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找回平衡 
「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

子抵挡仇敌，並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以弗所书6章13节 

这几年，我的妻子玛琳饱受内耳失衡乊苦。每次在毫无预兆的情
况下，她的耳朵就突然不舒服，同时也会觉得天旋地转。这种晕眩的
症状使她无法坐下或站立，只能躺在床上。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这
种病症。玛琳原是一个好动的人，不时地发生症状令她备受挫折。 

有时人生也是如此。一些意料外的事件搅乱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使我们的日子乱了套。也许是我们被裁员了，或许是医生告诉我们的
坏消息，也有可能是来自属灵敌人的攻击。不论哪种情况，都会使我
们觉得失去平衡，好像无法站立得稳。 

在这种时刻，我们应该转向上帝。当我们失去平衡时，上帝能帮
助我们，祂提供属灵需要，使我们得以站立。保罗说：「所以，要拿
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並且成就了一
切，还能站立得住。」（以弗所书 6 章 13 节） 

所以，当不如意的事发生时，我们不须感到挫败。因为靠着上帝
的力量与扶持，我们便能重新站立起来；靠着上帝的全副军装，我们
便能站立得稳。 

在祂爱中耐心等候，祂深知我眼下光景； 
紧抓住祂指引恩手，软弱的我得以站立。 

凡事倚靠上帝，一切都能忍受。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2 年 1 月 18 日～ 

 

 信息摘要  

讲题:在洪流中站稳    经文:启 2:12-17       讲员:锺舜贵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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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筵 
  停车

场 

班车 

本

週 
锺舜贵 锺舜贵 锺舜贵 沙    崙 齐云等 张    伟 

张慧     吴传伟 

周平     戴瑞克 
田    军  史小波 北区 南区 

下

週 
华家庆 汪贤浩 黄锡惠 赵匀婷 齐云等 邱克勤 

张慧     吴传伟 

周平     戴瑞克 
田    军  史小波 

西区 

东区 
南区 

 

上週(４月 15日)主日奉獻 
经常 $17,672.

54 建堂 $1,400.
00 爱心 $0.

00
 午餐 $1,015.

50
 

差传 $4,950.
00 神学生 $0.

00 夏令会 $0.
00
   

合计     $25,038.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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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中文堂 134 祷告会(中) 50 联合聚会  370    

ECHO(英) 38    姊妹会 14      

青/少年 111 高    中 11 週六聚会 AWANA/儿童  139    

儿童 176 初    中 17 祷告会(英) 9 青少年 96    

  儿童(9:30) 22 佈道会 275       

            

总人数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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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玉珠姊妹 
630-305-8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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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东伟弟兄 
630-416-1542    

西南区 

仁爱 曹    强弟兄 
630-428-1189 

北区 

约翰 
缪洪宇弟兄 

630-983-6982 

和平一 陈大尧弟兄 
630-312-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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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良基弟兄 
630-904-8978 

节制二 
陈嘉康弟兄 

630-548-9360 

南区 
保罗 吴剑翘弟兄 

630-961-0911 

东南区 

喜乐 黄钢弟兄 
630-717-1466 

约瑟 胡    捷姊妹 
630-851-5188 

良善 刘遵平弟兄 
630-364-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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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玫亮姊妹 
630-355-7615 

西区 恩典 
(隔週) 

王恩洪弟兄 
630-978-7701  广传(粤语/隔週) 郑达仁弟兄 

630-416-1883 

  
 

 

 
 

 

创立：二〇〇〇年十月八日       2012 年 4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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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崙师母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 .....................................................................锺舜贵牧师 

讚美  ………………从太阳出来乊地............ 锺牧师/会众     

                           祢真伟大 

   主，我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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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活泉...................诗           班 

信息……………….在洪流中站稳(启 2:12-17).....锺舜贵牧师 

回应诗歌…………….非常的岁月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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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活泉 
 

救主寶血生命活泉，從以馬內利湧流； 
罪人到此水泉浸沐，罪污清洗潔淨。 

被殺羊羔寶血傾流，永有赦罪功效， 
直到教會完全得贖，稱義，聖潔無瑕。 

我蒙主恩得見水泉，從主傷痕供應， 
救主大愛銘記於心，一生報答主恩。 

當我躺臥冰冷墓穴，口舌安靜無言， 
必能唱出更美歌聲，頌讚救主權柄。 

救主大愛銘記於心，寶血洗我罪潔淨。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安平、陈石磊、刘国华、仸庆云、许雪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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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上週佈道会共计 18 位弟兄姊妹決志信主，请弟兄
姊妹继续关心，为他们日后的追求祷告；也感谢所有参与各
项服事的同工，愿主纪念。佈道会三场信息的录像均已在教
会网站的宣教栏目下登出，欢迎弟兄姊妹收看或转寄亲友。 

