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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可救万人 

「我劝你……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提摩太前书2章1节 ≈ 
我们每一天都有急切需要为「一切在位的」祷告（提摩太前书 2 章 2 节），不过

「一切」这两个字包含了罪大恶极的领导者吗？有哪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是无可救药，

祷告帮不了他们的呢？  

其实答案可在提摩太书 2 章 1 节的“因此”一词中找到，这把我们指向随后的经

文。在提摩太前书 1 章 12-17 节，保罗坦诚自己曾是亵渎上帝的、逼迫人的、侮慢人

的（13 节），他坚决确信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而他强调：「在罪人中我是个

罪魁。」（15节）  

保罗解释说他蒙了上帝的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他身上显明他无尽的忍耐，给

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16 节）。实际上，保罗说：「如果连我，罪人中的罪

魁，都能得拯救，则万人皆可。」“因此”他劝我们为所有在位者祷告，因我们的救

主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2章4节）。  

因此我们不但要祈求有德行的领导人在行事上有智能，也要为不敬虔者的得救而

代求，因为上帝要万人得救。。 

义人为领袖的代求， 使谁都有神的恩典；  

神的子民提出申诉， 主的道必有其响应。 

要上帝影响领导者，先为他们向上帝代祷。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3年4月15日 ～ 

   
讲题:教会的公祷(一)      经文: 提前 2:1-7      讲员:锺舜贵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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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 锺舜贵 锺舜贵 王圣衍 冯健雯 冯长廷/胡    捷等 袁恺民 田   军 徐意蓉 保罗/粤语
提摩太 

下週 范学德 华家庆 陈建荣 沙    崙 冯长廷/胡    捷等 邱克勤 田   军 余子吉 保罗/粤语
提摩太

 

上週(1月 3日)主日奉獻 

经常 13,670.00 建堂 
8,925.00 爱心 

0.00 午餐 545.00

差传 1,495.00 神学生 95.00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间入口两侧 合计 29,230.00
 

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间聚会 週五聚会 
中文堂 455 中文堂 150 祷告会(中) 63 摩西 50 保罗 11 约瑟 30
英文堂  祷告会(英) 18 约翰 7 提摩太 11 IFG 16
青/少年

220
高    中 33 路得姊妹会 14 仁爱 11 喜乐 26 和平 25

 初    中 19   忍耐 暂停 恩慈 11 良善 21

  儿童(9:30) 42 週六聚会 信实 暂停 温柔 14 节制 17
  儿童(10:30) 145 东区 暂停 西南 1 21 五中文堂(总) 271

上
週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青年 63 青少年 38
 

星期 團契 時間 地點 聯絡電話 

二 姊妹会 10：00a.m. 地下室 B03 李恕爱姊妹
630-428-9007

三 祷告会 8：00p.m.地下室英文崇拜堂 630-983-5677 

青年 8：00p.m. 地下室 梁培华弟兄 
630-854-9209 

青少年 8：00p.m.地下室 徐意蓉姊妹 
630-718-1190 

IFG 

摩西 

保罗 

彼得 

约瑟 

约翰 

提摩太 

东区 

五 
 

 

粤语 

8：00p.m. 

中文堂团契/小组 

联合聚会 

地点——教会大堂 

 

马学武弟兄
630-461-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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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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牧师：朱哲辉牧师 English Pastor: Rev. Alex Chu 
青年主任：梁培华弟兄 Youth Director: Mr. Michael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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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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5677 83

  地       址：1256  Wehrli Rd. Naperville, IL 6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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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年度主题 

  — 放长绳子 扩张帐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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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会         众             
   2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3让全世界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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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的心欢欣.....…..…....诗      班 

信息…………………教会的公祷(一)(提前 2:1-7) ...... 锺舜贵牧师                         
回应诗歌……………….愿万民归向你................. 会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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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新执事就任及事工报告………………………....... 锺舜贵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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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真的心欢欣 

