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修小品    

传扬福音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上帝的福音给你们，连自
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8节 ≈ 

在德州中部，一对退休的夫妇为当地大专院校的 45 名一年级学生提供四年的奖

学金。领取奖学金的学生只需符合几个条件，就是他们不能吸毒，而且是本区中学的

毕业生，并就读官方认可的德州公立大学、专科学校和职业学校，此举使家长、教师

及学校委员会皆感到极为惊讶。原来在早年，这对老夫妇中的丈夫因接受某公司资助

他一半的学费而能完成学业，他始终把这事谨记於心。他说：「我得到他们的帮助，

而现在是轮到我帮助他人的时候了。」  

我们都有与人分享的恩赐（天赋）。虽然那可能不是金钱，但却能使我们的生命

变得更为美好。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人：「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上帝的

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帖撒罗尼迦前

书2章8节）。  

当你需要传扬基督之名的时候，你有甚么恩赐（怎样的天赋）？能够耐心聆听别

人的心声？在查经小组里与人分享，启发组员从经文中学习？为忧愁的人寄上一张卡

片，表达你的关心？  

当我们充满喜乐地将自己的一切都融入传福音的使命之中，就会结出丰硕的圣灵

之果。 

耶稣是最为信实和荣耀的，  

在接收从他而来的讯息和话语当中， 

他也同时将爱给予我们。 

上帝是如何赐给你，你也当如何传给别人。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3年12月7日 ～ 

   
讲题:教会的公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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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剑翘 徐敏慧 冯长廷/胡    捷等 邱克勤 田   军 陈圣洁 仁爱/恩慈

下週 华    欣 邹发森 赵匀婷 冯健雯 冯长廷/胡    捷等 袁恺民 田   军 罗世真 仁爱/恩慈
 

上週(1月 17 日)主日奉獻 

经常 $18,227.12 建堂 
$3,110.00 爱心 $4,120.00 午餐 $713.00

差传 $3,610.00神学生 $0.00   

合计 $29,780.12 * 平均每週奉献需要$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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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间聚会 週五聚会 
中文堂 454 中文堂 164 祷告会(中) 67 摩西 60 保罗 13 约瑟 30
英文堂 75  祷告会(英) 32 约翰 13 提摩太 13 IFG 18
青/少年 123 高    中 34 路得姊妹会 27 仁爱 15 喜乐 16 和平 24

 初    中 20   忍耐 22 恩慈 20 良善 20

  儿童(9:30) 37 週六聚会 信实 19 温柔 19 节制 17
  儿童(10:30) 151 东区 暂停  1西南 13 五中文堂(总) 332

上
週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高中 78 初中 42
 

时间/地点 团契 联络人 团契 联络人 
週二 

10：00a.m.
在教会 

姊妹会 
李恕爱姊妹 

630-428-9007   

週三 
8：00p.m. 

在教会 
祷告会 

教会办公室 
630-983-5677   

高中生 
梁培华弟兄 

630-854-9209 初中生 徐意蓉姊妹 
630-718-1190 週五 

8：00p.m. 
在教会 IFG 

张祖望姊妹 
630-357-0912

  

恩慈 刘建军弟兄 
630-820-8557  

西北区
摩西 
各组 

童则伟弟兄 
630-548-0250 

 
西区 

忍耐 樊国樑弟兄 
630-551-3717 

仁爱 吴坚弟兄 
630-922-3675 约翰 吴慧鹃姊妹 

630-357-2720 

和平 李友麟弟兄 
630-416-6122 温柔 李   元弟兄 

630-718-1231 

 
 

西南区
西南一 龚汀坚弟兄 

630-922-7298 节制 张永康弟兄 
630-717-8082 

喜乐 常彼得弟兄 
630-357-8773

 
 
 

北区 
提摩太 邹    立弟兄 

630-541-7710

良善 刘遵平弟兄 
630-401-5846 保罗 黄扬清弟兄 

630-428-9007 

週五 
8：00p.m. 

