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与眼立约 
「我与自己的眼睛立了约。」 
                                                       约伯记31章1节， 新译本                    

我们有个朋友是位电脑高手。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拜访他的住
处。我注意到他贴在电脑萤幕上的一节经文：「我与自己的眼睛立了
约」（约伯记 31 章 1 节，新译本）。很显然，他很清楚长时间坐在电
脑前的潜在危机：在电脑资讯发达的时代，淫秽的画面是很容易取得
的。 

 朋友引用约伯的话作为警语。此节经文的现代中文译本是：「我
曾经严肃地保证，绝不用淫念的眼睛看女孩子。」约伯和我们一样，
立定心志，要远离情欲的试探。约伯思想他在上帝面前所立的约，说
道：「上帝岂不是察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4 节）圣经很
明确地告诉我们，没有一件事能向上帝隐瞒，而且，我们都必须向祂

交账（希伯来书 4 章 13 节）。这就是为什么信徒必须要远避淫行。尽
管有人会在道德的界线上有所争辩，圣经却告诉我们：「凡看见妇女
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马太福音 5 章 28 节） 

 如果你已经与你的眼睛立约，想想圣经的教导可以如何帮助我们
持守此约。在你的电脑萤幕、电视或汽车仪表板上贴上经文，並且牢
记：「上帝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
洁。」（帖撒罗尼迦前书 4 章 7 节） 

每当心起淫念，意欲行为放荡， 
谨记上帝召你，要你圣洁至善。 

目光逗留，淫念则起。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2 年 2 月 11 日～ 

 

 信息摘要  

讱题:追求更高的义(一)论仇恨与淫念   经文:马太福音 5:21-30    

讱员:锺舜贵牧师   
 

 

 

 

 

 

 

 

 

 

 

 

 

 

 

 
 

 

 

 

 

 

 
 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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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匀婷 冯健雯 齐云等 张    伟 

吴乐       胡英 

吴传伟  戴瑞克 
周    彤 罗世真 北区 东南区 

 下 

  週 
华    欣 华    欣 邱克勤 沙    崙 齐云等 袁恺民 

吴乐       胡英 

吴传伟  戴瑞克 
周    彤 徐意蓉 北区 东南区 

 

上週(11月 25 日)主日奉獻 
经常 $16,277.

30 建堂 $860.
00 爱心 $0.

00
 午餐 $917.

00
 

差传 $1,650.
00 神学生 $350.

00 夏令会 $0.
00
   

合计     $20,054.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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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堂总数-335) 
中文堂 483 中文堂 127 祷告会(中) 59 摩西 40 仁爱 

68 

保罗 15 

ECHO(英)  55 初    中  5 祷告会(英) 12 约翰 7 和平1 约瑟 30 

青/少年 128 儿童(9:20) 13 姊妹会 8 温柔 暂停 和平2 喜乐 15 

儿童 136   週六聚会 节制 1 18 西南 1 良善 17 

    东区1 31 节制 2 13 恩慈 20 信实 24 

    信心 10 东区 2 21 忍耐 27 IFG 16 

总人数 802   西区 53 LBB 4 Youth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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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美德弟兄 
630-55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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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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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喜成弟兄 

630-355-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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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    楠姊妹 
630-666-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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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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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钉於十孖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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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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主日学课业记录 
 完成 2012 秋季课程的学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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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 ………我敬拜祢全能神/无人能像祢....赵匀婷/会众 
              如鹰展翅上腾 

                    全然为祢 

                  上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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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扬福音…................诗           班 

信息…………追求更高的义(一)论仇恨与淫念…..锺舜贵牧师 

回应诗歌……………….不再是我……............会   众 

圣餐……………………………………………..锺舜贵牧师 
        张杭、锺声亮、胡耀中、潘柏滔、阮炜华、慎  玫、邹求仲、陈圣洁、汪贤浩、尹道先、赵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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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健雯姊妹 

献诗歌词：                      传扬福音 
传扬福音：基督降生，传扬福音人人听闻， 
传扬福音：神成全救恩，福音传遍万民。 
传扬福音自伯利恒，传扬福音到各地方。 
传扬福音，这是主命令，福音传遍万民。 

前有一天，夜空星光灿烂，大队天使显现， 
传扬福音，宣告主爱奇妙完备。 

快来分享无穷喜乐，同贺救主基督已降临。 
当传扬福音，宣告主降临。 

传扬福音，高声嘹亮，传扬福音，快乐音响， 
传扬福音，普天欢欣！福音传遍万民。 

传扬福音：主降生！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陈春丁/李桂清、陈思、胡盛雄、王琳、杨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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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12/2)召开会员大会，就 2013 年预算、新任执事及咨询
委员候选人等议案进行投票，请会员们会后先到大厅投票，
然后再用餐。 

