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道大綱                   王華燦牧師 

講題：苦難 

經文：約伯記 1:13-21; 2:7-10; 3-5章 

 

大綱 

(一) 苦難中的信仰 (1:13-19; 1:21; 2:7-10) 

 

 

 

 

 

(二) 苦難中的經歷 (3:1-2; 3;11, 16, 3:20-21) 

 

 

 

 

 

(三) 苦難中的苦難 (4:7-8; 12-17; 5:6-9; 5:17-18) 

 

 

 

 

 

問題討論 

1. 約伯面對人生突如其來的災難，他如何回應? (1:13-19, 2:7-10) 

他的回應顯示了一個怎樣的信仰? 

2. 第三章經文如何展示他不同的經歷，他如何看自己(3:1-9)? 他又如

何看上帝(3:23)? 你認為他有什麼問題? 

3. 約伯在苦難過程中，第 1-2章與第 3章給你有不同的感覺嗎? 為何

第 1，2 章與第 3 章有這樣的分別? 這對你去了解別人的苦難有甚

麼提醒? 

4. 第 4-5章以利法如何看苦難?(4:7-8; 5:6-7; 5:17-18) 你如何看

他這些教導?                                

                                                                                                                                                                                                                                                                                                                                                                                                                                                                                                                                                                                        

2019年 3月 16日周末崇拜 
 
長者崇拜～～～～下午二時正 
講題．．．．．．．． 回歸路上 
講員．．．．．．． 王華燦牧師 
經文．．．．．．．． 得 1:8-22 
主席． 劉崇達弟兄、楊美娟姊妹 
司琴．．．．．．． 王惠明姊妹 
 
青年崇拜～～～～下午六時正 
講題．．．．．． 主禱文（三） 
 願祢的名為聖，願祢國降臨 
講員．．．．．．． 祝宗麒牧師 
經文．．．．．．．． 太 6:9-13 
主席．．．．．．． 方芷茵姊妹 
敬拜隊．．．．．．． Emmanuel 
 

2019年 3月 17日主日崇拜 
 
白田福音中心～～上午十時正 
講題．．．． 順從肉體與神為敵 
 呼叫父神聖靈居衷 
講員．．．．．．． 李少秋博士 
經文．．．．．．．． 羅 8:1-17 
主席．．．．．．． 岑詠君傳道 
司琴．．．．．．． 廖曉恩姊妹 
 

2019年 3月 20日周三崇拜 
 
周三晚堂崇拜～～晚上八時正 
講題．主禱文(1)：請教我們禱告 
講員．．．．．．． 祝宗麒牧師 
經文．．．．．．．． 太 6:1-14 
主席．．．．．．． 李懷蓉傳道 
司琴．．．．．．． 陳澤琳姊妹 

2019年 3月 17日 

主日崇拜 
 

清晨堂崇拜～～～～～～～～上午九時正 

講員：王華燦牧師 司琴：楊斯妮姊妹 
主席：莊燕玲姊妹 敬拜隊：撒拉弗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伯 1:13-21．．．．． 講員 
講道．．．．．．．苦難．．．．．．．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牧禱、差遣．．．．主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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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曉恩姊妹 
主席：黃玉薇姊妹 敬拜隊：以便以謝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獻詩．．．．．．．．．．．．．． 頌恩詩班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伯 1:13-21．．．．． 講員 
講道．．．．．．．苦難．．．．．．．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牧禱、差遣．．．．主禱文．．． 王華燦牧師 
 
中午堂崇拜～～～～～～～中午十二時半 

講員：王華燦牧師 司琴：藍曉恩姊妹 
主席：黃玉薇姊妹 敬拜隊：以便以謝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伯 1:13-21．．．．． 講員 
講道．．．．．．．苦難．．．．．．．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牧禱、差遣．．．．主禱文．．． 王華燦牧師 
 
下午堂崇拜～～～～～～～～下午三時正 

講員：王華燦牧師 司琴：張秀麗姊妹 
主席：柯嘉琪姊妹 敬拜隊：甘泉 

宣召、詩歌敬拜．．．．．．．．．．． 主席 
奉獻、家事分享．．．．．．．． 王華燦牧師 
讀經．．．．．．伯 1:13-21．．．．． 講員 
講道．．．．．．．苦難．．．．．．． 講員 
回應詩及三一頌．．．．．．．．．．． 講員 
牧禱、差遣．．．．主禱文．．． 王華燦牧師 



   

家事分享 

1. 下周主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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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下星期五(3月 22日) 晚上 7時 30分因舉行學校佈道會，當日地

下停車場不便泊車。 

3. 水禮邀請咭已預備，請應屆參加水禮的信徒可到辦公室索取，以便

邀請親友出席。 

4. 凡參加下星期六(3月 23日)的遇見神營會者，請在下午 2:00準時

出席，地點為本堂六樓青苗園。 

5. 新朋友交誼日於今天(17/3)12:30舉行，請已報名的參加者到六樓

桃李門聚會，亦歡迎今日或最近參與崇拜的新朋友出席參加。 
 

四月份教會聚會巡禮 

4月 19日(星期五) 
受苦節默想日                 受苦節聖餐崇拜 
時間：早上 9:00-下午 5:00          時間：晚上 7:30開始 

