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导航器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

理。」                                                                           约翰福音16章13节 

你是否曾感到好奇，飞机驾驶员为何能够将飞机准确地开到目的
地？他们很可能是使用了 VOR，全名为甚高频全向信标（VHF Omni-
directional Radio Range）。这是一种导航系统，早在 1950 年初即已发
明，今日仍有不少飞机使用 VOR。机长先将目的地的方位输入系统，
之后在飞行过程中，飞机若偏离航道，系统就会通知机长，让机长及
时修正航向。 

在以赛亚时代，以色列人迫切需要如导航系统一样可靠的引导，
上帝愿意成为他们的导航系统。尽管上帝已经警告以色列人，他们仍
然选择投靠埃及人（以赛亚书 30 章 1-2 节）。然而，恩慈的上帝仍应
许将来祂会引导以色列人，祂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
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21 节） 

今日的基督徒内心里都有一个导航系统，就是主耶稣派来住在我
们心中的圣灵，祂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 16 章 13
节）。如果你的人生需要方向指引，千万不要倚靠自己的方法，而要
寻求上帝的导航系统，祂一定会引导你走向正确的方向。 

要过讨主喜悦生活， 全靠圣灵赐予力量； 
圣灵也用上帝话语， 指引我们人生方向。 

圣灵乃人生的导航器。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0 年 9 月 21 日～ 

 

 信息摘要  

讲题:田间巧遇-爱的呼唤  经文:路得记 2:1-23   讲员:华欣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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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４月 29日)主日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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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间聚会 週五聚会(中文堂总数-282) 
中文堂 425 中文堂 123 祷告会(中) 46 摩西 45 仁爱 23 保罗 暂停 

ECHO(英)  46    姊妹会 16 约翰 

65 

和平1 15 约瑟 24 

青/少年 110 高    中 9 週六聚会 温柔 和平2 13 喜乐 22 

儿童 160 初    中 14 祷告会(英) 6 节制 1 西南 1 12 良善 12 

  儿童(9:30) 16 东区1 27 节制 2 恩慈 8 信实 23 

    恩典 16 东区 2 9 忍耐 暂停 IFG 6 

总人数 741   信心 15 LBB 5 Youth 69 AWANA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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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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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琇英姊妹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 .....................................................................胡枋国传道 

讚美  ………………全然向祢........................ 吴剑翘/会众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祢的信实广大/坚定的爱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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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耶稣，我好友................诗           班 

信息……………田间巧遇-爱的呼唤(得 2:1-23)...华   欣牧师 

回应诗歌……………….何等恩典…….....…...会   众 

圣餐……………………………………………..华   欣牧师 
        张纪德、邹发森、胡耀中、林植、潘柏滔、阮炜华、邹求仲、汪贤浩、杨康美、杨延捷、赵美德 

献祷 ................................................................... . 胡枋国传道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 ............. 胡枋国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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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祷 .....................................................................华   欣牧师 

殿乐………………..........................................朱琇英姊妹 

献诗歌词：                 耶稣，我好友 

耶稣爱我我深知，圣经告诉我如此， 
小小孩童祂抚养，我们软弱祂刚强。 
耶稣爱我亲舍命，将我罪恶全洗净， 
天堂恩门祂敞开，让祂小孩好进来。 

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 
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 

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高贵修/孟昭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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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有中英文堂母亲节联合崇拜，由於座位不足，弟
兄姊妹亦可到楼下英文礼拜堂同步敬拜。请尽量合伙用车。 

3. 2012 年夏季成人主日学今日起接受网上註册，本季开设基
要真理、初信造就、旧约历史(上)、约翰福音、基督教伦理
学等五门课程，欢迎弟兄姊妹踊跃报名上课。 

4. 福音营将於国殇节长週末(5/26-28)在 Cedar Lake 丽行。请弟
兄姊妹预留时间並邀慕道朋友参加。5 月 14 日报名截止。
每人实际费用$128(含吃住)，参加的慕道友每人支付$35，
营会同工支付$80，其余部分由教会补贴。请到大厅索取报
名表或洽杨延捷姊妹(630-579-9374)。有心参与小组长服事
的弟兄姊妹，请与周益弘弟兄联络(630-640-5813)。 

5. 教会需要增加一位半职办公室助理，协助秘书完成相关工
作。愿意申请或了解详情的弟兄姊妹，请上教会网站查看，
或寄邮件至 info@lwechurch.org，亦可联络阮炜华或周薇。 

6. 教会图书馆需要增加新同工，欢迎来教会超过一年，已经受
洗並固定出席主日聚会的弟兄姊妹踊跃报名，请联络慎玫姊
妹(630-882-5644)。 

7. 感谢数位弟兄姊妹多年来接送住在公寓的长辈们参加主日崇
拜，愿神记念。目前需要再增加多位新同工参与 Downers 
Grove 两个公寓的接送，以便多人轮换。请有负担的弟兄姊
妹到大厅登记，或联络林植姊妹(630-983-0634)。 

8. 下主日(13)早上将有母亲节儿童献唱最后一次练习，请家长
9:30 准时送孩子抵达，4、5 岁班到 209 教室集合，K-5 年
级到体育馆集合。中午 12:30 在英文礼拜堂有儿童圣经趣味
问答赛。欢迎弟兄姊妹留步前往观看，给予鼓励与支持。 

9. 5 月 19 日晚 5 时半，青年部在体育馆丽办高中毕业生欢送
劝勉晚宴，欢迎初/高中生家长们与子女一同正装出席(晚餐
费用$5)。请於会后到大厅购买餐券。 

10. 以诺团契将於本週六(5/12)上午 10 时在 B11 教室丽办今年的
首次聚会，会后有聚餐。欢迎长辈们踊跃参加，每家(人)带
一道菜来分享。 

11. 五月份《号角》月报已送达，欢迎会后到大厅取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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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教会九标志 

 
 

  在神的旨意中，教會是為了彰顯祂自己的榮耀與智慧（以弗所
書三 10），而且，在聖經中，神已經清楚地說明了地方教會的目
的、領袖職分、組織、與治理的方法。在《健康教会九标志》这本
书中，作者狄马可號召教會重新發現聖經的傳統。它所關注的不是
教會的成長，而是教會的健康，這应该是一個以神為中心之事奉的
正確目標。 

 以下是书中所论述的健康教会的九个标志： 
 

 标志一 解经讲道 

 标志二 圣经神学 

 标志三 福音 

 标准四 根据圣经来理解悔改归主 

 标志五 根据圣经来理解传福音 

 标志六 根据圣经来理解教会的会员制度 

 标志七 遵循圣经的教会纪律 

 标志八 关注门徒职分与成长 

 标志九 根据圣经来理解教会领袖 

本书作者 — 狄马可(Mark Dever) 

译者   — 唐玲莉 

出版者     — 美国麦种传道会 
  

  

                                                                        
 

  

         每 日 读 经  

           本週 (5/6-5/12) —约书亚记 13 章到 24 章 

本 週 金 句  

祢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祢的路径都滴下脂

油。                         

                                                                                       -诗篇 65:11 

文 
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