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持守什么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提摩太前书6章12节 

托尔金的经典小说《魔戒》三部曲在近年因著影片而变得活灵活
现。在第二集当中，主角佛罗多跌入了绝望和疲倦的谷底，他向朋友
吐露心声：「山姆，我做不到！」身为他的好友，山姆说了一些激励
他的话：「就像是在伟大的故事中……当故事人物身陷黑暗与危
险……他们有很多放棄的机会，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继续前
行。因为他们持守著一些东西。」这激励了佛罗多追问道：「那我们
持守著什么，山姆？」  

这是一个义味深长的问题，我们都应该询问自己这个问题。活在
一个堕落破碎的世界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快要被黑暗的权势吞
噬，这一点都不稀奇。当我们在绝望中，几乎要认输了，我们最好还
是听听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
生。」（提摩太前书 6 章 12 节） 

在人生的战场上，让我们牢牢地抓住真理：最后善将会战胜恶。
终有一天，我们能与我们的主、我们的王面对面，並与祂在国度里一
起掌权直到永远。你可以成为这伟大故事中的一部分，只要你相信耶
稣已施行拯救，就能凯旋而归！ 

即使生命磨损软弱无助，上帝大能仍在我心居住； 

面对外界或内心的争战，祂都赐给我得胜的力量。 

地上的磨炼煎熬远小于天上的得胜荣耀。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9 年 3 月 3 日～ 

 

 信息摘要  
讲题: 真假教师的对比(二)—属神之人的生命 
经文: 提前 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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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  班车 

本週 锺舜贵锺舜贵 陈建荣沙    崙 胡    捷等 邱克勤周    彤 余子吉 南区/ECHO 东南区

下週 张志刚邹发森 黄锡惠赵匀婷 胡    捷等 李燕凌周    彤 史小波 北区 西北区
 
 

上週(3 月 13 日)主日奉獻 
经常 $12,217.00 建堂 $860.00 爱心 $0.00 午餐 $693.00

差传 $1,830.00 神学生 $0.00 夏令会 $0.00  
合计   $15,6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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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中文堂 445 中文堂 181 祷告会(中) 69  摩西 46 仁爱 25 保罗 13
ECHO(英) 43  ECHO  祷告会(英) 18 约翰 暂停和平1 13 约瑟 19
青/少年 101 高    中 

27
姊妹会 19   温柔 13 和平2 20 喜乐 18

儿童(10:30)150 初    中 15 週六聚会 节制 24 西南 1暂停 良善 19 
  儿童(9:30) 26 东区1 29 忍耐 19 恩慈 15 信实 30
    信心 12 东区 2 13 IFG 21 LBB 7

上
週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总人数 739     高/初中 98 Awana 78 老师 21
  

週间各项聚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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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珊丽姊妹 
630-983-8045   

週三 
8:00p.m. 

在教会 
祷告会 

教会办公室 
630-983-5677   

YOUTH 高中生
王怡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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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G(国际学生/青年)
邓懿仙姊妹 

630-983-8580
AWANA(孩童) 
(7:50) 

张惠俐姊妹 
630-983-5677 

週五 
8:00p.m 

在教会 

LBB(英文) 
周志仁弟兄 

815-439-5152
  

 摩西 潘一平姊妹 
630-585-0078 恩慈 刘建军弟兄 

630-820-8557 

     摩西一 邱克勤弟兄 
630-820-6538

西区 
忍耐 樊国樑弟兄 

630-551-3717 西北区

     摩西二 汤玉珠姊妹 
630-305-8360    

仁爱 吴    坚弟兄 
630-922-3675 约翰 缪洪宇弟兄 

630-983-6982 

和平一 杨国伟弟兄 
630-759-2968 温柔 李    元弟兄 

630-718-1231 

和平二 孙成军弟兄 
865-274-6615 节制 许惠琴姊妹 

630-983-6680 

西南区

西南一 朱锦耕弟兄 
630-904-0261 

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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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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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区 东区一 赵    凯弟兄 
630-789-6752 东南区 信心

(隔週)
阮炜华弟兄 

630-355-7615 

本週 
 

佈道会 
 

週五 
8:00p.m. 

在教会 
 
 

週六 
7:30p.m. 