 
在各小组家庭
或租用场地 

 

 
 

东南区
信实 张    伟弟兄 

630-579-9374

 
南区 约瑟 杨    堃弟兄 

630-983-3576 
週六 

7：00p.m. 
在各小组家庭

东区 东区一 赵    凯弟兄 
630-789-6752 粤语(隔 ) 锺丽英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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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主任：梁培华弟兄 Youth Director: Mr. Michael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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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 5677           传真：(630) 3  – 6737 55

  地       址：1256  Wehrli Rd. Naperville, IL 60540 



 加拿大—人口：约三千三百廿一万三千，天主教占

42.6%，基督徒 27.8%，穆斯林 1.9%，无信仰 16%。 
1. 求主 启信徒属灵的悟性，真知道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

在生活中活出神的话。 
2. 加拿大近年来经历圣灵带领的合一运动，也成为列国的祝

福；求主继续祝福加拿大教会的合一，特别在原住民间，
也在英语与法语的教会中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
的心。 

3. 为加拿大华人教会合一、为加拿大华人信主且成为加国及
其本国的祝福祷告。 

主后二○一○年一月廿四日                                                                                                                   LWEC  2010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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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敏慧姊妹 

以 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 ........................................................................... 吴剑翘弟兄 

美  ............................1先圣之神…….......................会         众             
   2人算甚么 
                                     3沙漠中的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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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若专心一意..…..…....诗      班 

信息………………….教会的公祷(二) (提前 2:1-7) ..... 锺舜贵牧师                         
回应诗歌………………….喜传福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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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敏慧姊妹 

献诗歌词：  你们若专心一意 

“你们若专心一意寻求我，就必定可以寻见我。” 
主已应许。 

 
啊！但愿我知往哪里去， 

往哪里去可寻见我的救主！ 
得见我的救主！ 

啊！但愿我知往哪里寻找！ 
 

“你们若专心一意寻求我，就必定可以寻见我。” 
主已应许。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李伶、王漫、杨俊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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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启用新堂后，教会每週所有的开支平均约$25,000，请
弟兄姊妹一起关心，並恪守圣经教导，献上当纳的，使神的
家有粮。 

3. 感谢主，上週主日停车问题已有改善，也谢谢弟兄姊妹的配
合，希望弟兄姊妹继续保持“共乘”习惯，或使用远处停车
场，每辆车至少载四人到教会，使新朋友能方便停车，有机
会听到福音。 

4. 今天继续开放赈灾特别奉献，向海地灾民表达爱心，全部捐
款将通过美国红十字会及 World Reliefe 转达。请在支票上註
明“爱心”。 

5. 教会正在筹备开放图书馆，欢迎弟兄姊妹捐赠家中的属灵书
籍，可直接投入办公室门口的纸箱内。 

6. 5 月 30 日至 6 月 7 日的东亚短宣及 10 月 7 日至 18 日的德
东短宣正在授理报名，请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到大厅长桌领取
报名表和说明。东亚福音队报名即将截止，请把握机会。 

7. 下主日(31)13:20–15:00 在二楼会议室举行关怀同工培训，请
同工预留时间参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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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祷告週  

本週为今年的第一个“宣教祷告週”。请弟兄姊妹在公祷和 
     私祷中积极为当週指定的宣教士或宣教机构祷告。本週为在 
     中亚的宣教士 Diane 祷告： 
1为 Diane 在中亚新开辟的事工祷告，特别是在语言学校的
事工，求神带领前面的道路。 
2为 Diane 在中亚的生活起居，适应新的环境祷告，求神看
顾保守。 
 

 

 

 

 

 
 

举目望田 

        

骨肉之亲 

  天津—人口：一千一百一十五十万(*常住人口) 

1. 求主复兴天津教会，圣灵浇灌主的仆人、使女，使他们满
有智慧、权柄和能力；使主的众儿女都有清洁的心，正直
的灵，过圣洁的生活。 

2. 求主使天津所有的基督徒都乐意奉献自己的身、心、灵，
奉献时间、才干、金钱、能力，被主看重使用。 

3 .  求主兴起更多肢体关心、参与天津的油田、港口工人的福
音工作，让所有的工人都信耶稣， 建立工人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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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斯帖记之三(重读本书，试找出其表记之教训)。  

 
        

1/24   以斯帖记 1 
1/25   以斯帖记 2 
1/26   以斯帖记 3-4 
1/27   以斯帖记 5-6 
1/28 四   以斯帖记 7 
1/29   以斯帖记 8 
1/30   以斯帖记 9-10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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