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修小品    

季节的讯息 

「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约翰福音4章35节≈ 

我是一个初学种花的人。但却学会了分辨一年生植物与多年生植物之间的不同。

每一个春天，我会买一些一年生植物盆栽。只要种在土里，它们就很快地生了根。它

们短暂的生命经常因秋天的冰霜而结束，而土壤荒芜直到隔年的春天，我再进行每年

的种植。我比较喜欢种植多年生植物。它们能存活多年，按时地长苞、开花和繁殖。 

作家尤金哈里逊(Eugene Harrison)描述新约时代的信徒在传福音时所付出的努力就

如同多年生植物。他们並不是将其所有精力放在一年一次的福音事工上。根据哈里逊

所说，分享基督的福音对每一位信徒而言“无论在何时何地，永远是头等大事。”在

使徒行传 5 章 42 节与 8 章 4 节，他们作出见证的范围是相当清楚：他们在圣殿、家里

与市场内传扬福音，並且跟随圣灵的指引去教导、劝诫众人，分享个人的经历。 

耶稣教导我们现在就是传扬福音的好时候（约翰福音 4 章 35 节）。使徒保罗也

说：“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哥林多后书6章2节）。 

我们要谨记：任何时间都是收割的季节，现在禾场里的稻子已经成熟！ 

上帝啊！祢就是我的生命！面临一个没有盼望的世界， 

帮助我与人分享祢的救赎，为那些绝望的人带来希望。 

为耶稣作见证是永远合时的。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4年3月13日 ～ 

   
讲题:复兴的呼求          经文: 诗篇 126 篇          讲员:潘秋松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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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 潘秋松 邹发森 吴剑翘 沙    崙 慎玫等 袁恺民 周   彤 徐意蓉 约翰/忍耐

下週 锺舜贵 锺舜贵 陈建荣 赵匀婷 慎玫等 吴剑翘 周   彤 余子吉 约翰/忍耐
 

上週(3 月 7 日)主日奉獻 

经常 $20,926.00 建堂 
$3,770.00 爱心 $0.00 午餐 $2,247.00

差传 $1,67000神学生 $0.00   

合计 $28,61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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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中文堂 178 祷告会(中) 69 摩西 51 保罗 15 IFG 16
英文堂  祷告会(英) 26 仁爱 17 约瑟 24 约翰 11
青/少年

232
高    中 27 姊妹会 29 和平 16 喜乐 21 提摩太 暂停

 初    中 20   西南 1 18 良善 20 温柔 14

  儿童(9:30) 53 週六聚会 恩慈 17 信实 17 节制 13
  儿童(10:30) 174 东区 暂停 忍耐 20 五中文堂(总) 290

上
週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高中 65 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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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一平姊妹 
630-585-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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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勇弟兄 
630-416-9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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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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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人口：八千七百万人，佛教徒占 54.14%，无

宗教 21.8%，基督徒约 14.6%。 

主后二○一○年三月十四日                                                                                                                    LWEC  2010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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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1祢的信实广大/坚定的爱...会         众             
   2神真美善 
                                     3耶稣恩友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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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上帝爱世人..……...…....诗      班 

信息…………………….复兴的呼求(诗 126) ............. 潘秋松牧师                                       

回应诗歌………………..收禾捆回家 ................... 会   众 

献祷 ........................................................................... 邹发森弟兄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 邹发森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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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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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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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诗歌词：      上帝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万民， 
叫凡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能得永远生命。 

上帝差遣他儿子降世来，不是定人罪， 
要叫世人都因祂而能得救。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万民， 
叫凡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能得永远生命。 

上帝爱世人。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来的程松、李本龙/鲍佩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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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潘秋松牧师前来传讲主日信息並教授《启示录》课程，
求主赐福他的家庭与事奉。 

