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谢谢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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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各人，好像父亲待自
己的儿女一样。」           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1节 

在美国，每逢母亲节，打长途电话的比例总是比其他日子高，但父亲节则是有最

多的「对方付费电话」。由此看来，即使孩子离家很远，还是很仰赖父亲的供应。 

儿女对父亲的需要，远不只在金钱援助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2 章 10-12 节中，

当谈论到教会的领袖，保罗提到这跟父亲的角色有多相似。他说道：「你们也晓得我

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各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劝勉是召近身旁加以劝戒。当父亲的很容易觉得赚钱养家是他们唯一的本分，但

是孩子需要父亲亲密的鼓励。 

安慰是去同情抚慰。对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会比父亲花时间来倾听与交谈还

更珍贵。没有彼此的交通联系，一段关系是会变冷淡的。 

嘱咐是去申明、确认。父亲以身作则活出上帝的话语，确认其中的真理，並挑战

孩子也如此行；即便是在错误中，父亲也透过祈求原谅，申明什么是正确的。 

对于愿意帮助孩子、使他们「行事对得起……上帝」（12 节）的父亲，是多么值

得我们感恩！ 

为了父亲来感谢主，他们是主特别礼物。 

帮助我们藉着言行，点滴皆能荣耀父亲。 

好父亲能反映出天父的形象。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0年6月20日 ～ 

 信息摘要  
讲题: 儆醒、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      经文: 路 12 :35~48             
讲员: 华家庆弟兄     
 
 
 
 
 
 
 
 
 
 
 
 
 
 
 
 
 
 
 
 
 
 
 
 

 
 

 
 讲 员 领 会 领 唱 钢 琴 招     待 音 控 投 影   传  译 爱筵/交通

本週 华家庆 邹发森 陈建荣 沙    崙 洪    勤等 吴剑翘 周   彤 余子吉 约瑟&保罗

下週 Sam Lee 汪贤浩 ECHO 冯健雯 洪    勤等 李燕凌 周   彤 史小波 忍耐/恩慈/东区
 

上週(6 月 13 日)主日奉獻 

经常 $9,921.00 建堂 
$3,710.00 爱心 $0.00 午餐 $741.00

差传 $1,910.00神学生 $0.00   

合计 $16,28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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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堂总数-181) 

中文堂 409 中文堂 112 祷告会(中) 63  摩西 保罗 仁爱 暂停

英文堂 70  祷告会(英) 20 约翰 暂停 约瑟 33 和平 暂停

青/少年 93 高    中 19 姊妹会 21 提摩太 15 喜乐 20 西南 1 暂停

儿童(10:30) 146 初    中 6   温柔 20 良善 17 恩慈 9
  儿童(9:30) 26 週六聚会 节制 21 信实 11 忍耐 18
    东区 10 IFG 17   

上
週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总人数 718      高中 56 初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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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364-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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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週) 
(暑期暂停) 

郑达仁弟兄 
630-416-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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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基斯坦—人口：一亿六千五百八十万人，伊斯兰 
教 97%，0.33%基督徒。 

主后二○一○年六月廿日                                                                                                                    LWEC  2010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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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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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  .......................主治万方……........................会         众              
                        求祢国度降临 

                                万物的结局近了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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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我们在天上的父…….........诗          班 
信息……...儆醒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路 12:35~48)....华家庆弟兄                                                                                                                                    

回应诗歌………………岂可空手回天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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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发自我内心深处， 
祢保守领我，走过寂寞和无助。 

 
我们在天上的父，祢明瞭我一切的苦楚，     

  祢看顾领我，走过崎岖的人生路。 

没有别的名字像祢一样，完全赦免我的过犯， 
没有别的名字像祢一样，永远到永远完全得胜。 

拥有权柄、荣耀、尊贵和能力！ 
我称颂祢万有主宰！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常青/马媛、齐云、黄振翎、Joy Holowic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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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令会註册已经截止。感谢主，总共有 425 位成人、青少年
及孩童报名参加，请弟兄姊妹继续为营会各项筹备工作代
祷。营会第一天(7/2) 报到时间从下午 4:00(东部时间)开始，
晚餐 6:00-7:30，鉴于目前路况，开车时间大约需要 2.5-3
小时，建议弟兄姊妹於芝加哥时间 3 时以前出发。 

3. 姐妹会本週二(22 日)上午 10 时在教会举办专题讲座《婆媳
之间》，由伍健真姊妹主讲。邀请所有已经或即将成为婆婆
或媳妇的姊妹们参加，也欢迎位处婆媳之间的弟兄们参加。 

4. 美国福音证主协会本週六(26 日)晚 7 时半在本教会举办中国
事工分享会——「点燃中国爱主的下一代」，欢迎弟兄姊妹
踊跃参加。 

5. 欲订购「力克生命佈道会」入场券的弟兄姊妹，请到大厅登
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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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三週为教会的“宣教祷告週”。本週为教会支持
的《生命季刊》祷告： 

  为“中国福音大会 2011”(香港)的筹备工作代祷，大会需要 
      300 位香港本地义工(或懂广东话的海外弟兄姊妹)参与事 
      奉；为“福音大会 2009”的 DVD 的制作代祷； 
  为 7 月 26 至 29 日在多伦多举行的“海外传道人退修研讨 
      会”祷告； 
为生命神学院正在进行的招生工作祷告，求神预备合适的学 
    生人选； 
④请为季刊上半年的财务状況代祷。恢复祷告。 

(名单如下)完成了 2009  
。 

 

 
  

 

 

举目望田 

1. 求主施恩怜悯该国的百姓脱离贫穷与落后。愿神的真理使
饱经战乱、贫困的百姓得享平安。   

2. 为受逼迫的基督徒求恩典，也为散布北美西欧的巴基斯坦
人能被主得着代求，使他们成为归回本土的福音使者。 

3. 求神使用各样方式得着巴基斯坦的百姓。   
 
        
 

骨肉之亲 
四川—人口: 六千零二十七万八千 

1. 求主捆绑邪恶势力，使所有灵魂都脱离假神崇拜，人心都
得释放，转向基督。 

2. 求主保守保守所有传道人的脚步，帮助他们克服一切困
难，加添他们的心力、体力、灵力。 

3 .  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大量来自四川省的民工，求主预备他
们的心接受救恩。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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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赛亚书之四(读四十至六十六章一遍，注意有关耶和华的「仆人」
的经文，及一切有关神之经文。)。  

6/20 週日   以赛亚书 40:1-41:29 

6/21 週一   以赛亚书 42:1-45:24 

6/22 週二   以赛亚书 46:1-48:22 

6/23 週三   以赛亚书 49:1-53:12 

6/24 週四   以赛亚书 54:1-57:21 

6/25 週五   以赛亚书 58:1-62:12 

6/26 週六   以赛亚书 63:1-66:24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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