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前往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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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

行善。」      以弗所书2章10节 

职业运动选手和教练有时能够不劳而获。举个例子来说，某教练
签了三年的合约，保证年薪一百万美元。谁知第一球季，球队的表现
惨不忍睹，他因而被辞退。教练虽然离职，却还是能领到其余两年的
薪水。他不用做任何事情，两百万美元就已成囊中之物。  

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留意不能这样看待信仰。我们绝不能够这
样想：「嘿，我已经得救了。永恒的财富指日可待，我用不着为上帝
做任何事。」 

这种想法看似有些道理，实则大错特错。从一方面来看，耶稣已
经以死为代价，让我们能前往天堂，我们无法做任何事去赚取救恩。
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思考以下的教导。 

以弗所书 2 章 8-9 节，保罗明确地说，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
去赚取救恩，因救恩乃是「上帝的恩典」。而他接着在第 10 节说，我
们的确有工作要做。我们信主的人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
我们行善。」上帝已安排好我们在世的日子里当做的工作，并不是为
了偿还罪债，而是为了荣耀拯救我们的主。 

前往天堂不是度假之旅，乃是事奉主的美好特权和呼召的路程。 

别人为主奋勇作战，血汗满披沙场，  

难道自己独享安逸，逍遥进入天堂？ 

我们得救非本乎善行，乃是为要行善。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8 年 5 月 30 日～ 

 

 信息摘要  
讲题: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  经文:弗 2:10  讲员:陈永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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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 陈永昌 邹发森 张    路徐敏慧 郑    皓等 袁恺民 慎    玫 余子吉 东南区 

下週 锺舜贵 汪贤浩 蔡志伟冯健雯 郑    皓等 邱克勤 慎    玫 史小波 西南区 
 

上週(1 月 9日)主日奉獻 

经常 $12,821.00 建堂 $650.00 爱心 $0.00 午餐 $703.00

差传 $3,530.00 神学生 $0.00 夏令会 $0.00  

合计   $17,70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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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中文堂 456 中文堂 118 祷告会(中) 68  摩西 49 保罗 17 仁爱 24
英文堂  ECHO  祷告会(英) 10 约翰 暂停 约瑟 45 和平 24
青/少年

177
高    中 

16 
   温 21柔 喜乐 23 西南 1 20

儿童(10:30)163 初    中 18   节制 27 良善 16 恩慈 17
  儿童(9:30) 19 週六聚会 IFG 21 信实 25 忍耐 13
    东区1 26 东区 2 12 Awana 76

上
週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总人数 796     高中/初中 115  老师 21
 

时间/地点 团契 联络人 团契 联络人 

暂停 姊妹会    

週三 
8:00p.m. 

在教会 
祷告会 

教会办公室 
630-983-5677   

高中生 
王怡彬姊妹 

630-548-5678 初中生 徐意蓉姊妹 
630-718-1190 週五 

8:00p.m 
在教会 IFG 

邓懿仙姊妹 
630-983-8580

AWANA(7:50) 张惠俐姊妹 
630-983-5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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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国伟弟兄 
630-759-2968 温柔 李    元弟兄 

630-718-1231 西南区

西南一 朱锦耕弟兄 
630-904-0261 

北区 

节制 许惠琴姊妹 
630-983-6680 

保罗 黄锡惠弟兄 
630-357-6108 喜乐 黄震宇弟兄 

630-357-3218南区
约瑟 胡    捷姊妹 

630-851-5188 良善 张江建弟兄 
630-701-6148

週五 
 

8:00p.m. 
在各小组家庭
或租用场地 

 

东区 东区二 邹    立弟兄 
630-560-9789

东南区

信实 陈益生弟兄 
630-882-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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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达仁弟兄 
630-416-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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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年度主题 

  — 爱神爱人 同心同行 

 

主日崇拜程序 
晨间十时卅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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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 .................................................................... 张    路弟兄 

