練(核心課程) 

若果你想參與病人關懷的事奉，就必須接受這基本的訓練，讓關懷者

與病人雙方都得到適當的保護。 
 
日期及時間：3 月 31 日(主日) 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本堂三樓副堂 

導師：QEH 資深護士 

費用：全免 

報名：請在「病關小組」的壁報板報名表上填寫姓名等資料，並於訓練 

      當日準時出席即可(敬請帶筆)。 

截止報名日期：3 月 17 日(主日) 

查詢：簡民基牧師或「病關小組」的職員。 

 
 

家事提提你 
 

活動 內容 截止日期 

《約翰福音》研讀 
20/3-8/5 

(星期三) 

晚上 

7:45-9:30 
六樓天倫閣 3月10日 

上窰破邊洲之旅 
日期：23/3/2019(星期六) 

報名：請向辦公室幹事填寫報名表 
3月10日 

信仰探索班 

Ａ 每月第二

及第四個

主日 

上午 

10:45-12:15 
六樓桃李門 不適用 

Ｂ 
下午 

12:30-2:00 

對象：想認識信仰、初信慕道或重整信仰者 

報名：請向鄧惠玲傳道查詢及報名(2336 1696) 



 
雙周祈禱會: 邀請各牧區小組為教會守望 

3-12 第 11區 阿摩司組 恩典之路組   

 第 12區 101組 依樂組 3G組  

3-26 第 13區  愛同行組  以勒組 加百利組 雅比斯組 

4-9 第 14區  沙瑪組 

 以利亞組 

雅歌組 

靈糧爸媽組 

無條件組  

4-23 第 15區 創世組 伊甸組 2018小組  

5-14 第 16區 家長組 非拉鐵非 1組 

非拉鐵非 2組 

牧羊人組  

5-28 第 17區 亞伯拉罕組 活石組 腓利門組 瑪拉基組 

6-11 第 18區 路得組 青橄欖組 國語小組  

6-25 第 19區 KFC組 Hi-Ne-Ni組 基石組 F4組 

7-9 第 20區 蘆葦組 

基甸組 

神光組 

 

靈光組  

7-23 第 21區 葡萄樹組 

BSaC組 

 蘋果樹組  生命樹組  香柏樹組 

 

9-10 第 22區  棗椰樹組  歌斐木組 但以理組  

   檀香木組  以斯帖組 加利利組  

9-24 

 

第 23區 觀塘區家聚 

九龍城區家聚 

 黃大仙區 

 以馬內利組 

百合組 以諾組 

10-8 第 24區 迦勒組 多加組   

10-22 第 25區  路加 40 平安組 以利沙組  新夫婦組 

 

溫馨提示 

1. 凡借用本堂場地的小組，若該次停止聚會，務必通知辦公室幹事。
另亦請各小組負責人將聚會出席人數填上地下壁報板之小組出席表，
以便統計小組出席情況。 

2. 聖餐注意: 為避免防礙聖餐默想進程，信徒如遲來請在門外稍候，
聖餐需要個人安靜等候才領受餅及杯為合宜。聖餐崇拜完結後，請
自行將盛餅的小膠袋帶走，切勿留在座位。 

 

靈糧堂聯差會事宜 

1. 聯差會將會在 4 月 19-22 日舉辦越南跨文化團 
2. 聯差會在 5 月 11 日至 13 日(星期六至一，3 天)舉辦澳門短宣 

對以上有興趣參加者請向莊春玲幹事查詢(電郵: charlenechong@kllc.org.hk)
或參閱地下壁報板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