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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相信谁？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 
上帝所赐的。」        ≈以弗所书2章8节≈ 

  美国哲学家安．兰德于 1982 年过世，她生前曾吸引了一批跟随者，他们都读过她的

书，也听过她的演讲。她是一名个人主义者，她说：「如今我看清神是随意的模样，且

我高举此神超过世上一切。人自从存在后，一直寻找的就是此神，而这神会给予他们欢

悦、和睦以及尊严。这神只有一个单字，就是我。」当别人问她是否相信上帝时，她回

答：「这神就是我──我自己。」这位哲学家所相信的是「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  

保罗所见证的自信，与「自我中心」的谬论恰恰相反。他宣告：「我们这以上帝的

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腓立比书 3 章 3 节）。他只相信耶稣基

督，这位上帝道成肉身，充满慈爱、怜悯的真神。  

我们在以弗所书也读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

是上帝所赐的。」（以弗所书2章8节）  

「自我中心」这种自负自私的哲学思想，实为一种最终只证明了自我摧毁的狂妄。

我们是要信奉这样的观念呢？还是如同保罗一样，接受耶稣基督自我牺牲的恩典？ 

利路亚，因祂恩典我得救！赞美上帝，因着信救恩已成； 

我虽卑微不配得却坚定相信，藉上帝爱子救赎大功已完成。 

我们得救并非靠行为，而是相信基督的救恩。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8年11月13日 ～ 

   
讲题:使徒职分的辩解   经文:加拉太书 1:11~24    讲员:锺舜贵牧师 
  
 
 
 
 
 
 
 
 
 
 
 
 
 
 
 
 
 
 
 
 
 
 
 
 
  
 
 
 
 
 
 
 
 

 
 

 
 讲 员 领 会 领 唱 钢 琴   招          待 音 控 投 影  爱    筵

本週 锺舜贵 锺舜贵 林都丹 朱琇英 刘振纲/史薇薇 李燕凌慎    玫  摩    西

下週 潘文发 华家庆 吴剑翘 冯健雯 刘振纲/史薇薇 李燕凌慎    玫  摩    西
 

上週(1 月 11 日)主日奉獻 
经常 5,485.00

 

建堂 3,925.55午餐 557.00

差传 1,100.00
 

神学生 0.00爱心 100.00

 *奉献支票抬头-CCMC 合计 11,167.00
 

上 主日聚会人数 上 间各项聚会人数 
崇拜(中) 345 崇拜(英) 53 祷告会(中) 35 摩西 暂停 保罗 12 
  崇拜(青) 141 祷告会(英) 6 约瑟 27 约翰 暂停 
成主(中) 155   路得姊妹会 暂停 彼得 83 提摩太 6 
儿主(9:30) 45 初中 24      
儿主(10:30) 145 高中 15       
    IFG 32     
    青年 53     
    青少年 暂停  

 
星期 團契 時間 地點 聯絡電話 
二 禱告會 8：00p.m. 瑞柏基督徒教会(NCC) 630-560-9157 

三 路得姊妹会 10：00a.m. 瑞柏播道会(EFC) 陈锦曡姊妹 
630-428-7514 

四 弟兄會 8：00p.m. 瑞柏长老会(NPC 第一、三 四) 黃富源弟兄 
630-512-0682 

青年 7：45p.m. CCMC  梁培華弟兄 
630-854-9209 

青少年 8：00p.m. Grace Pointe Church 伍健真姊妹 
630-618-9938 

IFG 7：00p.m. 王圣衍/张祖望夫妇府 张祖望姊妹 
630-357-0912 

摩西 8：00p.m. 瑞柏长老会(NPC) 童则伟弟兄 
630-548-0250 

保罗 8：00p.m. 姚志毅/何瑶瑶夫妇府 
黄扬清弟兄 
630-428-9007 

彼得 8：00p.m. 各小组家庭 傅德荆弟兄 
630-416-3974 

約瑟 8：00p.m. 瑞柏基督徒教会(NCC) 袁恺民弟兄 
630-428-1815 

約翰 8：00p.m. 瑞柏基督徒教会(NCC) 萧英 弟兄 
630-718-1385 

五 
 

 

提摩太 8：00p.m. 各成员家庭 田    军弟兄 
630-527-8861 

六 粵語 7：00p.m. 各成员家庭(每隔一 六)           鍾聲亮弟兄 
630-983-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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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
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
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
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
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青年主任：梁培华弟兄 Youth Director: Mr. Michael Liang 
儿童主任：张惠俐姊妹 Children Director: Dr. Hui-Li Chang 
秘       书：周   薇姊妹 Secretary:  Ms. Wei Zhou 
电       邮：info@lwechurch.org      网址：http://www.lwechurch.org 
电       话：(630) 560 – 9157           传真：(630) 56 57 0 – 91
堂址/邮址：1256  Wehrli Rd. Naperville, IL 6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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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書籍:著重在知識性、分辨和護教性方
面,而非靈修或自傳性。 
現推介：A.《聖經通識手冊》[必讀]          
B.《為何說不?》C.《認識神》[B.C 二選一]     
D.教會贈送《基督教義的根基》[待確定]       
鼓勵團契選擇時間作讀書分享討論。 

