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一撮头发 

「耶和华……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历代志下16章9节 

自从登上月球之后，阿姆斯壮就饱受媒体追逐。为了想要有私人
的空间，他移居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斱。但是，在那里他还是被名气
所累。他的理发师得知有人愿意花钱买阿姆斯壮的一小撮头发，于
是，在给太空英雄理了几次发之后，他将阿姆斯壮的一缕头发卖了三
千美元。那位理发师的行为，让阿姆斯壮觉得自己被出卖了。 

圣经里也曾提及一个被人出卖和理发的故事。「参孙从不理发」
是他被上帝呼召做拿细耳人的印记 (士师记 13 章 5 节)。当上帝的灵临
到他，他就被赋予异于常人的力量，以至于能战胜敌人（士师记 15 章
14 节）。非利士人为了要拿下他，派了名叫大利拉的妇人去探听他力
气过人的秘密。参孙禁不起诱惑就向她透露，只要他剃了发，力量就
会自动消失。于是大利拉让他入睡，就在那时他的头发被剃，力量就
从此消失了（士师记 16 章 5 节、19 节）。 

贪心会使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让我们对他人和上帝不忠诚。我
们应该渴望有一颗忠诚的心，能去爱上帝和他人。圣经提到：「耶和
华……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历代志下 16 章 9 节） 

在一切的言行举止，我愿对祢心存诚实； 
不论处在什么情况，我知祢是我的依靠。 

忠诚是真爱的表现。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0 年 10 月 27 日～ 

 

 信息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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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员 领 会 领 唱 钢 琴 招 待 音 控 图控 & 摄像 投 影 传  译 
  爱筵 
  停车

场 

班车 

本

週 
华    欣 邹发森 赵匀婷 冯健雯 胡捷等 袁恺民 

吴  乐    吴传伟 

周益弘  戴瑞克 
周   彤 徐意蓉 北区 西北区 

下

週 
袁幼轩 全守望 锺士仪 锺浩恩 胡捷等 袁恺民 

吴  乐    吴传伟 

周益弘  戴瑞克 
周   彤 罗世真 北区 西北区 

 

上週(12月 4日)主日奉獻 
经常 $17,374.

12 建堂 $680.
00 爱心 $8,220.

00
 午餐 $747.

00
 

差传 $2,140.
00 神学生 $0.

00 夏令会 $0.
00
   

合计     $29,161.
12 

 

  * 奉献支票抬头LWEC      ** 奉献箱置斲大堂中间入口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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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各
项
聚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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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间聚会 週五聚会(中文堂总数-295) 
中文堂 468 中文堂 130 祷告会(中) 54  摩西 47 仁爱 20 保罗 15 

ECHO(英) 
140 

   姊妹会 21 约翰 13 和平1 22 约瑟 19 

青/少年 高    中 13 週六聚会 温柔 10 和平2 12 喜乐 10 

儿童 169 初    中 15 祷告会(英) 5 节制 1 13 西南 1 10 良善 12 

  儿童(9:30) 15 东区 22 节制 2 14 恩慈 15 信实 25 

    广传(粤语) 22 东区 2 暂停 忍耐 21 IFG 11 

总人数 777     LBB 6 Youth 79 儿童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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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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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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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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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哲亮弟兄 
630-632-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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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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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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爱神爱人 同心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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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匀婷姊妹 

讚美  ……………..普世欢腾/天使歌唱...........会         众     

                         何等恩典 
                        一生一世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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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奇妙夜…..................诗           班 

信息…………….生命五重奏(士师记 14:1-15:20)…华    欣牧师 

回应诗歌……………有你我就有亮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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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妙夜 

奇妙夜，一道星光在天空照射，光华照向卑微马槽 
多温馨，马利亚诞下小圣婴，草床上，祂安然睡觉。 

今夜星光放異彩，璀灿光华碧如海； 
引领我们从东往西进发，寻找主真光。 

奇妙夜！迷惘人生盼见真光，渴求圣婴的爱。 
引领我们众人前往伯利恒；我的心满福乐天恩。 

今夜星光放异彩，璀灿光华碧如海； 
引领我们从东往西进发，寻见主真光。 

见主真光！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江琦枚、张青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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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为中英文堂圣诞联合崇拜，请弟兄姊妹尽量共乘
(Carpool)来教会。届时若主堂坐满，请移步到楼下英文堂，
並请准时赴会，谢谢合作。 

3. 请报名受洗和转会籍的弟兄姊妹今日(11)下午 1 时在 222AB
教室参加受洗班/会籍班课程。 

4. 庆祝圣诞晚会本週五(16)晚上八时在教会丽行，请弟兄姊妹
广邀亲朋好友参加，亦请青少年的家长鼓励孩子一同前来参
加，共庆耶稣降生。当晚青少年例行活动暂停。 

5. 本週六(17)晚 7 时 YOUTH/ECHO 丽办圣诞特会”Arrival”，慕
迪圣经学院教授袁幼轩担任特约讲员，並在主日(18)上午
9:20 主讲专题“基督信仰对同性恋问题的回应”和回答提
问，欢迎中文堂弟兄姊妹踊跃参加。 

6. 今天中午 12:30-1:30，4 岁、5 岁班至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在
大堂彩排圣诞晚会节目，请家长们将孩子送到大堂。 

7. 教会图书馆将斲圣诞假日期间(12/27 和 1/1 两个主日)暂停开
放，需借还图书的弟兄姐妹请注意。 

8. 12 月《活水》月刊今日发刊，《号角》月报亦已送达，欢
迎会后到大厅取阅。 

9. 尚未领取 2012 年月曆的家庭请会后到大厅登记领取，每家
一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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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1122 咨咨询询委委员员会会及及执执事事会会成成员员  
  咨询委员：邹发森  胡枋国  华家庆  潘柏滔 

 执事：    主席-王成望(兼咨询委员)  

 崇拜-陈建荣(兼崇拜委员会召集人) 

 教育-慎玫(兼教育委员会召集人) 

差传-崔力(兼差传委员会召集人) 

本地宣教-杨延捷 

关怀-林植(兼爱心基金委员会召集人) 

行政-阮炜华(兼人事委员会召集人) 

总务-赵鸿 

维修-傅德荆 

财务(出纳)-余子吉 

财务(收入)-陈圣洁 

英文-王圣衍(兼 ECHO 同工委员会召集人) 

青年-王怡彬(兼青少年事工委员会召集人) 

儿童-杨康美 

    儿童主日学校长 ：白蓉 

 

    
 

 

 

 

      每 日 读 经  

       本週 (12/11-12/17) —  路加福音第 13 章到第 24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