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ENTREVILLE BAPTIST CHURCH 

SUNDAY, MAY 31, 2020 
WEEK 7: THE GOD OF HOPELESSNESS 

 
Warm Up: Famous One-Liners from the Movies 
 
Review from Last Sunday: 

Romans 15:4 - For everything that was written in the past was written to teach us, so that through 
the endurance taught in the Scriptures and the encouragement they provide we might have hope. 

 
 
Bill’s Favorite One-Liners from the Old Testament: 
 
Abraham: Genesis 18:10-14 
One-Liner:   
 
Moses: Numbers 11:18-23 
One-Liner:   
 
Elisha: 2 Kings 6:15-17 
One-Liner:   
 
Jehoshaphat: 2 Chronicles 20:10-12 
One-Liner:   
 
Daniel: Daniel 3:16-18 
One-Liner:   
 
 
But what if our stories don’t have happy endings? 
 
1) It doesn’t _______________ who God is. 
 
2) He is still worthy of our ____________ and _________________. 
 
3) He will be in the ___________ with us. 
 



  
CENTREVILLE BAPTIST CHURCH 

DOMINGO, MAYO 31, 2020 
SEMANA 7: EL DIOS DE LA DESESPERANZA 

 
 Calentamiento: frases famosas de las películas 
 
 Repaso del domingo pasado: 
Romanos 15: 4 - Porque todo lo que fue escrito en el pasado fue escrito para enseñarnos, de modo que a 
través de la resistencia que se enseña en las Escrituras y el aliento que brindan, podamos tener esperanza. 
 
Las frases favoritas de Bill del Antiguo Testamento: 
 
Abraham: Génesis 18:10-14 
Frase:   
 
Moisés: Números 11:18-23 
Frase:   
 
Elías: 2 Reyes 6:15-17 
Frase:   
 
Josafat: 2 Crόnicas 20:10-12 
Frase:   
 
Daniel: Daniel 3:16-18 
Frase:   
 
 
Pero, ¿y si nuestras historias no tienen finales felices? 
 
1) No _______________ quién es Dios. 
 
2) Él todavía es digno de nuestros ____________ y _________________. 
 
3) Él estará en el ___________ con nosotros. 



  
센터빌 침례교회 

주일,5월 31, 2020 

7번째 주: 희망이 없는 사람들의 하나님 
 

저번주 되돌아보기: 

로마서  15:4 -  무엇이든지 전에 기록된 바는 우리의 교훈을 위하여 기록된 것이니 우리로 

하여금 인내로 또는 성경의 위로로 소망을 가지게 함이니라 
 
 

빌 해쳐 목사님이 제일좋아하는 구약성경구절: 
 

아브라함: 창세기 18:10-14 
One-Liner:   
 

모세: 민수기 11:18-23 
One-Liner:   
 

엘리샤: 열왕기하 6:15-17 
One-Liner:   
 

예호사팟: 역대하 20:10-12 
One-Liner:   
 

다니엘: 다니엘 3:16-18 
One-Liner:   
 
 

우리의 이야기가 희극으로 끝나지 않는다면? 

1) 이것은 하나님의 __________ 바 꾸지를 않습니다.   /  It doesn’t _______________ who God is. 
 

2) 하나님인 그래도 우리의 _________  받기 마땅하십니다.   /  He is still worthy of our ____________  
 

3)  하나님음 우리와 ________________ 하십니다   /  He will be in the ___________ with us. 
 



 

 
             
  
                

 

 

                                  永活的盼望 系列 (第七講) 
 

                   在絕望中掌權的神 
 

面對冠狀病毒肆虐全球的災害時，人們正在在尋找希望。Josh 牧師在「永活的 
盼望」這一系列的講道裡用羅馬書來講解聖經裡的「盼望」。前面六週講到： 

”盼望是一個守約者”, “盼望是一個人，就是神”, “盼望幫助母親忍受分娩之痛後， 

更能喜樂的享有指望”，” 患難如何能生出盼望”，”聖經經文如何帶給我們盼望”。 

今天第七講 Bill 牧師要用五句經文金句來教導我們” 如何在絕望中經歷帶給人盼望

的神”。  
 
 
 來自舊約的金句： 
   

1. 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創世紀 18:14) 
 

2. 耶和華的膀臂豈是縮短了嗎？(民數記 11:23) 
 

3. 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列王記下 6:16) 
 

4. 我們也不知道怎樣行，我們的眼目單仰望妳。(歷代誌下 20:12) 
 

5. 即或不然，……(但以理書 3:18) 
   

 

如果我們故事的結局並不如意，說明了什麼？ 
 

1. 故事的結局如何並不能改變神的本性。 
 

2. 神仍然值得我們敬拜與降服。 
 

3. 即使在烈焰中，神也將會與我們同在？ 
 

 

 

 

 

 

講道使用經文 
 

羅馬書 15：4，13 
4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

望。 
13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妳們的心，使妳們藉著聖靈的能力

大有盼望。 
 

創世紀 18:10-14 
10
三人中有壹位說：“到明年這時候，我必要回到妳這裏，妳的妻子撒拉必生壹個兒

子。”撒拉在那人後邊的帳棚門口也聽見了這話。
11
亞伯拉罕和撒拉年紀老邁，撒拉的

月經已斷絕了。
12
撒拉心裏暗笑說：“我既已衰敗，我主也老邁，豈能有這喜事呢？”

13
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撒拉為什麽暗笑說：‘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養嗎？’

14
耶

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到了日期，明年這時候，我必回到妳這裏，撒拉必生壹個兒

子。” 
 

民數記 11:18-23 
18
又要對百姓說：‘妳們應當自潔，預備明天吃肉，因為妳們哭號說：誰給我們肉吃？

我們在埃及很好。這聲音達到了耶和華的耳中，所以他必給妳們肉吃。
19
妳們不止吃壹

天、兩天、五天、十天、二十天，
20
要吃壹個整月，甚至肉從妳們鼻孔裏噴出來，使妳

們厭惡了，因為妳們厭棄住在妳們中間的耶和華，在他面前哭號說：我們為何出了埃及

呢？’”
21
摩西對耶和華說：“這與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六十萬，妳還說：

‘我要把肉給他們，使他們可以吃壹個整月。’
22
難道給他們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

中所有的魚都聚了來，就夠他們吃嗎？”
23
耶和華對摩西說：“耶和華的膀臂豈是縮短

了嗎？現在要看我的話向妳應驗不應驗！” 
 

列王記下 6:15-17 
15
神人的仆人清早起來出去，看見車馬軍兵圍困了城。仆人對神人說：“哀哉。我主

啊，我們怎樣行才好呢？”
16
神人說：“不要懼怕。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

多。”
17
以利沙禱告說：“耶和華啊，求妳開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見。”耶和華

開他的眼目，他就看見滿山有火車火馬圍繞以利沙。 
 

歷代誌下 20:10-12 
10
從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妳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亞捫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以

色列人就離開他們，不滅絕他們。
11
看哪，他們怎樣報復我們，要來驅逐我們出離妳的

地，就是妳賜給我們為業之地。
12
我們的神啊，妳不懲罰他們嗎？因為我們無力抵擋這

來攻擊我們的大軍，我們也不知道怎樣行，我們的眼目單仰望妳。” 
 

但以理書 3:16-18 
16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對王說：“尼布甲尼撒啊！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妳。

17
即便

如此，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王啊，他也必救我們脫離妳的

手；
18
即或不然，王啊！妳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妳的神，也不敬拜妳所立的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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