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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解放日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                                    
≈罗马书6章18节≈ 

在 1865 年 6 月 19 日，林肯总统签署《解放宣言》两年后，高登·格杰将军在德克

萨斯州的贾文斯顿市，宣读了第三号将军令﹕「特告德克萨斯州全体人民，根据美国

总统的解放宣言，所有的奴隶都已自由了。」那时，虽然德州有些黑奴还不明白什么

是自由，但大部分奴隶开始欢庆得到自由。为纪念这一天，德州政府便把 6 月 19 日定

为官方节日──「六月解放日（Juneteenth）」。 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昭示了《解放宣

言》。25 年后，保罗写信给罗马的信徒，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仍不明白，从罪中被解

放意味着什么。他们以为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继续犯罪（罗马书 6 章 15 节）。所以保罗

运用大家熟知的事实，提醒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地位：就是我们顺服谁，谁就会是我

们的主人（约翰福音8章34节）。因此，我们若继续犯罪，就仍是罪的奴仆。  

另一个选择是作义的奴仆。救恩其实意味着我们所受的辖制改变了。我们从前是

罪的奴仆，但因着耶稣所赐的自由，我们现在已将生命献给义了。  

弟兄姊妹，让我们活出已经得着自由的身分──就是脱离罪的捆绑。 

救主破除罪权势， 早已赢得真胜利；  

靠主脱离罪捆绑， 他能战胜我仇敌。 

只有基督的奴仆才有真自由。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8年6月19日 ～ 

   
讲题:守住基督里的自由    经文:加 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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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圣衍 赵 婷 刘    莹/萧玉佳 李燕凌周    彤 喜乐/信实

下週 华    欣 华家庆 陈建荣 冯健雯 刘    莹/萧玉佳 李燕凌慎    玫 和平/温柔
 

上週(6 月 28 日)主日奉獻 
经常 11,733.97 

建堂 11,838.63午餐 422.00

差传 930.00 

神学生 0.00爱心 500.00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合计 25,424.60
 

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间聚会 週五聚会 
中文堂 399 中文堂 137 祷告会(中) 37 摩西 暂停 保罗 20 约瑟 28
英文堂 49  祷告会(英) 23 约翰 暂停提摩太 18 IFG 暂停

青/少年 103 高    中 8  仁 暂爱 停 喜乐 暂停 和平 暂停

  初    中 23   忍耐 暂停 恩慈 暂停 良善 暂停

  儿童(9:30) 43 週六聚会 信实 暂停 温柔 暂停 节制 暂停

  儿童(10:30) 135 东区 暂停  五中文堂团契(总)  

上
週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青年 暂停青少年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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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暂停 陈锦曡姊妹 
630-428-7514 

四 弟兄会 暑假暂停 黃富源弟兄 
630-512-0682 

青年 8：00p.m. 梁培华弟兄 
630-854-9209 

青少年 8：00p.m.
 Grace Pointe Church 锺声亮弟兄 

630-983-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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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子吉/郑有珍夫妇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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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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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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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区 7：00p.m. 各成员家庭                     赵    凯弟兄 
630-789-6752 

六 
粤语 7：00p.m. 各成员家庭(每隔一 六)           锺丽英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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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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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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为士师记之二(再把全书读一遍，特别注意最重要的部
分(三章至十六章)，六次被掳都是以「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恶的事」开始的) 。 
 

2009.1-6 经常 建堂 差传 爱心 神学生 

收入 $317,481.80 $164,046.32 $68,030.47 $850.00 $6,555.00 

支出 $264,548.94 $1,509,056.69 $76,115.28 $3,609.42 $8,115.00 

结余 $52,932.86 -$1,345,010.37 -$8,084.81 -$2,759.42 -$1,560.00 

7/5 士师记 3：7-11 第一次被掳与蒙救 

7/6 士师记 3：12-30 第二次被掳与蒙救 

7/7 士师记 4-5 第三次被掳与蒙救 
7/8 士师记 6-8 第四次被掳与蒙救 
7/9 四 士师记 10：6-12：7 第五次被掳与蒙救 

7/10 士师记 13-14 

7/11 士师记 15-6 
第六次被掳与蒙救 

 

 

主日崇拜程序 
晨间十时卅分整 

序乐 ........................................................................ ...赵 婷姊妹 

以 美感谢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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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1主！惟有祢主！…...............会         众             
                               2主祢本为大 
                            3诸天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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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睛已经看见…...…....诗      班 

信息………………守住基督里的自由(加 5:1–12) ..... 锺舜贵牧师                         

回应诗歌…………………主拯救我 ..................... 会   众 

圣餐 ....................................................................锺舜贵牧师 

                张纪德、周益弘、锺声亮、张自达、慎    玫、邹求仲、王成望、严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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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婷姊妹 

献诗歌词：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大荣光；  
祂正踏尽一切不良葡萄，使公义显彰； 

祂已抽出祂的怒剑发出闪闪的光芒，祂真理在进行。 
 

基督诞生於犹太地，美丽正如百合花； 
在祂心满有荣光，使我们改变像祂； 

祂舍命使世人成圣，我也愿舍己救人，真神正在进行。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我神正在进行。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陈国英、凌华、谭玉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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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堂后期工程正在加紧进行中。近两周将要进行的主要工程
有：①浇注人行道水泥；②铺设正门入口的水泥车道；③停
车场安全岛填土和柏油底层埋设水电管道；④门厅贴高硬度
瓷砖；⑤冷暖系统控制线路，等等。请弟兄姊妹继续为建堂
祷告。另外，本年度建堂奉献目标是$350,000，上半年实际
奉 献 为 $164,046 ， 尚 有 $185,954 的 差 距 ； 累 计 贷 款
$1,959,575，共支付利息$43,823。亦请弟兄姊妹一起关心支
持。 

3. 请弟兄姊妹在聚会时尽量靠前就座，将聚会厅左侧后边靠门
的座区留给带婴孩的父母亲。聚会期间若遇婴孩啼哭，请尽
速带离会场，以免影响崇拜进行。 

4. 七月号《活水月刊》和《号角月报》已到，请会后到走廊长
桌处取阅。 

5. CCMC 迦勒团契本週四(9)上午十时聚会，由卢兴怀夫妇分享
「结出丰盛的果实」，欢迎踊跃参加。午餐每位$6，请自行
安排交通。请有意参加的长辈於聚会后向周薇报名。 

6. 最近有人打电话至华人教会进行欺骗搅扰。电话内容大致
为：自称是大陆来的华工，在美国挖到宝物，因不懂英文需
要有人帮忙鉴定；或说有朋友在工程中挖到东西中邪胡言乱
语，希望牧师去祷告祈福，等等。请弟兄姊妹切勿上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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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一. 聚会出席方面 
 

崇  拜 主日学 平均 

人数/次 中文堂 ECHO Youth 中文堂 ECHO Youth 儿童 

2008 年 393.3 49.4 117.7 125.8 N/A 30.3 140.2 

2009.1-6 402.8 47.2 124.7 146.4 7.6 36.7 144.4 
 

祷告会 团契 平均 

人数/次 中文堂 英文堂 週五 週六 週三 

2008 年 43.4 14.2 309.8 15.2 7.0 

2009.1-6 47.0 8.2 311.2 28.1 8.3 

2009 年 1~6 月会务简报 

二. 奉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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