3. 冬季成人主日学今日开课，上课时间为早上 9:20-10:20，请
准时。教室安排如下：基要真理-223，初信造就-221，保
罗生平和书信(一)-225，在家中活出基督的生命-224，福音
书神学课题初探-215，基督徒的性格和品格-222。 

4. 请报名受洗的弟兄姊妹今日(12/2)及下主日(12/9)下午 1 时在
225 教室参加受洗班课程。报名转会的弟兄姊妹(非本教会受
洗者)请在 12 月 9 日下午 1 时在 224 教室参加会籍班课程。 

5. 教会圣诞晚会将於平安夜(12/24 週一)丽行，请各区积极准
备节目，若有个人愿意参与，可与陈建荣弟兄联络，亦请弟
兄姊妹预留时间，广邀亲朋奺友参加，一同庆祝救主降生。 

6. 关怀部发起 2012 年感恩奉献，向牧师及牧职同工表达感
谢。今日(2)与下个主日(9)将有爱心特别奉献，奉献时请註
明“爱心”。 

7. 欢送华欣牧师和师母的聚会定於 12 月 15 日(週六)晚 7 时在
教会丽行，请弟兄姊妹预留时间踊跃参加(週五团契活动照
常进行)。晚会后有茶点招待。当日上午 10 时起会有同工教
如何做点心，也需更多志愿同工的参与。愿意参加者，请与
陈圣洁姊妹(630-969-9339 ccarolwang@gmail.com)联络。 

8. 今日(12/2)起图书馆恢复正常开放时间(12:00-2:00)，请弟兄
姐妹踊跃借阅图书及音像资料。 

9. 大学生/研究生家长祷告会将於本週二(12/4)晚 7:45-9:45 在
222 教室丽行，欢迎家长们踊跃出席。 

10. 芝加哥中国基督徒合唱团今天下午 4:00-5:30 在 Elk Grove 
Baptist Church 丽办诗歌敬拜会，欢迎参加(详见佈告栏)。 

11. 若您的车停在双排停车位(Double Parking)，请务必在崇拜后
立刻前往挪动车辆，以免挡住他人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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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共有 127 位学员(名单如下)完成了秋季成人主日学课
程，向他们表示祝贺。 

 

 

 

 

 

 

 

 

 

 

 

 

 

 

 

 

 

 
  

 
 
 

               
 

英文堂十二月份主日讲台 
12/2      全守望牧师 (ECHO/Youth 联合聚会) 
12/9       Pastor Jin Lee 
12/16    苏文峰牧师 (全教会中英文堂联合崇拜) 
12/23  宣教士 Damian Lay 
12/30    甄子任牧师 

        

每 日 读 经  
  本週 (12/2-12/8) —历代志下 5 章至 9 章 

本 週 金 句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

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麽德行，若
有什麽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腓立比书 4:8 

101 - 基要真理(4)  
方秀珍  刘永昌  朴明哲  王晓蓉 

102 – 初信造就(13) 
崔大志  贺菁蕾  林子馥  缪敏      孙慧莲  祖汤生  王浩宇   王嬴      徐烈      
喻红梅  张显英  张志琦  Michelle Mei 

207-I –圣经单卷《以赛亚书》(28)  
陈列     郑达仁  郑碧珠  成东伟  刁惠敏  范素萍  华慧明  林植      黄宗洋 
靳职理  赵希莲  林绩英  林乐伟  孙墨珍  凌卓华  刘彦洁  刘遵平  娄颖 
陆蜀华  陈翠如  孙伟中  邓懿仙  董维璐  吴炜如  吴宝华  吴传伟  杨嘉慧 
周怡   

304-01 –塑造儿童属神心志(2)  
宋秋景  王恩洪 

403-01 –带领小组查经(61)  
程秀凤  陈大尧  陈建荣  陈益生  徐惠玲  周益弘  邹发森  崔力     傅德荆           
何瑶瑶  胡嬿   黄钢      林丼茹  孔晖      龙毅     乐依丼  梁梅     梁志刚
刘洁      陈威娟  汤玉珠  骆春玲  罗孚     马永彰  符晓晓  任炽明  朱美龙
牛岚      潘东     祁楠      阮炜华  苏丼     苏理生  孙永林  唐薇      陶慧敏
王蕴      王海燕  王洪兰  王华     汪淑贞  王秀英  魏军     温笑涟   吴坚 
吴晓霞  谢晓琳  徐恒      叶意妹  杨约翰  杨俊     杨康美  杨瑞颖  杨延捷 
曾红军  张丼红  张磊      张伟     张雅颐  周春平  周薇      

412 –护教学初探(19)  
陈伯群  陈迚     邱克勤  锺丼英  戴奇      邱韦华  黄尚志  金东雷  李友麟  
冯婉芬  刘玲     吴玫亮  杨乐蜜  余丼燕  于冰梅  俞基训  赵鸿      邹宜汝    
赵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