在教会 

西区 恩典 
(隔週)

杨康美姊妹 
630-820-1662 粤语(隔週) 郑达仁弟兄 

630-416-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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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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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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师：锺舜贵牧师 Senior Pastor: Rev. Norman Chung 
助理牧师：华   欣牧师 Assistant Pastor: Rev. Gary Hua 
助理牧师：朱哲辉牧师 Assistant Pastor: Rev. Alex Chu 
助理牧师：全守望牧师 Assistant Pastor: Rev. Tony C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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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 6737(Ext.6019) 
地       址：1256  Wehrli Rd. Naperville, IL 6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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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所支付的利息： $2,600,000（若 20 年内付完贷款） 

 四年后每月支付贷款： $30,000 (目前为五年可变利率) 

二零一一年 年度主题 

  — 爱神爱人 同心同行 

 贷款总额：  $3,800,000  (2010 年 3 月 1 日) 

请弟兄姊妹注意以上的数据和说明，一起关心、代祷。 

主后二○一一年三月廿日                                                                                                         LWEC  2011 – 12 
  
 

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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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为约翰福音之一(最好一口气读完整
部福音书两遍至三遍)。 

  随手作环保 —  作称职的大地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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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祢圣名我们敬拜/我尊崇祢.....会         众              
            是谁 

                    宝贵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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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因耶和华喜乐....…....诗           班 
信息………………真假教师的对比(二)….......锺舜贵牧师 

—属神之人的生命(提前 6:11-16) 
回应诗歌…………………握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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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崙师母 

献诗歌词：       我要因耶和华喜乐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 

虽然橄榄树也不效力，我要因耶和华欢喜。 

 

虽然田地不出粮食，圈中也绝了羊； 

虽然棚内也没有牛，我要因耶和华欢欣。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祂使我稳行在高处； 

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上帝喜乐。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黄夏、李德琴、李双江、林长平、林晓红、

吴克传、郑卫红、锺德新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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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五(25)、六(26)及下主日(27)举办春季佈道会，特邀张志
刚牧师担任讲员，请弟兄姊妹广邀亲友邻居参加。各区/小
组活动暂停一次。 

3. 申请受洗和会籍的弟兄姊妹，请向秘书索取报名表，今日报
名截止，请把握时间。 

4. 日本於 11 日发生 9 级强烈地震，並引发海啸、核泄漏等重
大灾情，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教会於本主日及下
个主日开放两次赈灾特别奉献，向灾民表达爱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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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部将参与 2011“饥饿三十(30 hours Famine)”活动（自
3/31 中午 12 时至 4/1 晚 6 时）。欢迎初/高中生家长鼓励孩
子参加，也欢迎所有弟兄姊妹参与支持青少年的募捐活动。 

6. 今天下午 1:00 在地下室英文礼拜堂举行东南区弟兄姊妹沟
通会，请东南区地兄姊妹踊跃出席。 

7. 教会设有粤语团契，欢迎讲粤语的弟兄姊妹踊跃加入。请洽
潘柏滔弟兄(630-668-0348)或郑达仁弟兄(630-416-1883)。 

8. 锺牧师将於 3/24 至 3/27 休假，3/28 至 4/14 外出培训，敬请
祷告中纪念，其间职缺由华欣牧师代理。 

9. 《恩言中心》将於 4/30、5/14、5/21 三个週六在 CCMC 举办
「真理应用」辅导培训课程，由赵约翰牧师和赵恩慈师母授
课。课程详情及费用等信息备索。 

10. 宣教代祷：为教会支持的宣教士 Milo 牧师祷告 
求主保守他回美述职期间与支持教会有美好的交流； 
求主赐福他们的家庭，並藉他们祝福他人； 
为他们全家特别是四个孩子旅行中的出入平安代求。 

11. 肢体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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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目前的贷款及支付状况 

 目前每月支付贷款： $26,897 

 

 
 

6． 减用空调—降低能源消耗 
7． 支持绿色照明—人人都用节能灯  
8． 减少尾气排放—开车人的责任  
9． 珍惜纸张—就是珍惜森林与河流 
10． 使用再生纸—减少森林砍伐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3/20 週日 约翰福音 1-3 

3/21 週一         约翰福音 4-6 

3/22 週二         约翰福音 7-9 

3/23 週三         约翰福音 10-12 

3/24 週四         约翰福音 13-15 

3/25 週五         约翰福音 16-18 

3/26 週六         约翰福音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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