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重价的福音 
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 

  腓立比书1章29节 

我和同工到国外一所圣经学院授课，难过地听说该国议会要立法
禁止教会传福音。我们和学生分享时说到我们的忧惧，虽然我们训练
了一批牧者，但他们可能会遭遇新一轮的逼迫。然后，我们和他们一
起祷告敬拜，把这事交托给上帝。  

聚会结束后，有个学生对我说：「谢谢你们这么关心我们，但是
不用担心，我们早已明白单单传福音、为福音而活还不够，我们还必
须为福音受苦受难。」他这话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发自内心。为基督
而活往往需要付上代价。  

保罗在狱中写道：「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幵要为
他受苦。」（腓立比书 1 章 29 节）全世界有许多基督徒，每天都在用
生命诠释著这一宣告，他们幵没有犯罪作恶，只是因为公开为耶稣而
活，就遭受许多艰难和逼迫。  

让我们一同为这些主内的弟兄姊妹祷告，他们为不愿放弃白白的
救恩而付出了重价，求上帝祝福他们，保守他们！ 

愿我信心永不退后，仇敌压迫不慌， 
纵有苦难灾祸当前，心中亦不惊惶。 

为上帝而活的人在世不畏艰难。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6 年 6 月 4 日～ 

 

 信息摘要  

讲题: 为福音受苦       经文:提后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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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健雯 冯长廷等 邱克勤 周    彤 郑有珍 西北区/IFG 西南区 

下週 陈华傑 邹发森 蔡志伟 冯健雯 胡    捷等 张    伟 周    彤 史小波 西北区/IFG 西南区 
 

 

上週(6月 12日)主日奉獻 
经常 $15,607.

44 建堂 $1,000.00 爱心 $2,170.
00 午餐 $901.00 

差传 $2,150.
00 神学生 $0.00     

合计   $21,828.44  

  * 奉献支票抬头LWEC      **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间入口两侧 
 
 

上
週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间聚会 週五聚会 

中文堂 433 中文堂 154 祷告会(中) 60  摩西 49 仁爱 暂停 保罗 19 
ECHO(英)  65  ECHO  

17 
祷告会(英) 20 约翰 6 和平1 暂停 约瑟 28 

青/少年  93 高    中 姊妹会 14   温柔 暂停 和平2 7 喜乐 暂停 
儿童(10:30) 153 初    中 12 週六聚会 节制 1 暂停 西南 1 10 良善 12 
  儿童(9:30) 32 东区1 20 节制 2 暂停 恩慈 20 信实 暂停 
    恩典 8 东区 2 14 忍耐 30 IFG 暂停 

    信心 13 LBB 暂停     
总人数 744     高/初中/IFG/家长 107   

  
週间各项聚会信息 

时间/地点 团契 联络人 团契 联络人 

週二 
在教会 

10:00a.m. 

姊妹会 
暑期暂停 

龚珊丼姊妹 
630-983-8045 

7:30p.m. 

ECHO 
暑期团契 

Pastor Alex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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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青/少年) 
王怡彬姊妹 

630-548-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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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磊弟兄 

630-405-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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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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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晨间十时卅分整 

序乐 .....................................................................冯健雯姊妹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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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会         众              
                    这是天父世界 

                            我的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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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领我…......…......诗           班 

信息…………………为福音受苦(提后 1:8-14)…..锺舜贵牧师 

回应诗歌……………….十架归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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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健雯姊妹 

献诗歌词：               天父领我 

天父领我我甚喜欢！蒙主引导心中平安！ 
无论日夜动静起坐，有主圣手时常领我。 

有时遭遇困苦忧伤，有时大得喜乐安康， 
似海翻腾如山稳妥，或危或安天父领我。 

我愿紧握恩主圣手，甘心乐意随主行走； 
遇祸遇福两般皆可，因主我父圣手领我。 

天父领我日日领我！天上慈父亲手领我！ 
惟愿跟随不离左右，因蒙主恩亲手领我。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丁昌/刘惠瑜、高文斌/赵丼、胡承仁、黄
波、姜懿轩、赖敏超、李达人/陈敏华、李韵如、万清林/刘
淑红、王敏、张福德、张裕庆/张爱慕及今天来的新朋友与
我们一起敬拜主，一次欢迎，永进欢迎。会後有简便午餐，
欢迎留步享用。 

2. 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向我们共同的天父表达由衷的感恩与敬
拜，也向所有的父亲致以敬意，愿主赐福保守你们的身体、
家庭与工作，使你们成为家中的榜样。今天午餐後在二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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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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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弟兄姊妹踊跃参加，同享属灵盛筵 (请参见右
页) 。今天起开始授理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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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怀部将於 7 月 9 日(六)上午 9:30 至下午 3:00 丽办“跳蚤
市场”，以鼓励会众善用资源，减少浪费。请弟兄姊妹收集
家中清洁无损乊可用物品(不含大型的家具或电器以及内衣
物)，於 7/6、7/7、7/8 三天的上午 9 时至下午 3 时送至教
会。若有问题请联络毛裕凤(630-551-3717)、龚珊丼(630-
983-8045)或林植(630-983-0634)。 

6. 弟兄姊妹若需在主日以外的时间来教会聚会，请按教会觃定
事先预订房间，若取消聚会，请通知有关同工，以便调整空
调系统。临时来教会的，请使用西侧大门迚出並知会教会办
公室。谢谢配合。 

7. 诗班将在 6 月 26 日和 7 月 3 日两个主日的下午 3:00-4:00
在诗班练习室(215 教室)开办识谱班，欢迎有心参与诗班或
小组领诗等服事以及所有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参加。请到大厅
登记或联络张汉义弟兄(630-420-031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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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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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晚餐前-7 日午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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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题：更新活泼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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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员简介之二] 

专题讲员全守望牧师：本教会牧师（略） 

专题讲员吴杨美珠师母：生于台湾，毕业於台湾师范大
学英语系。来美后，获得 New Hampshire 大学图书馆科学硕
士。她在美国的小学到高中教书二十一年，并舆她先生，海
德园教会的吴牧师一起服侍。吴师母几十年如一日，热情地
与儿童分享基督的爱。从牧会退休后，她和吴牧师常外出培
训，服事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教会。她有二个儿女和三个
外孙。 

[营会费用] 
以下费用指全程参加(周四晚至主日中午，三整天)包括註

册费、食宿费、场地费并含税： 
A. 备空调卫生间的房间(约有 400 个床位) 

成人： $197.99 儿童 6-12 岁：      $171.99 
幼童 3-5 岁：    $83.64 婴幼儿 2 岁或以下：免费 

B. 无空调合用卫生间的房间 
成人： $176.99 儿童 6-12 岁：      $1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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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为以弗所书(一口气把全书读完一遍，并且在读

第二遍之时，把书中的分段或特征清楚地标明出来)。 

6/19 週日     以弗所书 1-6 

6/20 週一     以弗所书 1 

6/21 週二     以弗所书 2 

6/22 週三     以弗所书 3 

6/23 週四     以弗所书 4 

6/24 週五     以弗所书 5 

6/25 週六     以弗所书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