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修小品    

大山可以挪移！ 

     「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上帝』。」  
                                     ≈马可福音11章22节≈ 

有一句很熟悉的祷告口号说：「祷告能改变事情」。然而，改变事情的並非祷

告，而是上帝。有些人认为祷告本身就是能力之源，因此他们「尝试祷告」希望能够

「成就事情」。在马可福音 11 章，耶稣说出在所有真诚祷告背后的秘诀：「当信服上

帝」。並不是依赖信仰、也不是信靠祷告，而是「信服上帝」（22节）。  

耶稣告诉门徒，他们的命令可以让一座山投入大海，只要他们相信，事情就会发

生。然后，耶稣就向他们解释这令人震惊应许的意思。他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24 节）。耶稣所说的是祷告的响应。我

们可以祈求，只要我们凭着信心，照着上帝的旨意直接向衪祈求，我们便能得著答复

（约翰一书5章14节）。  

我常常也希望自己能藉着信心移动大山。我曾在瑞士居住，我真希望上帝把阿尔

卑斯山搬到我英国的房子的后院中。但衪却成就了更重要的事：上帝藉著我对衪的信

心，把我心中忧虑、惧怕，和怨恨的大山投入遗忘的大海里。衪仍在进行移山的工

程！信服上帝并且向衪祷告吧！ 

当圣灵催促祈求，当等待的心相信； 

我们能确切知道，每个祈求必蒙允。 

信心是祷告蒙应允的关键。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4年5月6日 ～ 

   
讲题:敬虔的追求(一)   经文: 提前 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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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荣 沙    崙 冯长廷/胡    捷等 吴剑翘 田   军 罗世真 仁爱/恩慈

下週 华    欣 华家庆 吴剑翘 冯健雯 冯长廷/胡    捷等 邱克勤 田   军 徐意蓉 信实/喜乐
 

上週(1月 31 日)主日奉獻 

经常 $8,970.29 建堂 
$2,863.18 爱心 $810.00 午餐 $532.00

差传 $1,320.00神学生 $0.00   

合计 $14,495.47 * 平均每週奉献需要大约$3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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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中文堂 152 祷告会(中) 64 摩西 45 保罗 10 约瑟 26
英文堂 60  祷告会(英) 21 约翰 暂停提摩太 7 IFG 22
青/少年 80 高    中 18 姊妹会 21 仁爱 21 喜乐 23 和平 26

 初    中 16   忍耐 23 恩慈 13 良善 25

  儿童(9:30) 39 週六聚会 信实 16 温柔 14 节制 18
  儿童(10:30) 159 东区 25  1西南 16 五中文堂(总) 305

上
週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高中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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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达仁弟兄 

630-416-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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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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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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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沙    崙师母 

以 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 ........................................................................... 陈建荣弟兄 

美  ............................1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会         众             
   2祂名为奇妙 
                                     3主耶稣我爱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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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要跟随祢.…..…....诗      班 

信息…………………敬虔的追求(一) (提前 2:8-15)...... 锺舜贵牧师 
                                                   —弟兄们的祷告                         
回应诗歌………………….你已否祷告................. 会   众 

圣餐………………………………………………… 锺舜贵牧师 

    张纪德、周益弘、邹发森、高青林、华家庆、胡耀中、马永彰、潘柏滔、慎玫、汪贤浩、尹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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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崙师母 

献诗歌词： 主啊，我要跟随祢 

主啊！因祢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祢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主啊！我感谢祢。我一生一世要忠心事奉祢。  

主啊！我要一生一世跟随祢，我要一生一世信靠祢， 
我要一生一世仰望祢，我要一生一世亲近祢。 

主啊！我要一生一世顺从祢，我要一生一世信靠祢， 
我要一生一世仰望祢，我要一生一世亲近祢。 

我的神，我的主，我要献上自己， 
我的神，我的主，我要一生一世跟随祢。阿们！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李宁、王超/安长华、于晖、詹敏及今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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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春季成人主日学今起接受网上註册，课程名称和内
容介绍请参见夹页。请弟兄姊妹踊跃上网报名，不便上网的
弟兄姊妹请到大厅填表报名。 

