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活出勇气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的心。」   

          提摩太后书1章7节 

「如果你想做成上帝的工，就要有勇气。」这是我在牙买加主领
一场教会崇拜时所讲的话。当时我告诉会众，根据提摩太后书 1 章 7
节所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的心。  

几天后在加勒比海旁，我站在距离水面 35 英尺的高处。我要不要
从悬崖上跳入水中？那时身旁有几个青少年对我说：「跳！」他们大
部分人都已经跳过了。其中一人对我说：「布莱恩牧师，如果你不跳
的话，以后讲道就不能再讲『勇气』了。」我知道有时候不要从众才
是勇敢的行为，但这一次，我跳了。  

理论上来说，勇敢固然是好，但要身体力行时，可能就得向外求
援了。身为基督徒，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跨出安全区域去事奉上帝，
这时我们若欠缺胆量，就要想到上帝在提摩太后书所赐下的应许；此
外在我们奋力一跃之前，也会需要旁人的鼓励。  

你是否也需要人来告诉你：去加入教会某项事工吧，他们需要
你；或是跟同事吃顿中餐谈谈信仰吧，或加入某小组吧。要为耶稣而
壮胆。有时候，你只需要满怀勇气跨出第一步，就能事奉那位尊贵的
上帝。 

求主赐我勇敢，超乎于恐惧；甚至不怕危险，因祢在身旁； 
面对任何敌对，皆满怀信心；因这路径有祢，一路伴我行。 

信心在前面带路，勇气就随之而来。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8 年 2 月 19 日～ 

 

 信息摘要  

讲题:单手屠牛       经文:士师记 3:12-31 

讲员:华欣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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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欣 华家庆 黄锡惠 沙    崙 冯长廷等 袁恺民 周    彤 徐意蓉 西南区 北区 

下週 锺舜贵 锺舜贵 陈建荣 冯健雯 冯长廷等 邱克勤 周    彤 余子吉 西北区/IFG 西南区 
 

 

上週(6月 5日)主日奉獻 
经常 $24,536.

53 建堂 $1,280.00 爱心 $0.
00 午餐 $694.00 

差传 $4,080.
00 神学生 $0.00     

合计   $30,590.53  

  * 奉献支票抬头LWEC      **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间入口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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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间聚会 週五聚会(中文堂总数-266) 
中文堂 468 中文堂 148 祷告会(中) 64  摩西 48 仁爱 18 保罗 11 
ECHO(英) 

143 
 ECHO  

26 
祷告会(英) 16 约翰 暂停 和平1 16 约瑟 20 

青/少年 高    中 姊妹会 12   温柔 17 和平2 13 喜乐 12 
儿童(10:30) 162 初    中 11 週六聚会 节制 1 16 西南 1 暂停 良善 16 
  儿童(9:30) 28 东区1 15 节制 2 8 恩慈 16 信实 20 
    粤语 17 东区 2 19 忍耐 暂停 IFG 12 

      LBB 4     
总人数 773     高/初中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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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珊丼姊妹 
630-983-8045   

週三 
8:00p.m. 

在教会 
祷告会 

教会办公室 
630-983-5677   

週五 

8:00p.m 
在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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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暂停 
张惠俐姊妹 

630-983-5677 

LBB(英文) 
周志仁弟兄 

815-439-5152 
  

週五 
8:00p.m. 

在各小组家庭 
或租用场地 

西北区 

 摩西 潘一平姊妹 
630-585-0078 西区 

恩慈 
陈卫国弟兄 

331-457-5162 

     摩西一 邱克勤弟兄 
630-820-6538 忍耐 

朱家熙弟兄 
630-551-0524 

     摩西二 汤玉珠姊妹 
630-305-8360    

西南区 

仁爱 吴    坚弟兄 
630-922-3675 

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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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制一 
许惠琴姊妹 

630-983-6680 

西南一 朱锦耕弟兄 
630-904-0261 

节制二 
陈嘉康弟兄 

630-548-9360 

南区 
保罗 黄锡惠弟兄 

630-357-6108 

东南区 

喜乐 黄震宇弟兄 
630-357-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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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实 陈益生弟兄 

630-882-5644 

週六晚 
在小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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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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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立：二〇〇〇年十月八日       2011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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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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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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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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锡惠弟兄 

讚美  ………………讚美全能神…..…...……...会         众              
                        我歌颂祢 

                                宝贵十架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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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用喜乐的歌.......…......诗           班 

信息…………………单手屠牛(士师记 3:12-31)…..华    欣牧师 

回应诗歌……………你让我生命改变.....…….会   众 

献祷 ................................................................... ..华家庆弟兄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 ............. 华家庆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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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祷 .....................................................................锺舜贵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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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诗歌词：               用喜乐的歌 
来分享神大工奇妙，眼目观看祂一切创造。 