讚美  …………….在教会中得荣耀……….....会         众              
                     主藏我灵在祂爱中 

                             耶稣，我的耶稣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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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究竟是谁...…......……诗          班 
信息…………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弗 2:10)…....陈永昌弟兄 

回应诗歌…………….今要主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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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锺舜贵牧师 

殿乐………………..........................................徐敏慧姊妹 

献诗歌词：                  究竟是谁 

究竟是谁呼唤我们来相聚？究竟是谁荣光充满此地？ 
究竟是是谁为我们摆设筵席，让祂所爱者参与？ 

究竟是谁，竟然乐意甘愿卑微，倒空自己，取人的形体？ 
究竟是谁踏上苦难艰辛路径，为我受苦我得生命？ 

究竟是谁掌管一切威信权柄？究竟是谁呼唤星辰显明？ 
究竟是谁能聚集天下万物，万物未生祂已永存？ 

究竟是谁掌管一切胜利凯旋？究竟是谁坐在宝座掌权？ 
究竟是谁预备属天华厦，再临带我归回天家？ 

祂是万主之主，祂是伟大主宰。 
全能上帝是祂，就是祂永住我心中。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洪伟、李青睿偲、张捷欣及今天来的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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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陈永昌弟兄前来传讲信息，愿主赐福他的家庭、事奉与
工作。 

3. 2010 年年度事工报告已印制完成，请弟兄姊妹会后到大厅
领取，每家一份。希望大家认真阅读，一起关心教会事工。 

4. 2/5(週六)上午将召开扩大同工/执事会议，请执事、各区联
络人、小组长及同工们预留时间参加。 

5. 2/11(週五)及 2/12(週六)教育部将举办《智慧与诗歌书》 特
别讲座(英文)，由三一神学院资深教授 VanGemeren 博士主
讲。週五晚主题为“生命之謎：追求智慧”，欢迎青年学生
及有兴趣的家长们参加。週六白天的主题为“智慧與詩歌書
綜覽”，欢迎所有弟兄姊妹参加。 

6. 今天下午 12:40 到 2:30pm 在二楼会议室召开关怀同工会
议，请同工们准时出席。 

7. 感谢主，刘正白弟兄与吴永顺弟兄分别於 10 日、12 日受洗
归主(因归国行程的原因而安排在周间）。求主保守他们回
国后的信仰生活，继续在真道上紥根成长。 

8. 张振利、陈品君於昨日在教会举行婚礼，求主赐福他们的新
家庭，也衷心祝福他们永浴爱河，主恩永偕。 

9. 请弟兄姊妹於会后到大厅认领丢失物品，对无人认领的物品
将作相应处理，不再保存。谢谢大家配合。 

10. 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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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耶和华常摆在前，  
 
 
 
 
 
 

听·想·行 

   A.要記念神是我的創造主：我需要愛神,用我一生榮耀祂 

II. 明天是隱祕 Tomorrow is mystery：操練信心,仰望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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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福音之二 (一口气把马太福音再次阅读一遍)。 

   B.要記念神是我的救贖主：我需要宣揚祂的救贖 

  掌握人生 
传 1:2-3,12:1,9（潘柏滔弟兄） 

 

I.   昨天是歷史 Yesterday is History:  

   A.我往那裡去: 憑應許仰望永久歸宿 
   B.我要做什麼: 憑信心遵從步步引領 

III. 今天(現在)是禮物 Today is a present:   
   A.珍惜時間 
 1.数算自己的日子 
 2.明白上主的旨意 
   B.掌握機会 

 IV. 结论: 默想,考查,教训众人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1/16 週日         马太福音 1-4 章 

1/17 週一         马太福音 5-8 章 

1/18 週二         马太福音 9-12 章 

1/19 週三         马太福音 13-16 章 

1/20 週四         马太福音 17-20 章 

1/21 週五         马太福音 21-24 章 

1/22 週六         马太福音 25-2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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