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修小品    

上帝的傑作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里造成的，为要叫我們行
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們行的。」                      ≈ 以弗所書2章10節 ≈ 

美國密西根州大湍市藝術博物館。收藏5000多件藝術作品，包括3500件版畫、

素描及攝影作品，1000件設計作品，還有700件繪畫跟雕塑作品。當我得知這個新的

博物館，也期待著去造訪時，我更不禁想到上帝的「博物館」。 

上帝是藝術家，他的創造神奇無比！但最了不起的傑作，是對人類的救贖。當我

們仍死在我們的罪中時，上帝藉由他的兒子耶穌基督，使我們得以重生(以弗所書2章

1，5節)。保羅提醒以弗所教會，他們是上帝的「工作」(10節)，希臘原文是「詩歌」

或「藝術作品」。上帝的藝術博物館就是教會，裡面有無數非凡的作品──上帝的子

民！ 

身為上帝的藝術作品，保羅說我們理當活出不同的生命。我們不該只靜靜地在

「博物館」裏享受團契生活；相反地，應該藉由行善，實際地表達上帝的愛。耶穌說

這些好行為，將使人歸榮耀於我們天上的父（馬太福音5章16節）。 

上帝並非要藉著耶穌讓我們成為博物館裡的館藏。他拯救我們，讓我們透過好行

為將他救贖及恩典的亮眼色彩，顯現給世人，並把處於黑暗的世界，帶向他愛的光明

之中。 

歌頌著我的救贖者， 
以血價贖回罪之囚； 
十架上他使我得赦， 
付贖價使我得自由。 

用生命所做的见证，才是最好的见证。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9年7月10日～ 

   
讲题: 平信徒的榜样 -吕底亚   经文: 徒 16:11-15 讲员: 张伯笠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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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 张伯笠 汪贤浩 黄锡惠 冯健雯 冯长廷/胡    捷 李燕凌周   彤 和平/温柔

下週 李    钧 胡枋国 王圣衍 徐敏慧  冯长廷/胡    捷 李燕凌慎   玫 和平/温柔
 

上週(11月 1 日)主日奉獻 

经常 12090.00 建堂 
9936.00 爱心 

800.00 午餐 746.00

差传 4960.00 神学生 155.00 夏令会 0.00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合计 28687.00 

 
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间聚会 2009佈道会 

中文堂 360 中文堂 168 祷告会(中) 44 週五 593   
英文堂 66  祷告会(英) 9 週六(am) 110   
青/少年 126 高    中 27 路得姊妹会 6 週六(pm) 432   

 初    中 16       

  儿童(9:30) 46 週六聚会    
  儿童(10:30) 156 东区 8    

上
週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青年 89 青少年 38  
 

星期 團契 時間 地點 聯絡電話 
二 祷告会 8：00p.m.                 LW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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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培华弟兄 
630-854-9209 

青少年 8：00p.m.
                LWEC 徐意蓉姊妹 

630-718-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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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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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水福音教会 

Living Water Evangelical Church 

Bulletin 
 
 

 
 

2009 年 
秋季佈道会 

 

 
 
 
 
 
 
 

创立：2000 年 10 月 8 日 

 

2009 年 11 月 8 日 

 
 
 
主任牧师：锺舜贵牧师 Senior Pastor: Rev. Norman Chung 
助理牧师：华   欣牧师 Assistant Pastor: Rev. Gary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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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秘       书：周   薇姊妹 Secretary:  Ms. Wei Zhou 
电       邮：info@lwechurch.org      网址：http://www.lwechurch.org 
电       话：(630) 983 – 5677           传真：(630) 98 77 3 – 56
堂址/邮址：1256  Wehrli Rd. Naperville, IL 6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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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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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锡惠弟兄 

美  .........................1祢真伟大………………...... 会         众             
                               2神是爱 
                                  3奇異恩典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牧祷...................................................................................  华    欣牧师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路…..……..…....…..…  诗      班 

信息…………平信徒的榜样---吕底亚(徒 16:11-15) ...  张伯笠牧师                         
回应诗歌……………主我愿像祢.........................  会   众 

献祷 ...........................................................................  华    欣牧师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 ...............  汪贤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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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祷 ...........................................................................  华    欣牧师 

殿乐……………….................................................冯健雯姊妹 

献诗歌词：       路                       
在我面前有两条路，  跟随我主不会失败， 
跟随世界或跟随主，    越过高山经过大海， 

   我要选择赶快选择，   祂的柔声会带领我， 
我应该走哪一条路；  我不胆怯我不惧怕。 
我要祷告求主帮助，     我要祷告求主帮助， 
让我明白让我清楚，     让我明白让我清楚， 
我要靠祂完全靠祂，     我要靠祂完全靠祂， 
选祂的路。   选祂的路。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符致逊/符自然、周荣林及今天来的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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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带领张伯笠牧师前来带领 2009 年佈道会並传讲信
息，求主保守张牧师个人、家庭与服事。 

3. 请弟兄姊妹凭感动填写差传认献表，一起参与普世宣教。会
后请将认献表投入奉献箱。 

4. 11 月 22 日将举行年度会员大会，对新执事及 2010 年年度
预算进行投票确认。11 月 15 日将召开沟通会及缺席投票。
请预留时间参加。 

5. 新堂献堂礼拜定于本月 29 日下午 3：00 举行，请预留时
间，共庆主恩。 

6. 本周祷告会将于周二晚在新堂 English Chapel 举行。届时有
宣教士的特别分享，请踊跃参加。 

7. 由生命季刊主办的“中国福音大会 2009”将於 12 月 26 日
至 30 日在芝加哥举行。请弟兄姊妹预留时间踊跃出席。10
人以上集体报名有优惠。详情请登录 www.gfcc09.org。 

8. 十月份《号角月报》已到，请於会后到走廊长桌取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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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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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为历代志上之二(仔细阅读十一章至十九章) 

  
 

11/8  历代志上 11 

11/9  历代志上 12 

11/10  历代志上 13 

11/11  历代志上 14-15 

11/12 四  历代志上 16-17 

11/13  历代志上 18 

11/14  历代志上 19 

日(六)晚上 7 时 30 分洗 2 
 

冬季(12~2 月)成人主日学课程 
       

*上课时间：主日早上 9:20~10:20   

同时有儿童主日学及幼儿看顾 

 

编号 课 程 名 称 教  师 适    合 

101 基要真理 孙伟中 慕道/初信 

102 初信造就 慎  玫 初信者 

202-II 旧约概论（下） 华  欣/高青林 所有 

207-07 士師記路得記选读 王圣衍、缪洪宇 所有 

403 小组同工训练 锺舜贵 所有 

409-II 教会历史（下） 潘柏滔/赵任君 所有 

 加哥華人基督徒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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