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仍结果子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约翰福音15章                    

有時候，收穫季節會姍姍來遲；有時候，我們無意間就播下了希
望的種子；有時候，你的生命果實會以一種你從未料到的斱式忽然降
臨。 

我的女兒梅麗莎在小時候就接受上帝救贖的恩典。但是，她從未
看到自己也可以像一些偉大的基督徒一樣，能改變別人的生命。她只
是個年輕的高中生，她一邊建立友誼，一邊應付著功課、工作和體育
活動。說到底，她只是一個想按上帝心意生活的小女生。 

然而，2002 年，在她年僅 17 歲時，上帝迎接她回到了天家，留下
了她的信仰和虔誠生活的見證；沒有事先的警告；沒有時間和他人修
復關係；沒有新的機會「多結果子」（約翰福音 15 章 8 節）。 

梅麗莎努力活出討上帝喜悅的生命，她的生命如今仍在結果子。
最近，我聽說有個年輕人在體育活動營會裡，聽完教練敘述梅麗莎的
生命故事之後，接受了耶穌成為他個人的救主。 

我們每個人都在寫自己的生命自傳。這故事能夠影響現今的人，
也能影響後人。我們是否活出蒙上帝喜悅的生命？我們無法得知上帝
何時召喚我們回到天家。因此，讓我們每天所過的生活，都能吸引人
認識主基督，為主結果子。 

我們能傳講的，僅是生命真理；我們能播下的，只有地上種籽， 

我們可被遺忘，真理應該傳承；我們已經培育，生命豐收果實。 

忠诚的生命结出丰硕的果子！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2 年 10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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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12月 9日)主日奉獻 
经常 $20,522.

55 建堂 $300.
00 爱心 $8,900.

00
 午餐 $1,167.53 

差传 $3,140.
00 神学生 $1,200.

00 夏令会 $0.
00
   

合计     $35,230.
08 

 

  * 奉献支票抬头LWEC      ** 奉献箱置斲大堂中间入口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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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间聚会 週五聚会(中文堂总数-271) 
中文堂 483 中文堂 125 祷告会(中) 64 联合团契 211    

ECHO(英)  33 初    中 4 祷告会(英) 9       

青/少年 106 儿童(9:20) 13 姊妹会 14       

儿童 141   週六聚会       

    东区1 16       

    恩典 11 东区 2 30 节制 1 11 IFG 14 

总人数 763     LBB 5 Youth 88 AWANA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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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兊勤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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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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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钉斲十字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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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健雯姊妹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 .....................................................................邹发森弟兄 

讚美 ………………齐来崇拜.........................陈建荣/会众 
                主爱有多少 

                                奇異的爱/献上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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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今降生..................诗           班 

信息…………………传承与突破(代上 4:9-10)…..苏文峰牧师 

回应诗歌……………雅比斯的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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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派礼 

献曲………………主耶稣,我爱祢 ............... 孙锺玲姊妹 

                                坚固保障 

按手礼…………………………………...苏文峰牧师  王峙军牧师 
                                                                                             龚文辉牧师  锺舜贵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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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词 .....................................................................华    欣牧师 

唱诗…………………..成为我異象……………会   众 

贺词 .....................................................................龚文辉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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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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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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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姜园园、谢疆、Bob/陈光、Jossa Luna、
MaducolicAbr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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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苏文峰牧师前来证道，传讲信息，求主保守他的家庭与
事奉。 

3. 感谢主，今天将有高森、朴明哲/王晓蓉、徐冬斌、曾红军/
陶慧敏等 6 位受洗归主，另有陈卫国/肖岚夫妇愿奉献婴儿
让主引领。受洗礼拜和婴儿奉献礼下午 1:30 开始，欢迎弟
兄姊妹踊跃观礼。请受洗的弟兄姊妹 1:15 在大堂集合。另
有陈列/张纯、戴兵/郑春阳、刘明/徐烈、苏理生/缪敏、王
嬴、杨学庆/苏丼卿等 11 位弟兄姊妹正式加入活水福音教
会，成为会员，诚挚地欢迎他们。 

4. 今天下午 12:45-1:30，教育部在会议室召开临时会议，商讨
2013 年阅读及门徒训练计划，请区辅导、区联络人及各小
组长准时出席。 

5. 教会圣诞晚会将斲平安夜(12/24 週一)丽行，请弟兄姊妹预
留时间，广邀亲朋好友参加，一同庆祝救主降生。 

6. 支持高青林师母神学装备的神学生基金奉献所收到的总额已
超过学费需要。经人事委员会提议並执事会批准，将把截至
12 月 2 日收到的神学生基金除了用斲支付师母的神学院学
费，剩余部分用斲支持华牧师和师母未来的服事。 

7. 教会需要增加招待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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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联络齐云姊妹
(630-303-0623 guidechee@gmail.com)。 

8. AVANA 本週五 (12/21)起暂停活动，1 月 11 日恢复聚会，请
家长们注意。 

9. 12 月《活水》月刊今日发刊，欢迎会后取阅。 
10. 还没有拿到 2013 年月曆的家庭，会后请到办公室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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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克挡住他人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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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力推荐阅读 
《合神心意的门徒》            

该书是欧格理牧师(Greg Ogden) 特别为促进实际灵命成长，培育小而
有生命力的门徒团体而设计的工具书，以 3-5 人为一小组，以真理为根
基，在亲密和透明化的关係中，分享生命成长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彼此代
祷互相扶持，完成学习的弟兄姐妹再分别带领新的小组，从而建立起一个
不断扩展, 代代繁衍的门徒团体。( $13/本) 

《简明神学》             
巴刻牧师(JI Packer)以精简的篇幅，浅显的文字将基督教永久的要理清

楚地表达出来。该书以不到 250 页的篇幅，涵盖了基督教几乎所有的神学
议题。不仅帮助读者较容易地掌握神学之道，认识神的美好和伟大；更帮
助读者认识到神学是一种生活斱式。而书中引用的大量圣经经文，又可以
帮助读者深入思考基督教信仰。($13.5) 

《有话问苍天》            
面对苦难人们不禁发问：如果有上帝，为什么. . . . ?  
作者杨腓力(Philip Yancey) 用圣经中的例子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身

体、情感和心灵层面考察痛苦的根源，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会有痛苦; 痛
苦是上帝的旨意吗; 人应该如何面对痛苦等问题。本书为那些人生遭遇不
测和嗟叹命运不公之人而写; 也为那些热心帮助受难者, 却又不知如何行的
人，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和指导。(繁体$16/简体$12) 

《当妈妈们祷告时》             
你正因你的孩子而心力交瘁嗎? 你渴望神保護你孩子的心思和身體

不被邪惡勢力搶奪嗎？ 你會認為：「我太微小，太不重要，神不會垂聽
我的禱告。」嗎？ 

作者 Fern Nichols  與 Janet K. Grant 整本書融合了實際操練的方
法，教導你如何藉著持續、有效的禱告，來環繞、支持你的孩子和你的家
庭。你將會學到如何與別人一起禱告，如何面對屬靈的爭戰，如何堅持不
懈的禱告，以及如何讓聖經來引導禱告的生活。你的禱告生活會經歷革命
性的改變，成為一個有能力的禱告者。（$13/本） 

 

请於会后到大厅登记购书 

 
 

        

每 日 读 经  
  本週 (12/16-12/22) —历代志下 17 章至 22 章 9 节 

本 週 金 句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与我，扩

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
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历代志上 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