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至高上帝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

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希伯来书11章35节 

罗马政府要士麦那地区的主教坡里加（Polycarp，公元 69-155
年），以咒骂基督作为得到释放的条件。坡里加说：「八十六年来，
我忠心服事祂，祂从未亏待我，我怎么能亵渎我的王、我的救主？」
罗马兵丁威胁着：「如果你不改变心意，我就要将你烧成灰烬。」坡
里加威武不屈，他因为不肯咒骂基督的缘敀，而被处以火刑。  

在这乊前的数百年，有三位名叫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年轻
人，面对类似的威胁，他们答道：「尼布甲尼撒啊……我们所事奉的
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祂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
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
立的金像」（但以理书 3 章 16-18 节）。相似的经历，却产生不同的
结果：坡里加被活活烧死，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虽置身烈火，却
毫发无伤。  

虽然他们都有同样的信心，但却遭遇不同的结果。他们对上帝坚
定的信心，幵不只是因为祂的大能，而是相信祂就是至高的上帝，不
在于上帝是否会救他们脱离困境。上帝有最终的决定权，我们要做的
就是选择一路跟随祂到底。 

求主助我信靠祢，无论何事会临及；  
全然接受祢美意，一切终有祢判定。 

生活难，上帝好  ─  今天明天永远好。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1 年 6 月 7 日～ 

 

 信息摘要  

讲题:忠心持守    经文:启示录 3:7-13     讲员:锺舜贵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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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舜贵 锺舜贵 陈建荣 杨乐蜜 齐亐等 吴剑翘 

周益弘  张    慧 

吴    乐  戴瑞克 
周    彤  史小波 西南区 北区 

下

週 
尹道先 邹发森 陈建荣 杨乐蜜 齐亐等 邱克勤 

吴    乐  胡   英

周    平  戴瑞克 
田    军 罗世真 西南区 西南区 

 

上週(6月 17日)主日奉獻 
经常 $12,244.

64 建堂 $500.
00 爱心 $0.

00
 午餐 $1,216.

00
 

差传 $1,900.
00 神学生 $0.

00 夏令会 $0.
00
   

合计     $15,860.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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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 中文堂 101 祷告会(中) 63 摩西 44 仁爱 22 保罗 14 

ECHO(英) 54      约翰 9 和平1 11 约瑟 22 

青/少年 96 高    中 暂停 週六聚会 温柔 14 和平2 11 喜乐 16 

儿童 139 初    中 12 祷告会(英) 8 节制 1 17 西南 1 9 良善 17 

  儿童(9:30) 16 东区1 23 节制 2 13 恩慈 20 信实 29 

    广传 16 东区 2 暂停 忍耐 16   

总人数 758     LBB 9 Youth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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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会 
暑期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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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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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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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约翰弟兄 

630-717-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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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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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乐蜜姊妹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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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  ………………独一真神.........................陈建荣/会众     

                           祢是荣耀的君王 

   美哉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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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天粮……............诗           班 

信息………………….忠心持守(启示录 3: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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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乐蜜姊妹 

献诗歌词：                    活水天粮 
同領受活水天糧，餵育饑渴心靈！ 
蒙主賞賜，恩豐盛，我心安息滿足。 
奇妙的活水、嗎哪，能醫悲苦創傷！ 
感謝祢富足供應，我心湧溢讚美！ 

憑信，藉主親牽引，站立至聖之地！ 
主恩、主愛多豐盛，育養生命成長； 
主恩典白白賜予，並非世上可買， 
祢賜我永遠生命，使我不至滅亡。 

祢是生命活水天糧，勝死，永不朽壞。 
十架，主寶血傾流，湧溢喜樂江河。 

主，我真不配得，主愛長、闊、高、深； 
在主座前屈膝拜，容我瞻仰聖臉。 

求主使我心剛強，有力面對挑戰， 
隨主腳步緊跟從，同走生命路徑。 
主呼召我心歸祢，撇棄世務纏繞； 

我要倚靠主恩愛憐，為我喜樂泉源。阿們。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张育维、何珏、铃木国马、滕海莲、王潇
潇、赵武松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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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令会各项筹备和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请弟兄姊妹抓紧上
网註册，不便上网的弟兄姊妹请向秘书索要报名表。 