3. 2 月 20 日(週六)晚 7:30 教会将举办本年度第一次特别讲
座，主题为“和谐的亲子互动”，由李涛姊妹主讲。请弟兄
姊妹开始认领並邀请亲友参加，也诚心为此祷告。 

4. 4 月 4 日复活节主日有受洗礼拜，已决志信主，有意接受洗
礼的弟兄姊妹，请於即日起至 2 月 21 日止向秘书报名。 

5. 来教会超过半年，已受洗並有意转会，或在本教会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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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向秘书索取表格。 

6. 向海地灾民表达爱心的赈灾特别奉献共收到捐款$13,755，
全部捐款将通过 World Reliefe 转送灾区。感谢弟兄姊妹的爱
心参与。 

7. 今日将举行紧急疏散演习。本次演习仅限於二楼学生及老
师。请父母将自己儿女的外套留在教室中。演习期间或未来
发生真实紧急疏散，请父母自行疏散，无需找到自己的孩
子。孩子将由老师统一疏散，谢谢合作。 

8. 尚未领取 2009 年奉献收据的弟兄姊妹，请会后抓紧到大厅
向邹求仲弟兄领取，为教会节省邮资，谢谢合作。 

9. 德东短宣日期更改为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2 日，尚余四个名
额，有负担者请速报名。 

10. 儿童事工将於三月至五月推出週五晚儿童团契。愿意让孩子
参加的家长请於会后到大厅登记。 
*时间：19:45-22:00         *参加儿童：3 岁至 5 年级 
*地点：多功能大厅       *内容：团体遊戏、圣经教导、小组联谊 

11. 大学生/研究生家长祷告会今晚(2/7)7:45 在二楼会议室举
行，欢迎家长们踊跃参加，为孩子们守望。 

12. 欢迎会后到大厅取阅二月份的《活水》和《号角》。 
13. 征召义工(性别不拘)帮助在二吋以下的雪天时，使用小型除

雪机清除小范围人行道及停车位积雪。有负担者请与邓懿仙
姊妹联络(630-983-8580)。 

14. 受难日特别节目需要男演员，无语言限制。有兴趣参演者请
与吴剑翘弟兄(630-9610911)联络。 

15. 3 月 13-14 日的“启示录特别讲座”仍继续授理报名，欢迎
踊跃参加。请到大厅索取报名表。 

 
 
 
 

 
 

举目望田 
 蒙古—人口：二百八十三万二千人，喇嘛教 50%，

无宗教 40%，伊斯兰教 4%，萨满教与基督教共 6%。 
1. 求主败坏辖制蒙古百姓的恶魔，释放真理的光进入百姓心

中，宣告主的福音要从东、西、南、北进入蒙古， 为人
心柔软渴慕福音祷告。 

2. 为蒙古教会不断增长各省都有教会感恩； 为当地教会有
夥伴计划，能真正联系蒙古所有教会合一，教会领袖也增
加，为他们各样属灵装备训练能落实祷告。 

3. 为较少听闻福音的群体祷告： 牧群体以及各省份的疏落
人口；哈萨克人属穆斯林族群；少数民族乌梁海蒙查克人
或鄂漫克人；还有学生的工作求主使这些人没有被疏忽。 

        

骨肉之亲 

  吉林省—人口：二千七百四十万(*常住人口) 

1. 恳求父神让吉林省的教会成为有 象和使命感的教会，恒
切祷告，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2. 恳求父神引导吉林人离弃偶像、拜金主义的迷惑，让福音
尽快传遍全省。 

3 .  求主赐福延边朝鲜族的教会，使之成为东北大地福音复兴
的基地，点燃复兴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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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伯记之二(请先把约伯记第一、二章，及四十二章七到十七节读三
遍，注意两个交替出现的主题)。  

        

2/7   约伯记 1 

2/8   约伯记 2 

2/9   约伯记 42:7-17 

2/10   约伯记 1 

2/11 四   约伯记 2 

2/12   约伯记 42:7-17 

2/13   约伯记 1-2, 42:7-17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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