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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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歌 

線上直播 

09:10-10:40 

陳栐坤長老 

【看不見的時候】 

歷代志下第廿章 1-30 節 

回應詩歌：倚靠永遠的聖手 

李清光 樂  團 

1. 祢信實廣大（讚美 7） 

2. 盡情的敬拜（生命河） 

3. 倚靠永遠的聖手（讚美 250） 

當日服事同工 

堂 別 字  幕 音 控 

線上直播 蔡傑瑞 
葉  昇 

黃宗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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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和弟兄姐妹攜手去傳福音 
1 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去。2 有一個人，生來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來，放在殿的

一個門口（那門名叫美門），要求進殿的人賙濟。3他看見彼得、約翰將要進殿，就求他們賙濟。4

彼得、約翰定睛看他；彼得說：「你看我們！」 （使徒行傳 3:1-4） 



看不見的時候 

日期：2020年 5月 3日（第一、二、三堂） 

講員：陳栐坤長老 

經文：歷代志下第廿章 1-30節 

前言：在遭遇危機時，神要我們專心尋求仰望祂。 

大綱： 

一、在 中卸下一切重擔（1-12節） 

1、認定 神是我們的出路，然後專注尋求仰望祂 

2、聚焦在 神的屬性作為，然後交托我們的需要 

二、在 中得著信心確據（13-20節） 

1、神樂意回應我們的禱告 

2、神所應許的必定會成就 

三、在 中經歷主的大能（21-30節） 

1、超越眼見，信靠 神的應許 

2、信而順服，經歷 神的大能 

結語：面對看似力不能勝的困境，倚靠 神的應許，我們必能得勝有餘。 

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1. 今天的信息，讓我對於 神和我自己有什麼新的認識？ 

2. 面對難以力勝的考驗，我可以學習怎樣向 神禱告？ 

3. 我要採取什麼行動，以表明所得著的信心確據，來經歷 神的大能？



教會動態  

1. 5/3（本主日）原定擘餅主日，因應疫情

延後實施。視疫情後續發展，再公佈實施

日期及做法。 

2. 2020年5月份的靈修材料「每日活水」已經

出刊，弟兄姐妹可至櫃臺購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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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時

請註明您的姓名以利核對。仍須使用奉獻

袋投遞奉獻者，請撥冗至5C辦公室洽黃添

妹或林彩鳳秘書（分機506或512）。 

4. 2019年奉獻收據已開出，使用什一奉獻專

用袋的弟兄姐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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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按月奉獻專用袋者或其他相關

問題，請洽黃添妹秘書（分機506）。 

5. 第二季造就班開始接受報名！請至主日櫃

臺參閱並填寫綠色報名表，或至Church+

「教會活動」點選網路報名網址，亦可掃

描週報第四頁QR code填寫線上報名表  

（五月底截止報名）。 

 

 

本週代禱事項  

【肢體關懷】 

丁禮莉姐妹的母親蔡秀毓姐妹安息禮拜訂5/5

（二）8:30假第二殯儀館至美一廳舉行，求 

神安慰家屬的心。 

【宣教關懷】 

《菲律賓納卯》黃錦鴻宣教士夫婦 

1. 因新冠肺炎，菲律賓從 3/17（二）開始社

區隔離，盼能在 5/15（五）結束。所有人

被要求待在家，每二天可外出一次買食物

和藥品。18:00 宵禁，整個城市特別安靜，

連夜空星星似乎也亮了許多。雖然對生意

人來說很無奈，但有許多人心存感恩，至

少衣食無缺，跟家人相處的時間變多，跟

上帝的關係也拉近許多（為此感恩）。 

2. 感謝主，我們住在偌大的教會，是隔離期

間最幸福的家庭。孩子可以騎腳踏車、澆

花、餵鴿子。傍晚，全家一起打羽球、運

動。孩子除了作線上功課，菲揚忙著組樂

高、做紙箱鋼鐵人；黃菲則拿著手機取景

自拍、看書聽音樂，為他們總能隨時找樂

趣，不喊無聊感恩。 

3. 菲國現在的累計確診病例達 7777 例，死亡

511 例，在東南亞是確診及死亡病例第二

高。醫護人員應對患者人數激增，同時面

臨防護裝備不足及擔心自己也可能是病毒

攜帶者。目前已知 1245 名醫護人員確診（

占菲國確診總數約 16%）求主憐憫幫助。 

4. 即便日後隔離解除，據傳本地首長有意仍

禁止超過 25 人以上聚集直到年底。求主帶

領教會，為在牧養上有需要一連串大的調

整禱告。 

5. 求主帶領這裡的學校。黃菲的小學畢業典

禮（原訂 5/16）無法舉行。下學期是否能

如期八月開學、又如何授課，需要考量，

需要 神的引導。 

6. 求主帶領我們全家。機場仍關閉中，原訂

6/8（一）返台的機票，不知能否成行。接

下來計畫的一年安息/進修假，是否照常、

還是暫時放棄？求 神引領一切，願我們順

服 神最美的旨意。 

英文團契 

時間：5/3（本主日）13:30 地點：教會 4 樓 

聚會內容：林質心姐妹帶領查經 

主題：Facing the Rebuke「面對指責」John 4:1-42，A 

Samaritan woman。 

您加入了嗎？ 30 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  

今年 4/24 至 5/23，是 2020 年穆斯林的齋戒月。讓我們一起

和全球的弟兄姐妹同一時間為穆斯林世界的救恩禱告。主的心

意不是讓我們只為自己的教會及國家禱告，主期待我們都有全

球宣教的眼光和心志，積極參與在後方的禱告支持，也蒙主喜

悅和記念。 

「30 天為穆斯林世界禱告」材料將透過 Church+靈修教材、

Line 群組發送。 

三三共學會  歡迎來作伙 

第二屆豐盛第三人生概念篇研習會開課時間延至

5/16（六），報名截止日期也延至 5/10（主日）囉！ 

第一人生（育成期）與第二人生（職場期），使我

們被塑造成為有用的人！ 

準備好退休後的第三人生，五次 40小時，一起規

劃並實現，讓生命過的更豐盛！ 

相關訊息與報名請上《三三共學》 

官網下載報名表，亦可掃描 QR code 

報名或親洽『合家歡協會』報名 

電話：（02）2351-8331  



本週壽星 弟兄：洪茂榜、甘  彬、李忻恩、屠金鑑、孟德倫、梅佑義、李忠凱、蔡寶全、何乃暉、 

 王明勝、張榮元、黃昌文、吳三槐 

   姐妹：邱佳霖、歐玲瀞、曾淑婉、鄭蓓珍、唐  陵、郭麗君、游素雲、刁青蘭、李語柔、 

 王玉貴、李林寶秀 

上週聚會人數 

堂別 
慕義 

16-18歲 

真愛 

19-24歲 

人數 16 14 

上週奉獻 

奉獻項目 主 日 按 月 差 傳 感 恩 宣 教 

筆  數 -- 32 筆 1 筆 2 筆 1 筆 

金  額 3,001 514,080 10,000 6,000 1,000 

Facebook 粉絲團  教會網站  悅齡家族  Church+ APP      造就班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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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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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