地點：一樓禮堂                    地點：一樓禮堂 

※當日程序將分時段進行               講員：趙崇明博士 

  (每一小時為一時段)，              ※ 當晚設兒童照顧。 

  肢體可自由選擇時段安靜默想。       
 
4月 20日(星期六) 
第 160屆水禮 
時間：下午 2:00開始 
地點：一樓禮堂 
 
4月 21日（主日） 
復活節主日崇拜 
清晨堂(上午 9:00)、早堂(上午 10:45)及中午堂(中午 12:30) 

講員：梁俊豪博士 
 
下午堂(下午 3:00) 
講員：岑詠君傳道 

 

奉獻收據簽發原則公告 

本堂簽發收據，皆可作為申報〝慈善〞豁免稅項用途，現行簽發收

據有以下方式，肢體只可二擇其一的索取收據。 

1. 按次簽發報稅收據 

每次有肢體奉獻過後或在奉獻封上每次發收據，本堂即簽發

有效豁免稅項的收據，奉獻者需自行保管有關收據，而本堂將不會

另行簽發整年的報稅收據總結。(註：如奉獻封面沒有註明地址，收

據將不會發回。另外，為方便有需要時之聯絡，懇請緊記在奉獻封面

上填寫聯絡電話。) 

2. 整年報稅收據總結 

教會是按照政府稅務年度發出全年奉獻收據，請於每年 4月開

始，詳細清楚列寫中/英文姓名(與報稅文件所需的資料相同)、地

址及聯絡電話，並每次在奉獻封上註明〝稅〞字或在全年一張報

稅收據，以作通知本堂代為記帳(肢體需每年作重新知會），至 3月

尾按政府財政年度終結時，本堂將於 4月內才發還整年報稅收據。 

此外，奉獻收據若有遺失，會眾只可向教會申請索取該年度總奉

獻之證明函件乙份。 

據稅局有關方面的指引，若非教會認同支持的事工、或福音機構的工

作者，任何個人名義收受的奉獻皆不可作稅項豁免；故此教會在簽發「代

收付還」之奉獻作稅項豁免時，只限於差傳部認同支持的對象；其餘的只

會獲發一般收據，以茲證實教會已作「代收付還」之服務。 

 

※ 弟兄姊妹之全年奉獻報稅收據將會在四月內寄出，倘若弟兄姊妹不

欲教會以郵寄方式寄回奉獻收據，請重新知會教會辦公室幹事，以

便處理。 

 



   
2019年基教部夏季(4-6月)課程簡介 

課程 日期 時間 導師 

「生命之道」： 

  利未記 
25/4-13/6(四) 晚 7:45-9:35 

中神講師

（錄像） 

《歷代志下》研讀 7/5-2/7(二) 晚 7:45-9:30 岑詠君傳道 

《撒母耳記下》 

  研讀 
12/6-31/7(三) 晚 7:30-9:30 張仲文牧師 

「新興的異端教派」 

 延續篇 
15/6-29/6(六) 晚 8:00-9:30 楊子聰先生 

宣教與文化 2‧0 27/6-11/7(四) 晚 7:30-9:00 畢姚芬牧師 

註: 1. 詳細課程資料及報名手續，請參考課程單張及地下基教壁報板 

 2. 如有任何疑問可聯絡周國蘭傳道(2336 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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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今日(17/3) 

查詢：簡民基牧師或「病關小組」的職員。 

 

招募服侍義工 

崗位 時間 

白田兒童導師 星期日 9:45-11:00 (隔週或每月 1

次) 

有負擔者請到辦公室留下姓名資料。 

 
2019親親大自然 
秋高氣爽好行山 

 
4月行程：虎地路屯門徑之旅(重行) 

 

行程特點：由嶺南大學門口向虎地進發，沿途飽覽屯門市鎮發展新貌，

經過一輪上山後會途經虎地燒烤場可以停下來稍為歇息。之

後，走下山谷，再向屯門徑前行，山路糾峭諸山伴行，七色

橋的出現讓倍覺人生充滿了豐富色彩，就這樣不知不覺間就

走完了整個行程，最後在屯門華都商場對面解散。有興趣可

以自行前往華都商場午餐，或乘車離開。 

行山日期：27/4/2019(星期六) 

集合時間：早上 9:30 (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嶺南大學門口 

活動時間：全程約 8 公里，上午 9:30-下午 12:00 

         (行程需時 2.5-3小時，會安排有休息時間） 

難度級別：3.5-4 星(5 星為最難。沿途均為上下斜坡及梯級，有膝患

及坐骨神經痛者不宜參加) 

參加對象：1.年齡 18-65歲(不在此年齡範圍者，行山組會酌情考慮） 

    2.邀請未信主朋友的肢體及仍未有小組的信徒優先考慮 

參加人數：20人(額滿即止。參加者報名後接到通知報名才算接納) 

報名費用：每人港幣 50元 

（是日出席時可退回，缺席者費用撥作行山組行政費） 

負責領隊：王華杰弟兄 王裕萍姊妹  李錦興弟兄 

報名方法：請向辦公室幹事填寫報名表 

截止報名：14/4/2019(主日) 

簡介會： 14/4/2019(主日)下午 1時，六樓天倫閣(行程簡介會的目

的，是保障參加者的安全，及讓參加者預先瞭解行程資訊。

未能出席者將不接納報名，如有疑問可直接向周國蘭傳道

查詢：2339 3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