3. 第丂届“重申婚约”感恩礼拜计划於 8 月 25 日(六)下午二
时半在教会丽行。报名截止日期为 7 月 15 日。 

4. 由于天气乾热，教会庭院草坪和树木严重缺水，需要征召数
位义工轮流来帮助浇水。请愿意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到大厅
登记或与傅德荆弟兄、刘尽忠弟兄联络。 

5. 今天下午(24)1:00-3:00 在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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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朱巧姊妹已接受半职办公室助理一职，将於 7 月 2 日(週一)
起正式开始工作。 

7. 为了方便幼童班(Toddler)主日学老师在需要时可以找到家
长，在大堂东侧门附近为幼童家长保留了一些座位，请家长
在指定座区就座。 

8. 数月来又有一些丢失物品(如圣经、车钥匙、首饰、U 盘、
血糖测量器、衣物等)无人认领，请弟兄姊妹会后到大厅认
领。若两周后无人认领，将另作处理，不再保存。 

9. 尚未拿到六月份《活水》月刊和《号角》月报的弟兄姊妹，
欢迎会后到大厅取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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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致甴教会办公室。 

 
 
 
 

 

 
 

2012 年夏令会 
  [讲员简介之二] 

葉俊明牧師來自台灣，早年經營藥商事業，1992 年蒙召進入
中台神學院接受裝備，1996 年赴美俄亥俄州亞旭蘭神學院(Ashlan
d Theological Seminary)進修教會音樂與敬拜學碩士，並取得道學
碩士學位。蒙神恩典，在求學期間認識德頓華人基督教會，並得
該教會眾弟兄姐妹支持直到畢業，並陪伴走過許多艱苦歲月。葉
牧師畢業後曾在多麗都城 Toledo華人宣道會牧會三年，之後又到
東岸德拉瓦州威明頓主恩堂牧會七年，其間亦參與植堂事工，於
2007 年在南區成功開拓一間新教會—新城主恩堂。直到 2011 年
一月，神藉著清楚的印證，帶領葉牧師全家又回到俄亥俄州，接
受更大的挑戰，在德頓華人基督教會擔任主任牧師。 

葉牧師擁有神所恩賜多項音樂才幹，並出版他個人詩歌創作
專輯:[將心歸祢]。他也看重培訓教會音樂事奉人才，曾受邀在北
美各處華人教會開講習會培訓多位領會與司琴的同工。他對向華
人同胞傳福音極有負擔，曾經協助在北美許多校園成立華人查經
班並參與服事，帶領許多同胞歸主。他也曾多次帶領短宣隊前往
北美各處團契查經班或華人教會參與宣教行動。同時，他也經常
幫助弱小教會、參與國內外各地宣教工作，尤其多次向台灣同胞
以音樂宣教，更是他的主要挑戰。目前亦籌畫未來能帶領教會的
弟兄姊妹進入中國內地宣教及培訓傳道人。學電機系畢業後 

网上註册方法 
进入教会网站http://www.lwechurch.org首页后，点击左侧

“会员”登录，新用户需先註册。中文堂会众及家中青少年、儿
童均在“中文堂”註册，每家在同一账户下註册，便于核算费
用。详细註册方法可点击网站首页“夏令会 2012-详情”查看。 

 

英文堂七月份事工动态 

主日讲员 

7/1 全守望牧师(ECHO/YOUTH 联合崇拜) 
7/8 Jalon Chan 牧师   
7/15  Damian Lay  宣教士 
7/22 Dan Shiau     IVCF 同工 

7/29 华欣牧师 
       

         每 日 读 经  
           本週 (6/24-6/30) —撒母耳记 16 章到 20 章 

本 週 金 句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

的冠冕。                                                    -启示录 3:11                                                                                        

http://www.lwechurch.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