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一生的事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

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诗篇90篇10节 

科学家估计到了 21 世纪末，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可能达到 100 岁。
他们指出，科学技术能改变控制年龄的基因，使人的寿命延长，超过
诗篇 90 篇 10 节提及的 70 至 80 岁。然而，我们依旧会读到人生的最
后一章「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写下这些话的摩西，将我们的存在比喻为早晨发芽生长的草，在
晚上被割下枯干（诗篇 90 篇 5-6 节）。尽管他活到 120 岁（申命记
34 章 7 节），他从来没有忘记生命的短暂，因此他祷告说：「求你指
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 90 篇
12 节）。  

培瑞（D. J. De Pree）是圣经广播协会董事会的成员，他把摩西的
话真实的行出来。计算出自己从出生到 70 岁的日数，幵在每日结束时
将总数减一。看到数字每天递减，便能提醒自己每一天都要为主活得
有意义。  

我们都是转眼即逝的，然而，这事实应该让我们头脑清醒，而非
气馁。摩西认定上帝是他的「居所」（诗篇 90 篇 1 节），那是我们面
对稍纵即逝的一生应当有的态度。 

要得智慧的心需一生之久，我们在世的每天都在寻求； 
然而无论生命长短或久暂，上帝的爱使我们心存讚美。 

为上帝而活的一生将化为永恒。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4 年 9 月 13 日～ 

 

 信息摘要  

讲题: 以神为居所       经文:诗篇 90           讲员:陈华傑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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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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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 锺舜贵 锺舜贵 陈建荣 沙    崙 胡    捷等 吴剑翘 慎    玫   罗世真 西北区/IFG 西南区 
 

 

上週(6月 19日)主日奉獻 
经常 $9,410.

00 建堂 $2,010.00 爱心 $6,032.
00 午餐 $576.00 

差传 $2,290.
00 神学生 $0.00     

合计   $20,3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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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中文堂 480 中文堂 141 祷告会(中) 51  摩西 46 仁爱 18 保罗 11 
ECHO(英)  65  ECHO  

14 
祷告会(英) 16 约翰 7 和平1 16 约瑟 33 

青/少年 101  高    中     温柔 12 和平2 9 喜乐 4 
儿童(10:30) 155 初    中 8 週六聚会 节制 1 15 西南 1 14 良善 暂停 
  儿童(9:30) 21 东区1 18 节制 2 暂停 恩慈 21 信实 24 
    粤语 20 东区 2 17 忍耐 26 IFG 12 

      LBB 8     
总人数 801     高/初中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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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兊勤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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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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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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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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志伟弟兄 

讚美  ………………..让讚美飞扬....................会         众              
                          主我跟祢走 

                                  奇異恩典/锁链既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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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靠耶稣真是甜美....…......诗           班 

信息…………………以神为居所(诗篇 90)……...陈华傑弟兄 

回应诗歌…………...主啊，我们自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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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健雯姊妹 

献诗歌词：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信靠耶穌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 
只要站在主應許上，信靠主蒙福無邊。 

 
感谢主助我信靠祢，祢是我救主良友； 
我深信祢与我同在，从今时直到永久。 

 
耶穌，耶穌，何等可靠，多少事上已證明； 
耶穌，耶穌，寶貴耶穌，愿我信心更坚定。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陈蕙、陈晓东/陈燕红、Linda Liu、刘玉
先、夏荣、邢君、徐干兄、晏美玲、张晓锋、周国柱/胡春
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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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夏令会已确定於 8 月 4 日(四)至 7 日(日)在威斯康辛
州密西根湖边的卡西基学院丽行，目标有 350 人以上出席，
请弟兄姊妹踊跃参加，明天(27)起开始授理网上报名。 

3. 7 月 9 日(六)上午 9:30 至下午 3:00 教会丽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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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损的物品(不含大型的家具或电器以及内衣物)装入纸箱，
於 7/3(主日)中午 12:00-1:00、7/6、7/7、7/8 三天的上午 9 时
至下午 3 时或晚上 7 时至 8 时半送至 B11 教室。亦请弟兄
姊妹广邀亲友邻舍届时光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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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今天中午 12:45 在二楼会议室(202)召开关怀同工会，请同工
们准时出席。 

5. 诗班将在今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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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联络张汉义弟
兄(630-420-0316)。 

6. ９月４日(主日)将有施洗礼拜，今日起接受报名。已决志信
主，有意受洗者请向秘书索取报名表。来教会聚会超过半
年，已受洗並有意正式转会者，亦请索取会籍表。 

7. 第七届“重申婚约”感恩礼拜定於 8 月 27 日(六)下午二时
半在教会丽行。欢迎已受过洗的夫妻向秘书报名。 

8. 宣教代祷： 
感谢主，ECHO 近期将有多位年轻人外出短宣(Jason Cheng
－肯尼亚；Michael Cheng－东亚；Noel Li－尼加拉瓜; Alex 
Wang－ 密西根; Xixi Zhao－多米尼加共和国; Kun Chen－芝
加哥; Esther Liu－马来西亚)，求主与他们同在，赐他们力量
和智慧，将福音广传；也求主保守他们出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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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註册 27 日开始) 
http://www.lwechurch.org 

        进入教会网站后，请点击左侧的“会员”登陆。中文堂与英
文堂(ECHO/OYG-Youth)分开註册，请中学生家长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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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盛的属灵筵席] 
主题信息：更新活泼的生命     讲员：林祥源牧师 
专题信息：不一样的人生     讲员：黄光赐牧师 
专题信息：亲子关係（父母篇）讲员：吴杨美珠师母 
专题信息：亲子关係（子女篇）讲员：全守望牧师 
福音信息：锺舜贵牧师、华欣牧师 

[多彩的健身活动] 
游泳/乒乓球/排球/篮球/足球/健身舞/亲子同乐遊戏 

[合理的营会费用] 
全程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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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活动预告 
1. 7/9 (週六) 执事会月会 
2. 7/9 (週六) 跳蚤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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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为腓立比书(请先将腓立比全书读两遍)。 

6/26 週日     腓立比书 1-４ 

6/27 週一     腓立比书 1:1－26 

6/28 週二     腓立比书 1:27-2:18 

6/29 週三     腓立比书 2:19－24 

6/30 週四     腓立比书 2:25-30 

7/1 週五     腓立比书 3:1-4:9 

7/2 週六     腓立比书４:10-23 

 

http://www.lwechurch.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