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修小品    

神学地理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
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希伯来书11章6节≈ 

据国家地理杂志 2006 年的调查报告指出，许多年轻的美国人是地理文盲。调查结

果显示：18-24 岁的美国人，有 63%无法正确地从中东地图上指出伊拉克的位置。而他

们对美国地理的认知更糟，一半的人无法在地图上找出纽约，三分之一的人无法找到

路易斯安娜州，48%的人无法指出密西西比州的位置。  

日常生活中能懂一点地理是有帮助的，但是神学地理（找寻上帝）是更重要的，

无论是现在还是永生。  

在希伯来书 11 章 6 节中，我们知道要去找寻上帝并取悦祂之前，我们必须相信祂

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如何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呢？找寻上帝是关乎信心的事：相信祂

并委身于祂。这种信心和委身必须强烈地持续着，即便信心的目标是无法看见的。希

伯来书的作者和使徒约翰都同意，唯有藉着相信祂的独生爱子耶稣，才是找寻上帝、

取悦上帝的唯一方法（希伯来书11章6节；约翰福音14章6节）。  

唯有上帝能让我们找到祂，凡寻求上帝的就必寻见，因为上帝会赐他们一颗辨识

的心来认识祂这位真神（耶利米书29章13-14节）。  

寻求上帝之后我才知晓，祂感动我的心来认识祂，如同祂找寻我， 

我无法寻着真正的救赎者，而是被祂寻着。 

若要找到上帝，先要愿意寻求祂。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8年10月30日 ～ 

   
讲题:唯有基督                   经文:约 3:16              讲员:黄力夫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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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 黄力夫 胡枋国 华    欣 赵匀婷 刘    莹/萧玉佳 李燕凌周    彤 节制/良善

下週 黄多赐 华   欣 陈建荣 冯健雯 赵匀婷/周    烨 周    平慎    玫 节制/良善
 

上週(7月 19 日)主日奉獻 
经常 7,469.87 

建堂 3,890.56午餐 364.00

差传 950.00 

神学生 400.00夏令会 0.00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合计 13,074.43
 

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间聚会 週五聚会 
中文堂 380 中文堂 138 祷告会(中) 59 福音特会 368   
英文堂 54  祷告会(英) 14      
青/少年 92 高    中 12      

  初    中 17       

  儿童(9:30) 38 週六聚会    
  儿童(10:30) 119 东区 17   五中文堂团契(总) 368 

上
週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青年 48 青少年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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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    立弟兄 
630-541-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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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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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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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为撒母耳记上之一(把本书由头至尾读一遍) 。 
 

        

 

主日崇拜程序 
晨间十时卅分整 

序乐 ........................................................................ ...赵匀婷姊妹 

以 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 ........................................................................... 华    欣传道 

美  .........................1贺祂为王……………….......会         众             
                               2磐石磐石耶稣基督 
                            3祢爱永不变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牧祷................................................................................... 华    欣传道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神慈爱…...….....…....诗      班 

信息……………………….唯有基督(约 3:16) ........... 黄力夫长老                         

回应诗歌………………….真神羔羊 .................... 会   众 

献祷 ........................................................................... 胡枋国弟兄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 ............... 胡枋国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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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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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乐………………................................................赵匀婷姊妹 

献诗歌词：      神慈爱 
 
 

神慈爱如浩瀚汪洋，如洪流涌溢澎湃， 
当救主生命的君王，流宝血赎我罪债。 
我岂能忘记主大爱；我岂能不讚美主！  
祂的名要传到万代，至天上永远居处。 

 
在救主被钉的山上，有水泉极其深广； 
主敞开施恩的泉门，恩典如滚滚波浪。 
爱与恩像滔滔江河，自高处不断涌流。 
赐平安和完全公义，临世间救赎罪人。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邴建真、温坤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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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晚的福音特会有 8 位弟兄姊妹决志信主，求主
保守他们继续在真道上追求。感谢黄力夫长老前来传讲福
音，求主赐福他的家庭、工作与事奉。 

