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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我们相信 

        「愿颂赞归与……上帝。他……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
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彼得前书1章3节≈ 

在 2005 年的卡翠娜飓风让大水淹没了纽奥良。但 17 个月后，因着一件不可思议的

事，这座城市有了新的盼望。纽奥良圣徒队──一支长期不被人看好的橄榄球队，竟然

跻身国家联盟的超级杯冠军赛。全城兴奋无比，标语写着：「我们相信」，以示崭新的

日子来到。  

节目制作人昆.大卫斯评论这个现象说：「当赛季结束后，飓风所带来的惨状仍然

存在。」他补充说：「但若这样的奇迹能发生在纽奥良的球队身上，它也能发生在任何

事上。」  

尽管圣徒队以一场之差与冠军失之交臂，但可能获胜的想法却很鼓舞人心。许多人

曾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但如今他们开始认为凡事都有可能。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耶稣从死里复活，也让我们知道凡事皆有可能。基督已经战

胜死亡，宣告上帝的能力赐给我们新生和盼望。保罗写道：「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

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罗马书8:11）  

在人类历史上，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对基督徒来说，没有任何事像耶稣从死

里复活一样，能让我们今生满怀盼望，并在将来得到完全的胜利。 

耶稣基督今复活，号角宣告胜死亡； 

坟墓牢笼已打开，锁链将罪来捆绑。 

基督复活是承诺的蓓蕾；信徒复活是兑现的鲜花。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8年3月23日 ～ 

   
讲题: 得胜之道   经文: 罗马书 8：1-17         讲员:华欣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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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 华    欣 锺舜贵 王圣衍 冯健雯 郑    皓/许毅英 邱克勤慎    玫 保罗/粤语

下週 华家庆 汪贤浩 赵匀婷 沙    崙 郑    皓/许毅英 邱克勤慎    玫 保罗/粤语
 

上週(4 月 5日)主日奉獻 
经常 18,070.95 

建堂 6,682.85午餐 676.01

差传 4630.00 

神学生 0.00爱心 0.00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合计 30,059.81
 

上 主日聚会人数 上 间各项聚会人数 
崇  拜 主日学 祷告会(中) 46

中文堂 378 中文堂 142 祷告会(英) 7 
英文堂 39 英文堂 6 路得姊妹会 10
青/少年 132 高中 18  

  初中 24   
  儿童(9:30) 50 

  儿童(10:30) 135 
    

英文堂 
受难日 

联合聚会
167

中文堂 
耶稣受难日
联合聚会 

303 

 
星期 團契 時間 地點 聯絡電話 
二 祷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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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会 8：00p.m. 瑞柏长老会(NPC 第一、三 四)黃富源弟兄 
630-512-0682 

青年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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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懿仙姊妹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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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平/陈秋蓓夫妇府 
许壮钦弟兄 
630-357-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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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慧鹃姊妹 
630-357-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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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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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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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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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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为民数记之一(为对民数记之信息有一完整的概念，请
先把整书读一遍) 。 

【苏文峰牧师简介】1947 年生于台湾。1969 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
1970 年起蒙召全时间事奉，在台湾校园福音团契负责文字工作，曾任
《校园杂志》主编及校园出版社社长。1980 年离台赴美，在基督使者协
会负责文字及校园事工，主编《使者杂志》达十二年，其中有四年义务兼
任宾州兰城教会牧师。1988 年美国福乐宣教学院毕业。1992 年 7 月起创
办以中国大陆学人为对象的布道刊物《海外校园》，现任社长和美国校园
团契总干事。 
  苏牧师经常应邀在北美及世界各地讲道，并主领中国学人事工、文字
工作、小组查经、灵命塑造等培训课程。另在美国洛杉矶的台福神学院及
中华福音神学院兼任“中国教会史”及“海外中国学人事工”两门课的讲
师。编选过多种丛书，并经常发表文章于中文基督教刊物。 

   

✵ 请继续为建堂祷告 
✵ 请继续为建堂奉献 

 

主日崇拜程序 
晨间十时卅分整 

序乐 ........................................................................ ...冯健雯姊妹 

以 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 ........................................................................... 王圣衍弟兄 

美  .........................1我主基督已显明……...........会         众             
                               2祢配得至圣荣 
                            3因祂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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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不在此.…....….…....诗      班 

信息……………………得胜之道(罗 8:1-17).............. 华    欣传道                         

回应诗歌…………………...阿爸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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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健雯姊妹 

献诗歌词：        不在此 
谁能把石头辊开？天亮时妇女到墓前徘徊； 

带著贵重的香膏准备膏抹主身体，她们正在忧伤哭泣。 
不料奇妙大神蹟在她们面前彰现，看见一位白衣天使从天上降临； 

天使把石头辊开，她们走进坟墓，只是不见主耶稣身体。 

哈利路亚！她们高声欢欣一同歌唱！ 

祂不在此，祂不在此，如祂所说祂已复活！ 
祂不在此，祂不在此，如祂所说从死里复活！ 

救赎使命已经完成，君王冠冕祂今荣戴，祂已得胜！ 
祂不在此，祂不在此，因祂已从死里复活！ 

在幽静的花园里，找不到主的身体， 
死亡锁链无能力，不能把祂禁闭； 

死亡不再有能力，复活叫世人称义； 
完成救赎拯救普世罪人，宣扬好信息。 

祂不在此，祂不在此，请来看救主安葬的坟墓； 
祂不在此，祂不在此，耶稣已复活荣耀大喜日！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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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今日下午将有敖清嫦、邴桂卿、杜宇含、冯静、高
淑田、李涛、李瑛昊、刘童、莫敬就、林凯玲、汤慧智、王
官荷、王晶、汪睿等十四位中文堂的弟兄姊妹(另有四位青
年人)受洗归主。施洗礼拜将於 1:30 假瑞柏基督徒教会举
行，请弟兄姊妹前往观礼，给予祝福。 

3. 感谢主，今天有徐惠玲、胡捷、华慧明、王洪兰、王英魁、
贾静、肖琳等 7 位弟兄姊妹成为教会会员。祝贺他们成为教
会大家庭的正式成员。 

4. 2009 年夏令会将於 8 月 6 日至 9 日(週四~週日)假北伊利诺
大学的大学广场举行。今年的主题是“灵命的建造”，特邀
苏文峰牧师担任主题讲员，李道宏牧师和苏师母担任专题讲
员(参见右页)。请弟兄姊妹预留时间，同享属灵盛筵。 

5. 教会将於 9 月举行第 6 届重申婚约典礼。欢迎未曾在教堂举
行婚礼的弟兄姊妹踊跃报名，在神面前重新立约。请联络庄
红卫姊妹(630-355-6476)。 

6. 请於即日起将奉献支票抬头改写为 LWEC。 

7. 4 月份《号角》已到，欢迎会后取阅。 

8. 肢体 
，求主的恩典扶持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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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4/12 民数记 1-4 
4/13 民数记 5-9 

4/14 民数记 10-14 
4/15 民数记 15-20 

4/16 民数记 21-25 

4/17 民数记 26-30 

4/18 民数记 31-36 

 
 

2009 年夏令会 
主    题：灵命的建造  讲员：苏文峰牧师 
专题一：简朴生活的秘诀 讲员：苏郑期英师母 
专题二：亲子关系  讲员：李道宏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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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堂奉献总数 
2009.01.01 至 2009.4.5 

目标：$350,000 

实收：$7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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