3. 大芝加哥西南区众教会联合晨曦崇拜将於 4 月 4 日早上 7 时
首次在本教会举行，请弟兄姊妹踊跃参加。 

4. 本週六(3/20)上午 9:00-12:00 召开教会扩大同工会，商议新
堂设施管理与使用等相关事宜，请各区、团契小组负责人及
有关同工准时出席，欢迎所有弟兄姊妹参加，一起关心。 

5. 週六(3/20)晚七时整在教会英文礼拜堂举办欢迎新朋友晚
会，诚请近半年新来教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阖家光临。 

6. 请报名受洗者於 3/21 和 3/28 两个主日的下午 1:20 在 222AB
教室上课，报名转会的弟兄姊妹请参加 28 日下午的课程。 

7. 前两个主日再度发生停车位严重匮缺的问题。为让更多的人
参加聚会，使福音广传，请大家继续自觉保持“共乘”习
惯，或使用远处停车场，每辆车至少载四人到教会，务必避
免每人一车或每家数车。为鼓励大家使用远处停车场，自下
主日(28)起，教会将在上午 9:00–10:45 和中午 12:00–1:00 提
供 Shuttle Service 往返教会和远处停车场，欢迎踊跃使用。
征召义工驾驶 Shuttle Van，请有负担者会后到大厅登记。 

8. 教会将在下主日(3/21)起实行餐券制度，请弟兄姊妹们配
合。今日继续预售餐券。文字说明备索。 

9. 3/27(週六)上午 10:00-12:00 在本教会举行亚裔社区 2010 年
人口普查宣传集会，ABC7 芝加哥著名主持人 Linda Yu 将担
任嘉宾讲员。欢迎弟兄姊妹踊跃参加。 

10. 今年的夏令会将於美国国庆节长週末(7/2-7/5)在印州圣玛丽
大学举办。请弟兄姊妹们预留时间，全程参加属灵盛筵。 

11. 本週四 10:00-13:00 “以诺团契”首次聚会，欢迎年长的弟
兄姊妹和朋友们踊跃参加。 

12. 尚未领取三月份教会月刊《活水》以及《号角月报》的弟兄
姊妹，请於会后到大厅取阅。 

13. 春季福音营将在 5/29-31 日国殇日长週末举行，本次讲员有
刘志雄长老、华欣牧师和高青林师母。大会需要小组长，请
愿意参加服事的弟兄姊妹向杨延捷(630-579-9374)报名並预
留 3/21 下午参加在本教会举办的小组长培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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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父亲日前在国内去世，求主安慰家人。 
告，求主医治，的脚步。 

 
 
 

 

 

感谢主，共有 112 位学员(名单如下)完成了 2009 冬季
成人主日举目望田 

1. 为这个国家的罪向主求赦免。 
2. 求主复兴在越南的教会，开启宣教之门，使更多信徒回应

呼召投入禾场。 
3. 为各个圣经学校及培训班代祷，求神供应各种属灵书籍，

满足心灵的饥渴。 
4. 越南属于开发中国家，近年有不少新兴的企业家，求主使

用他们将福音在各地方广传。 
        

骨肉之亲 

  安徽省—人口：六千一百十八万(*常住人口) 

1. 为安徽的众教会和所有主内肢体祷告，求主特别引领门徒
训练和牧会的事工，使众信徒都在真理上紥根；求主洁净
教会，去除各样 端极端，使众教会合一。 

2. 为属灵书籍的短缺祷告，求主满足教会及弟兄姊妹在圣经
及其他书籍的需求。 

3 .  为安徽神学院和中国科技大学代祷，求主兴起年轻人热心
跟从主。 

       向

他们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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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之二(读四十二至七十二篇，注意七十二篇之结尾。每诗起码要
读两遍)。  

3/14   诗篇 42-46 

3/15   诗篇 47-50 

3/16   诗篇 51-54 

3/17   诗篇 55-60 

3/18 四   诗篇 61-64 

3/19   诗篇 65-68 

3/20   诗篇 69-72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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