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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例子。當苦難接二連三地落在約伯的身上, 

約伯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苦難來自神。約伯怎麼樣也

沒有想到打擊是來自撒旦，因為「撒旦在神面前控

訴約伯說：『約伯敬畏神，豈是沒有原因呢？你豈

不是四面圈上籬笆圍護他和他的家,並他一切所有

的嗎？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賜福；你且伸手毀他一切

所有的；他必當面棄掉你。』神說：『凡他所有的

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取他的姓命。』 (伯

1:9-12)」。撒旦攻擊約伯使他失去家產、兒女、甚

至生怪病體無完膚。今天撒旦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

來控訴每一個基督徒; 你們信主是為要得神的賜福, 

若什麼都沒有了, 你們還信神嗎? 怪不得 “成功神

學” 有不少追隨者, 他們只喜歡談「福氣」與「成

功」, 更宣稱成功是上帝恩惠的證據。他們隻字不

提耶穌的呼召：「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們

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

架來跟從我。(馬可福音 8:34 )」 
 
 

     屢受苦難的約伯說: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

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伯

1:21)」 約伯這話並不是自我安慰或阿 Q 精神,約伯

說: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祂必站立在地

上(或站在我的墳墓上)。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

在肉體之外得見神。 (伯 19:25-26)」 他的盼望勝過

苦難，勝過撒但的指控。撒旦的指控約伯的信仰是

“籬笆內的信仰”，可是撒但徹底失敗了！約伯從前

風聞有神，在苦難中他經歷神！願我們都見證我們

的信仰不是籬笆內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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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弟兄 

 

 

 

 

                         家事分享 

 

 

1. 歡迎今天與我們一起敬拜神的新朋友，會

後請留步享用茶點，也讓我們更進一步認

識您。 

 

2. 9 月 17 日（星期六）懷恩堂將舉行中秋福

音晚會；晚上 5：50 晚餐，7 點晚會開始。

主題是明月映主恩，講員陳佳德傳道。請

為各項預備事工禱告。 

 

3. 感谢神！家庭营的预备正在经行中。感谢

弟兄姐妹的踊跃报名。请为自己以及参加

的福音朋友祷告（健康、聆听神的话)。请

为家庭营的同工代祷，求神赐我们智慧，

安排所有的营会事项（住宿，活动，等

等）。求神使用家庭营让我们活出基督的

样式。请我们 9 月 30 在 QCCC Tamborine 

见！ 

 

4. 常乐团契下次聚会是九月 14 日早上十点

钟，有台湾伊甸喜恩盲人合唱团到我们中

间分享见证和诗歌。请弟兄姊妹多多邀请

年长家人和朋友来参加。 

 

5. 請繼續為 Johnson 長老在病中有平安和喜樂

禱告。求神憐憫，讓他在身體軟弱時仍然

為主做美好見證。 

 

 

6. 請弟兄姐妹注意：門口的停車位只可以短

暫停車，方便上下車。同時也盡量把

Armadale St 的停車位留給有小朋友的家

庭，方便他們上主日學。謝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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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籬笆內的信仰 

 

       母親今年 25/3 受難節時離世, 結束了

91 年苦澀的一生, 回到天父的懷裡。外祖父

在四十多歲病逝, 家庭的擔子便落在母親和

外祖母的身上。母親還要照顧四個弟妹, 生

活非常艱苦。國共內戰爆發, 父母親在 1949

年逃到香港。舉目無親, 又不懂得廣東話, 生

活由零開始, 吃盡苦頭! 母親,自 1973 年先後

做過四次大手術。若不是天父的憐憫, 早已

送命。五妹是最愛母親的一個尾妹, 她為了

照顧多病的母親, 很早已經決定獨身來侍候

母親。 

  

         今年 2月底, 母親因為年紀老邁已不能

再動手術, 熬了四個星期後離世。五妹在電

郵中問到天父為何讓母親經歷這痛苦的四星

期, 她非常不理解! 我亦無法去回答她的問

題。因為 “苦難” 這個問題, 在聖經中亦沒有

太多闡述。有人說是苦難問題太深奧了, 憑

人的腦袋實在無法理解, 就像一個成年人要

向一個初生嬰兒去解釋一些人生道理一樣! 

但無論那一種揣測都無法令人完全滿意或信

服。 

 

 
             當苦難剎時間臨到, 基督徒或非基督徒

都會有同樣的反應, 都會問為什麼? 為什麼是

我? 或許我們已經習慣了、適應了, 就好像好

的東西、好的事物如健康、富裕、平安、幸

福家庭…都等同於是神的祝福, 反之, 不幸的

事臨到就是神給我們的詛咒。猶太人和中國

人也同樣有這種想法。聖經中約伯就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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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奉獻： 

  

 

$2933.25 

  

       

下周奉獻目標： 

 

 

累積/（不足）      

+3423.00 

$2939.00 

  

 
 

 

崇拜事奉 本週主日 下週主日 

崇拜主席 張曉龍弟兄 郭俊峰弟兄 

證        道 林炎華牧師 陳佳德傳道 

證道翻譯    王思允姐妹   陳柏顯弟兄 

主領聖餐 林炎華牧師 陳佳德弟兄 

司        琴 黃芷心姐妹 姚施平姐妹 

司        事 鞏望舒姐妹 陳劍亭弟兄 

    林詩華姐妹       Brett 弟兄 

點算奉獻    鞏望舒姐妹    陳劍亭弟兄 

音         樂    郭力萍師母    林詩華姐妹 

招         待    張正昂弟兄    孫興中弟兄 

   陳佳恩姐妹    沈佳靜姐妹 

預備聖餐     Alice Wee      Daisy Tan 

茶點安排     西區華語      西區華語 

投影控制 王德耀弟兄   徐帥弟兄 

 
 

9 月 6 日 星期二 9:30 北區 

姐妹團契 

莊麗 

師母府上 

9 月 6 日 星期二 19:30 大學團契 

禱告會 

教會 

9 月 9 日 星期五 19:30 西區禱告會 教會 

9 月 10 日 星期六 18:00 大學團契 教會 

9 月 11 日 星期日 12:30 粵語之家 道書林 

弟兄府上 

『願他們以感謝

為祭獻給他，歡

呼述說他的作

為。』 

 詩 107:22 

 謹慎自守    警醒禱告 

     

 切實相愛     忠心管家 

2016 年 9 月 4 日 

謝榮昌牧師 

手機   0411-571-303 

電話   3172-0693 

電郵   rch767@gmail.com 

 

 

陳佳德傳道 

手機    0422-188-356 

電話    3273-7208 

電郵    kiateck.tan@hotmail.com 

崇拜時間   09:00-10:30 

地址   83 Ryans Road, St Lucia 

電話   3371-7589 

網址   http:// cccbslc.org.au 

Huai En Tang 銀行分行號碼及帳號：National Australia Bank  

084424-396558819 

 

 

 

 

靜    默 

宣    召----------詩篇 25 

贊美詩----------耶穌的名 

                        高聲唱哈利路亞 

                        寶貴十架 

                        安靜 

           

禱告 

主     餐------- 十字架副歌 

證     道--------建立親子關系 

經     文--------以弗所書 6：1-4 

回應詩--------我們成為一家人 

家事分享 

三一頌/祝福 

mailto:rch767@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