自本周起，“每日读经”进度将配合教会鼓励阅读的 
巴斯德所著《归纳性研经》一书(可在教会网站-资源/灵粮 
共享中找到)，每周一课。本周为创世记之一(通读创世记)。 

 今年成人主日學準備開“認識聖靈”課程 

 教會網站:转载巴斯德所著的《歸納性研
經》，並鼓勵弟兄姊妹按其進度讀經。  

 透過月刊介紹基要信仰和教會信仰立場 

1/18 创世记 1～7 
1/19 创世记 8～15 
1/20 创世记 16～22 
1/21 创世记 23～29 
1/22 创世记 30～36 
1/23 创世记 37～43 
1/24 创世记 44～50 

紥根真道    同被建造 9 年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2009 年教会主题 

 

 

 舉行研經特會 

实施方法 

  

 

主日崇拜程序 
晨间十时卅分整 

序乐 ........................................................................ ...朱琇英姊妹 

以 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 ........................................................................... 林都丹姊妹 

美  .........................1颂讚全能上帝………….......会         众             
                               2投靠者的讚美 
                            3耶稣给你平安/鼓舞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牧祷................................................................................... 锺舜贵牧师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没有一座高山太高...….…....诗      班 

信息………………使徒职分的辩解(加 1:11~24) ....... 锺舜贵牧师                         

回应诗歌……………………心愿 ......................... 会   众 

献祷 ........................................................................... 锺舜贵牧师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 ............... 锺舜贵牧师 

三一颂 ....................................................................... 会   众 

祝祷 ........................................................................... 锺舜贵牧师 

殿乐………………................................................朱琇英姊妹 

献诗歌词：                 没有一座高山太高 

没有一座高山太高，没有一个环境太苦， 
我的心中只有主耶稣，单单跟随主脚步。  

虽然狂风海浪怒号，虽然遭受逼迫煎熬， 
我的心中只有主耶稣，我便不会被动摇。 

没有一个担子太重，没有一项工作太难， 
我的心中只有主耶稣，凡事交托主脚前。 

不要怕只要信，救主领我路， 
一切事临到我，有主好意图。 

我的心中只有主耶稣，我信靠我顺服就必蒙福。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锺劲、谭新华及今天来的新朋友与我们一起
敬拜主，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会後有简便午餐，欢迎留步
享用。 

2. 上週未领取 2008 年年度事工报告的弟兄姊妹，请於会后到
第一桌领取，每家一份。希望大家一起关心教会事工。 

3. 教会新徽标(Logo)评选细则将於近日出炉，具体投票时间和
方法另行通知。今天(18)中午 12:40-1:10 在 21 号教室召开 
徽标评选小组会议，请有关同工准时出席。 

4. 由於教会的非盈利机构申请手续仍在进行中，请弟兄姊妹在
奉献时继续使用抬头 CCMC，更改时间另行通知。 

5. 教会扩大同工会将於 2/14(六)上午 9:30-12:00 假瑞柏基督徒
教会 NCC 召开，商讨新堂的各项使用办法。请预留时间参
加。 

6. 教会月刊筹备会议今日下午(18)1:40 在锺牧师家召开，请有
心参与服事的同工准时出席。 

7. 教会诗班正在招募新团员，竭诚欢迎已信主受洗，愿意用音
乐恩赐参与事奉的弟兄姊妹向指挥杨乐蜜姊妹(630-428-
3997) 或班长王中言弟兄(630-548-3141)报名。 

8. 53Rt 以东的新团契正在筹备之中。家住东边尚未加入团契
的 弟兄 姊妹 和朋 友请 与赵 凯/谢 建芬 夫妇 联系 (630-789-
6752)。 

9. 大学生/研究生家长祷告会 1/25(日)晚 8 时整在余子吉/郑有
珍夫妇府(630-357-6836)举行，6-8 时为聚餐联谊时间。欢
迎家长们参加，一起为子女守望並彼此交谊。 

10. 芝加哥基督徒合唱团将於 1/31(六)晚 7:30 在 CCMC 举办诗歌
佈道会，欢迎参加。 

11. 肢体： 

*此部分内容不在网上登出，欲知详情，请参加教会祷告会，
或致电教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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