纯真清洁的心，欢欣颂歌感恩， 
基督君王率领前进，十架旗号飘扬。 
欢欣，欢欣，歌唱、感谢、欢欣。 

人生漫漫长路，歌声涌溢滔滔， 
不分昼夜、悲喜、祸福，老少讚主恩浩。 

欢欣，欢欣，歌唱、感谢、欢欣。 

高举十架旌旗，军装全备勇战， 
基督精兵黑夜争胜，直到曙光辉煌。 
欢欣，欢欣，歌唱、感谢、欢欣。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江梅珍、梁义和/朱荣明、佟光琨/林惠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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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伊始，再次提醒弟兄姊妹准时出席主日崇拜，存恭敬的
心敬拜主，亦请大家积极参加教会祷告会，一同守望祷告。 

3. 目前主日崇拜聚会时依然存在停车位匮缺的问题。为让更多
的人能来参加聚会，使福音更加广传，请弟兄姊妹、各团契
/小组安排合伙用车，尽量避免每家一车或每家数车，把停
车位让给年长者和慕道友。谢谢大家的配合。 

4. 本週五(15)晚八时在教会大堂举行今年首次团契联合聚会，
由锺牧师作专题讲座，请准时参加，各小组活动暂停一次。 

5. 今天下午 1:15 – 3:00 在英文崇拜堂召开团契/小组同工沟通
会议，讨论团契分区规划草案，请全体同工准时参加。 

6. 请愿意参与招待、音控、录影及器乐等项服事的弟兄姊妹会
后到大厅登记。 

7. 重新调整后的姊妹会已开始每週二上午的聚会，欢迎姊妹们
踊跃参加。本週二(12)的聚会内容有查经和健身操活动，下
週二(19)有影片欣赏及烹饪示范。 

8. 大学生/研究生家长祷告会将於今晚 7:45 至 9:45 在教会二楼
会议室举行，欢迎家长们踊跃参加。 

9. 3 月 13 日(六)全天和 15 日(主日)下午，教会将主办特别讲座
《让启示录向现代人说话》，特邀潘秋松牧师主讲。请弟兄
姊妹预留时间。报名表、课程介绍与要求备索。联络人周薇
(630-983-5677)。 

10. 一月份《号角月报》已到，请与会后到大厅西侧取阅。尚未
拿到一月份《活水月刊》的弟兄姊妹，亦欢迎前往取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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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目望田 

  美国—人口：三亿零八百卅二万六千 
1. 感谢神过去二百多年恩待美国，使美国成为富强而信神的

国家； 
2. 求神赦免美国的罪，医治美国大地，赐美国谦卑的心，悔

改的灵，愿意寻求神的面，帮助美国远离恶行； 
3. 为美国政治领袖代求，使总统、副总统、内阁成员、参众

两院议员都尊主为大，行事为人敬虔、正直； 
4. 求神赦免美国社会各项罪恶，为媒体不致沦为罪恶的工具

祷告，为各级学校能培育年轻一代有正确的信仰、价值
观、道德观祷告。 

5. 求神赦免美国教会日渐世俗化，信徒的质与量每况愈下的
罪，求神帮助教会重新得力，成为社会的明灯，注重本地

道，呼唤美国人回归真神，求神继续使用美国教会在普
世宣教事工上发挥更大作用。 

        
骨肉之亲 

  北京—人口：一千三百八十二万九千(*常住人口) 
1. 为北京教会的不断增长与复兴感谢 美主，求主通过自己

的教会吸引更多渴慕真理的人认识独一的真神。 
2. 求主用全备的救恩装备每一个信徒，赐下分辨的灵抵挡来

自异端的攻击。 
3. 求主在政府机关、大专院校及各行各业中使用 的儿女作

真理的见证，带领更多的人信主。 

本年度“每日读经”进度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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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为
以斯帖记之一 (读本书两遍)。  

        

1/10   以斯帖记 1-2 

1/11   以斯帖记 3-4 

1/12   以斯帖记 5-6 

1/13   以斯帖记 7-8 

1/14 四   以斯帖记 9-10 

1/15   以斯帖记 1-5 
1/16   以斯帖记 6-10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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