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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聚會內容 

堂別／時間／地點 講員／講題／經文 領  會 司  琴 獻  詩 詩  歌 

線上直播 

09:10-10:40 

陳栐坤長老 

【歎息中的盼望】 

羅馬書第八章 18-30 節 

藍安良 劉蕙汝 

柯悅敏 

莊叔欽 

錢睿煌 

黃靜兒 

1. 真神之愛（讚美 19） 

2. 獻詩：創世之前 

3. 獻詩：在神眼中 

4. 獻詩：各各他之愛 

5. 只要信祂（讚美 122）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線上直播 陳鼎元 
葉  昇 

林穎真 

教會異象： 因為愛，我們服事 

教會使命： 我們要建立一群成熟（活出愛）的基

督徒，靠著 神的恩典，來服事這世

代的華人及教會。 

 
年度主題：放膽傳福音 

年度經文：6 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7

於是拉著他的右手，扶他起來。他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了，8 就跳起來站著，又行走，

同他們進了殿，走著跳著，讚美 神。 （使徒行傳 3:6-8） 

 

頌讀專欄 具體表現：我要和弟兄姐妹以同心禱告來經歷 神的同在 
29,30 他們恐嚇我們，現在求主鑒察，一面叫你僕人大放膽量講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來醫治疾病，

並且使神蹟奇事因著你聖僕耶穌的名行出來。」31 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

滿，放膽講論 神的道。 （使徒行傳 4:29-31） 



歎息中的盼望 

日期：2020 年 4 月 12 日（線上直播） 

講員：陳栐坤長老 

經文：羅馬書第八章 18-30 節 

前言：神已使我們在基督裡有自由榮耀的盼望，祂還要幫助我們，在受苦中活

出基督的榮美。 

一、受造物在歎息中等候我們 （第 18-22節） 

18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

的眾子顯出來。
20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21
但

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22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嘆息、勞苦，直到如今。 

1、 受造世界遭到世人犯罪的牽連而受苦 

2、 受造世界將得享我們最終的自由榮耀 

二、神兒女在歎息中忍耐等候 （第 23-25節） 
23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裡嘆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

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24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

見的呢？
25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 

1、 主聖靈的工作，使我們得完全救贖 

2、 要用忍耐等候，來表現我們的確信 

三、主聖靈在歎息中幫助我們 （第26-30節） 
26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

嘆息替我們禱告。
27
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29
因為他預先所

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做長子；
30
預先所定下

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1、 神透過聖靈的歎息禱告，從內在的心靈幫助我們 

2、 神透過互相效力的萬事，從外在的環境幫助我們 

結語：讓我們心意更新變化，在受苦中生命成長更加成熟，見證基督榮美。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主耶穌已從死裡復活，這對我目前所面對的處境，帶來什麼盼望及影響？ 

2. 疫情發生以來，我曾遭受到哪些苦楚？今天的信息帶給我怎樣的幫助？ 

3. 面對疫情的發展，今天的信息提醒我，在哪些方面要有所成長更加成熟？



教會動態  

1.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4/19主日敬拜仍持

續以線上直播方式進行（9:10開播）。

敬請弟兄姐妹在家分別時間、預備心，

用心靈誠實同心敬拜主。後續視疫情發

展情況，再評估主日敬拜模式。 

2. 線上直播期間，奉獻請用郵政劃撥或銀

行轉帳（帳戶資訊詳見週報底頁）；轉

帳奉獻後，請您撥冗來電與秘書聯繫，

告知您的帳號資訊，以利核對。仍須使

用奉獻袋投遞奉獻者，請撥冗至5E辦

公室洽黃添妹或林彩鳳秘書（分機506

或512）。 

3. 2019年奉獻收據已開出，使用什一奉獻

專用袋的弟兄姐妹們請至奉獻專用架上

拿取；若專用袋不在架上，會陸續將收

據放入專用袋內或請到主日櫃臺領取。

無按月奉獻專用袋者可到櫃臺領取奉獻

收據。聯絡人：黃添妹秘書（教會分機 

506）。 

4. 2020年4月份的靈修材料「每日活水」

已經出刊，購買請洽蔡瑤芳秘書（教會

分機526）。 

 

本週代禱事項 

【為教會事工代禱】 

為今年教會成長的方向及主要重點「放膽

傳福音」禱告；使弟兄姐妹在疫情期間，

更深經歷 神的愛、倚靠聖靈大能來放膽傳

福音。 

【為國家社會代禱】 

1. 求 神藉由新冠肺炎疫情，讓人心回轉

歸向祂，知道祂是我們的主；求  神賜

下憐憫和醫治，求 神彰顯榮耀。 

2. 求 神讓執政掌權者都能有一顆敬畏 神

的心，知道掌權的是 神，唯有 神是倚

靠；求 神賜下智慧，讓防疫官員能夠

制定好的防疫政策。 

【宣教關懷】 

《泰國中部》石榮英宣教士 

1. 為主日講道代禱： 

 4/12（主日）在中壢泰勞平安之家的

復活節泰語講道。 

 4/26（主日）在台灣向泰國黃橋普通

話禮拜堂線上直播主日講道，求主保

守視訊網路暢通順利。 

2. 為能夠返回泰國服事的時機禱告，等待

泰國政府開放讓外國人入境才能返回泰

國，目前已訂購 5/1（五）的機票，但

不確定性很高，求主掌管並賜下出人意

外的平安。 

3. 為在泰國事奉的泰安堂將在復活節期舉

辦「為愛而給」的社區活動禱告。藉由

疫情發放物資包（裡面有糧食與必需用

品）給教會附近的居民，盼望帶來復活

的盼望與平安。 

4. 為利用無法返回泰國的期間，能夠善用

時間學習緬甸話代禱。 

 

第二屆 豐盛第三人生概念篇研習會 

如何擘劃職場退休後的精彩人生、落實

自我實現，同時愉悅地和親朋好友攜手

合作，共同完成『第三人生圓夢之旅』！ 

只要 40 小時，誠摯邀請大家一起來寫下

『第三人生圓夢旅程計畫』的共識！ 

三三共學會  歡迎來作伙 

豐盛第三人生概念篇研習

會已經開始招收第二屆學

員，相關訊息與報名請上

《三三共學》官網下載報

名表或線上報名！ 



本週壽星 弟兄：鄧昌民、陸培基、林進義、杜宏恩 

   姐妹：鄭淑慧、楊欣蓉、張文容、趙紫婷、張雯雯、魏玉琴、陳逸芃、袁薇蘋、袁  純 

上週聚會人數 
 

堂別 
慕義 

16-18歲 

真愛 

19-24歲 

人數 20 11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筆  數 -- 13 筆 1 筆 

金  額 -- 180,900 2,000 

下週聚會及服事同工預告 

4/19 講  員 領  會 司  琴 字  幕 音  控 

線上直播 曾文毅 

吳松霖 

方榮平 

敬拜團 

馮心怡 
黃宗欽 

鍾坤岳 

Facebook 粉絲團  教會網站  悅齡家族  Church+ APP 

 

 

本堂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二號底樓   電話：2393-5542       傳真：2396-0362 

郵政劃撥帳號：0543200-8 台灣銀行 城中分行 帳號：045-004-13017-2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基督徒林森南路禮拜堂 電郵：purpose@linnan.org.tw 

週間聚會請上本堂網站 http://www.linnan.org.tw  Facebook 粉絲團：www.facebook.com/linnan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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