丰富奇妙神蹟，尽都美丼在我面前流转不息。 

来分享每一快乐日，欢庆讚叹从我心涌出。 
神爱永远存留，充满天空如歌响亮清澈自由。 

来分享神恩典应许，仁慈和爱触动我生命。 
因神永远看顾，我要祷告感谢上主一切赐福。 

来分享信心的团契，神要成为我真光引导。 
我们服事同心，传扬真理，引领世人来信靠祢。 

我讚美主唱哈利路亚，我要唱坚定嘹亮歌声， 
我要用喜乐的歌，讚美主我神。 

唱哈利路亚，我要唱喜乐的歌！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董丼芬、杜梅、何宜华/李晓恒、侯凤珍、
林美燕、杨金欉/杨述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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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庆祝父亲节(6/19)，下个主日午餐後在二楼主日学各教室
展览由儿童们为父亲节设计制作的手工艺品，请预留时间前
往观赏。今天聚会后在大厅有对“天父的爱”表达感谢的签
名活动，欢迎前往签名。 

3. 一年一度的夏令会将於 8 月 4 日(四)至 7 日(日)在威斯康辛
州卡西基学院丽行，请弟兄姊妹预留时间全程参加，同享属
灵盛筵 (请参见右页) 。 

4. 陈英茹目前遭遇失业、癌症手术，以及尚无医疗保险等困
境，教会为此紧急需要发起募款。若愿为此奉献，请在本主
日和下个主日的特别奉献支票上註明“爱心”。若愿参与为
英茹准备食物，请向金东蕾姊妹登记(630-551-0312)。 

5. 请弟兄姊妹、同工们注意勿将教堂北侧外新设的物品回收箱
当作垃圾箱使用，使用完毕请盖上盖子以免蓄水。 

6. 以诺(长辈)团契本週六(6/18)上午 10:00 在 222 教室丽办讲座
《共建和谐健康的家庨》，由华家庆弟兄主讲，並有联谊和
聚餐。欢迎邀请长辈们参加。请向林绩英姊妹报名(630-
369-7372)。 

7. 下週二(6/14)是姊妹会上半年最后一次例行聚会，暑期将暂
停活动，若有特别活动将另行通知。请姊妹们注意。 

8. 本週五(17)晚 8 时将有青少年事工丽办的特别讲座《真爱等
待》的第二部分，内容适合家长及青少年，继续由 Tony 
West 主讲。欢迎青少年家长及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参加。 

9. 暑期儿童门徒训练(1-5 年级)即日起接受报名，请家长鼓励
孩子参加。详情请洽张惠俐主任。 

10. 今天中午 12:45 在 222 教室召开家长教师(3-4 年级)会议，请
家长和老师们准时出席。 

11. 今天下午 1:00-3:00 在二楼会议室丽行大学生/研究生家长祷
告会，欢迎弟兄姊妹踊跃参加。 

12. 欢迎取阅六月份《活水月刊》和《号角月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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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夏令会 

时    间：2011 年 8 月 4 日-7 日 

地    点：卡西基学院 （Carthage College, Kenosha, WI 车程约 2 小时） 

主    题：活泼更新的生命 讲员：林祥源牧师 
专题一：不一样的人生 讲员：黄光赐牧师 
专题二：亲子关系（之一） 讲员：全守望牧师 
专题二：亲子关系（之二） 讲员：吴杨美珠师母 

主题讲员林祥源牧师：在香港出生长大。1982 年至 1990
年，担任菲律宾圣经神学院讲师及灵惠基督教会牧师。1991
年担任美国加州圣地牙哥主恩堂主任牧师。林牧师先後毕业
於香港海外神学院及美国 Grand Rapids 浸信会神学院，在威
敏斯德神学院获教牧学博士学位。除牧会外，林牧师亦经常
受邀在各地担任特会讲员。此外，林牧师亦同时在美国(北美
华神、正道、真道)、欧洲及亚洲几间神学院担任客座教授。 

专题讲员黄光赐牧师：马来西亚华侨，与师母育有二男
一女，曾在马来西亚、非洲拓荒建教会。在非洲撒哈拉沙漠
向黑人回教徒宣教，长达十一年半。三个儿女在宣教工场寄
宿差会学校，长年与父母分开。神祝福他们的三个儿女，他
们不单爱主，还积极服事主。长子在亚特兰大华人教会服事
青少年，次子在非洲马利(Mali)以飞行员身份服务当地人，小
女儿刚从神学院毕业。黄牧师曾在香港、澳洲及美国接受神
学及宣教学训练。多年在不同文化中传福音，建立和牧养教
会。黄牧师现在南卡州牧会，共著四本书: 《神爱世人》、
《大漠飞沙》、《大漠回宣情》、《两个 13 亿——训练手
册》(2011.6 出版)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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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为加拉太书之二(请再把这书信小心看一遍)。 

6/12 週日     加拉太书 1 

6/13 週一     加拉太书 2 

6/14 週二     加拉太书 3 

6/15 週三     加拉太书 4 

6/16 週四     加拉太书 5:1-15 

6/17 週五     加拉太书 5:16-6:10 

6/18 週六     加拉太书 6: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