3. 夏令会网上报名工作已於上週一截止。感谢主，中文堂有
242 位，青少年有 85 位报名参加。因故未能及时报名者，
请於今日会后到第一桌与同工联系，填表补行註册手续，今
日后恕不再授理，谢谢弟兄姊妹的合作。 

4. 8/9(日)因夏令会，林肯中学主日崇拜将改在 DeKalb 的大学
广场举行，请弟兄姊妹移步参加(地址及驾车路线参见右
页)，注意崇拜开始时间是早上 9:30。 

5. 锺舜贵牧师 7/31 接受腰椎间盘手术，之后将休假一个月，
其间职缺由华欣传道代理。 

6. 9 月初将有施洗礼拜。愿意接受洗礼者，请尽速向吴剑翘弟
兄(630-961-0911)报名。另外，在本教会聚会超过半年，已
受洗並有意转会的弟兄姊妹，以及在本教会受洗，已完成规
定之主日学课程，愿意正式成为教会会员的弟兄姊妹，请向
马学武弟兄(630-922-9986)报名。 

7. 有意在秋季参加“第 6 届重申婚约典礼”的夫妇请抓紧向庄
红卫姊妹(630-355-6476)报名，尚余一对名额。 

8. CCMC 迦勒团契将於 8/12(三)前往芝加哥千禧年公园郊遊及
文化中心欣赏音乐，请於当日上午 8:45 抵达 CCMC，9:00
准时出发。交通费每人 5 元，午餐请自备。有意參加者請向
罗晶姊妹(630-852-0256)问讯报名。 

9. 由芝华宣道主办的秋季福音营将於劳工节长週末(9/5-7)在
Cedar  Lake 举行。请弟兄姊妹邀请慕道友参加。每人实际
费用$120(含吃住)，慕道友参加仅需支付$30，同工支付
$75，其余部分由教会补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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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碎性骨折，现已手功。主赐恩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7/26 撒母耳记上  1- 3 

7/27 撒母耳记上  4- 7 

7/28 撒母耳记上  8-10 
7/29 撒母耳记上 11-15 

7/30 四 撒母耳记上 16-20 

7/31 撒母耳记上 21-25 

8/1 撒母耳记上 26-31 
             
 

  夏夏令令会会赴赴会会说说明明  
【携带物品】 

1. 大学广场提供床单、枕头、毯子 、浴巾。自备被子、毯子以 
防房间温度过低。 

2. 自备盥洗用品(牙刷、牙膏、漱口杯、肥皂、洗髪水)、拖
鞋、球鞋、泳衣和泳巾，文具用品(笔、笔记本)及圣经，运
动器材。 

3. 请婴幼儿家长自备婴幼用品，5 岁以下不分床位，请自备睡
袋。 

4. 会场气温较低，请赴会者(包括通勤者)带上长袖外衣。 

   【缴费/报到】 
1. 请弟兄姊妹尽量於下主日(8/2)按照同工计算出的费用总数缴

付夏令会食宿及报名费(请在支票上注明联系电话)，以减少
营会报到当日同工的工作量。 

2. 八月六日当天晚间 5:30 ~ 7:00 供应晚餐(从瑞柏市至会场大约
需一小时)，若许可，请於是日下午 4:30 ~ 5:00 间起程前往。 

3. 在会场报到处向同工领取夏令会手册、名牌。再向 University 
Plaza 领取钥匙。 

4. 如果临时不能参加夏令会或晚上 9:30 后才抵达，请立即通知
註册负责同工陈益生。 

【地址/驾车路线】 

开车从教会新堂到大学广场总共路程约 42.8 哩，需时约 54 分钟 

University Plaza(大學廣場)  900 Crane Dr. DeKalb IL 60115 

• 朝西，走 75th St，於 IL-59 N 处向右(北)转， 
• 走 I-88 W/Toll Road(部分收费路段)，西行 31.6 哩， 
• 在 Annie Glidden Rd/IL-23/IL-38/DeKalb 出口 ，右转走 S 

Annie Glidden Rd ， 
• 於 Crane Dr 向右转，即可见停车场及大学广场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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