3. 本週六(4/28)是春季庭院整理日，请弟兄姊妹踊跃参与义
工，清除杂草並铺覆盖物(Mulch)，共同维护教会大家庭的
环境。义务活动上午 9:00 开始，请尽量自带庭院工具。 

4. 今天下午(22)1:00-3:00 在 209 教室丽行大学生/研究生家长
祷告会，欢迎弟兄姊妹踊跃参加。 

5. 教会儿童事工部将於本週六(4/28)晚 5:30-8:30 在地下室丽行
儿童主日学教师谢师暨联谊会，欢迎所有现仸及卸仸的儿主
老师们及家人参加。将出席的老师请於 4/25 乊前与梁梅姊
妹联络(630-416-6122)。 

6. 下主日(4/29)中午 12:30 儿童主日学 K-5 年级学生在大堂迚
行母亲节献唱练习，请家长们准时带孩子参加。 

7. 芝华宣道主办的福音营将於国殇节长週末(5/26-28)在 Cedar 
Lake 丽行，陳世钦牧师、陈昆華博士及宋梅琦博士将担仸
讲员。请弟兄姊妹预留时间並邀慕道朋友参加。现已开始接
受报名，详情请洽杨延捷姊妹。 

8. CCMC 迦勒团契将於 5/10 前往芝加哥自然博物馆参观「成吉
思汗」特展，入场费团体特价优惠每人$17，午餐自备，交
通费免除。本教会有意参加者请联络林绩英姊妹(630-369-

7372)，並於当日上午 8:45 抵达 CCMC(交通请自理)。 

9. 正道神学院於 5 月 4 日至 5 月 6 日在芝加哥校区(831 Foster 
Ave. Bensenville, IL 60106)开设「基督徒流行文化知多少?」
课程，由陈惠琬 (莫非 )老师授课。今日报名截止。请洽
Freda Lin(630-54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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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的世界观 

——人类是世界的管家，而非主人 

早期教父直接或間接引用創世記 1:26-28，以及詩篇 8:5-8，
來強調人類在整個世界之被造物中佔有中心的地位。例如教父奧古
斯丁在所著之《上帝之城》一書中，便清楚強調一種以人為中心的
倫理，認為“理性”是區分人與動物的標準。按這種觀點而言，嬰
兒與身心受創而不能做理性判斷的人，都不能被稱為人。 
  中古世紀的神學家多馬‧阿奎那接受奧古斯丁的觀點，認為在
神所安排的秩序中，人類位於最高階層，也是一切生物存在的根
據，因此人類成為自然界絕對的使用者。這種以人為中心的思想漸
漸助長了人應深入認識大自然，以致能控制大自然的思想與作法，
間接造成科技的誤用與濫用，以致於今日生態環境的破壞。 
  其實，從創世記第二章來看，神造了伊甸園之後，便派亞當修
理看守。因此人類是受上帝之託“管理”神的創造，而非“擁有”
神的創造。換句話說，人類是世界的管家，而不是世界的主人。因
此，人類應當要讓各種受造物“各從其類”的發展，而不是只顧及
人類的利益，去破壞上帝所賦予世界的合諧性。 
  許多經文都指向人類不能夠只顧及自己的利益，卻忽略上帝對
於世界的旨意。 
(一)設安息年和禧年（利 25:1-22）：這是一種輪耕制度，為的是

保持土壤的肥沃，以便有正常的收成。此外，藉著休耕不採摘
第一年自長的果子，以及不收割田角的作物，以關懷孤兒寡婦
與寄居者的生命，都是一種對生命的尊重與疼惜。  

(二)關愛野生動物（申 22:6-7『不可連母帶芻一併取去』）：我
們可以和野生動物共存，也可以取牠們為食物，但是不可以
使他們滅絕。  

(三)珍惜林木（申 20:19-20、利 19:23-25）：指出不可濫伐樹
木，尤其是可以結果子的樹木。  

(四)維持遺傳基因的穩定性（利 18:6-23）：品種攙雜容易帶來抵
抗力薄弱的品種，近親通婚可能造成品種的缺陷。  

(五)不可進食受污染的生物（申 14:9-10、利 11:9-12）。  
(六)注重環境衛生（申 23:11-15、利 11:29-31）。 

摘自网文《基督徒伦理系列（七）— 基督徒的环境伦理》 

  

         每 日 读 经  

           本週 (4/22-4/28) —申命记 27 章到 34 章 

本 週 金 句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雅各书 4:4 

文 
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