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修小品    

心灵食粮 

「我得著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耶利米书15章16节≈ 

陪我太太玛蒂购物就像上营养课一样。每次我只要一拿起某个看来好吃的东西时，

她就会说：「看看标示。有没有反式脂肪？卡路里多少？胆固醇含量呢？」我得承认，

如果没有她在生活中扮演营养「纠察队」的角色，我一定会胖得和鲸鱼一样！  

筛选我们灵魂所摄取的食物，远比在卖场里做正确的选择更重要。我很喜欢一句经

文：「我得著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耶利米书15章16节）。  

读上帝的话，不仅是完成行事历上一件该做的事而已，我们还得吸收消化。慢慢

地、仔细思索吸取上帝的道，并安静默想它对我们有何意义，这对我们的生命有非常高

的营养价值。在祂的话里，满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养分：  

·与我们灵魂的供给者直接连结   

·给我们智慧与判断力的脑力补给   

·透过日行检查审视我们的心理状态  

·助我们远离罪恶的预防针   

·充满平安、盼望与舒适的灵魂洗礼  

让我们吃上帝的言语，享受属灵的盛宴！  

上帝话语有养分，门徒成长必需品， 

若是我们不享用，奇妙信仰将无分。 

圣经装有健康灵命所需的所有养分。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8年12月28日 ～ 

   
讲题: 吗哪天粮           经文: 出埃及记 16:1~36       讲员:华欣传道 
  
 
 
 
 
 
 
 
 
 
 
 
 
 
 
 
 
 
 
 
 
 
 
 
 
  
 
 
 

 
 

 
 讲 员 领 会 领 唱 钢 琴   招          待 音 控 投 影 爱    筵

本週 华    欣 汪贤浩 林都丹 徐敏慧 吴嘉楠/洪   勤 李宗梧周    彤 仁爱/恩慈

下週 锺舜贵 锺舜贵 赵匀婷 朱琇英 吴嘉楠/洪   勤 李宗梧周    彤 喜乐/信实
 

上週(2 月 1日)主日奉獻 
经常 12,042.00

 

建堂 5,820.00午餐 995.00

差传 4,500.00
 

神学生 1,200.00爱心 100.00

 *奉献支票抬头-CCMC 合计 24,657.00
 

上 主日聚会人数 上 间各项聚会人数 
崇拜 主日学 祷告会(中) 45 摩西 64 保罗 21 

中文堂 418 中文堂 160 祷告会(英) 5 约瑟 25 约翰 12 
英文堂 43 英文堂 9 路得姊妹会  仁爱 14 喜乐 21 
青/少年 123 高中 15  和平 25 忍耐 25 

  初中 22   恩慈 18 良善 15 
  儿童(9:30) 44 IFG 23 信实 14 温柔 15 
  儿童(10:30) 146 青年 41 节制 34 提摩太 17 

    青少年 48 五成人(总) 320 
 

星期 團契 時間 地點 聯絡電話 
二 禱告會 8：00p.m. 瑞柏基督徒教会(NCC) 630-560-9157 

三 路得姊妹会 10：00a.m. 瑞柏播道会(EFC) 陈锦曡姊妹 
630-428-7514 

四 弟兄會 8：00p.m. 瑞柏长老会(NPC 第一、三 四)黃富源弟兄 
630-512-0682 

青年 7：45p.m. CCMC  梁培華弟兄 
630-854-9209 

青少年 8：00p.m. Grace Pointe Church 伍健真姊妹 
630-618-9938 

IFG 7：00p.m. 邓懿仙姊妹府 张祖望姊妹 
630-357-0912 

摩西 8：00p.m. 瑞柏长老会(NPC) 童则伟弟兄 
630-548-0250 

保罗 8：00p.m. 许壮钦/张自达夫妇府 
黄扬清弟兄 
630-428-9007 

彼得 8：00p.m. 救主信义会(OSLC) 傅德荆弟兄 
630-416-3974 

約瑟 8：00p.m. 瑞柏基督徒教会(NCC) 袁恺民弟兄 
630-428-1815 

約翰 8：00p.m. 瑞柏基督徒教会(NCC) 萧英 弟兄 
630-718-1385 

五 
 

 

提摩太 8：00p.m. 各成员家庭 田    军弟兄 
630-527-8861 

六 粵語 7：00p.m. 各成员家庭(每隔一 六)          鍾聲亮弟兄 
630-983-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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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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主任：梁培华弟兄 Youth Director: Mr. Michael Liang 
儿童主任：张惠俐姊妹 Children Director: Dr. Hui-Li Chang 
秘       书：周   薇姊妹 Secretary:  Ms. Wei Zhou 
电       邮：info@lwechurch.org      网址：http://www.lwechurch.org 
电       话：(630) 560 – 9157           传真：(630) 56 57 0 – 91
堂址/邮址：1256  Wehrli Rd. Naperville, IL 60540    



本年度“每日读经”进度将配合教会鼓励阅读的巴斯德所著
《归纳性研经》一书(可在教会网站-资源/灵粮共享中找到)，每周
一课。本周为创世记之四(重读第十二章到五十章，特别留意亚伯
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四人的生平事迹；边读边作笔记)。 

主后二○○九年二月八日                                                                                                                  LWEC  2009-6 
 

(*除“个人佈道”报名限额 15 人，其余课程报名限额均为 40 人) 

 

主日崇拜程序 
晨间十时卅分整 

序乐 ........................................................................ ...徐敏慧姊妹 

以 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 ........................................................................... 林都丹姊妹 

美  .........................1荣耀归於真神………….......会         众             
                               2宝贵十架 
                            3爱  喜乐  生命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牧祷................................................................................... 华    欣传道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奇異恩典！永恒生命！…....诗      班 

信息……………………吗哪天粮(出 16:1~36) ........... 华    欣传道                         

回应诗歌…………………永远不渴 ..................... 会   众 

献祷 ........................................................................... 汪贤浩弟兄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 ............... 汪贤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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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祷文 ....................................................................... 会   众 

殿乐………………................................................徐敏慧姊妹 

献诗歌词：  

有一大爱将临世上，古旧十架，纯洁羔羊。 
为人舍命牺牲奉献，奇異恩典！永恒生命！ 

有一盼望超越坟墓，深厚至爱，全能救主。 
胜过一切尘世争竞，奇異恩典！永恒生命！ 

有一平安人皆可知，静人心神，治人灵魂。 
“来就近我”救主邀请，奇異恩典！永恒生命！ 

上帝爱世人赐下祂爱子，好让我们信靠祂， 
神差爱子降世不是要定人罪，是为救我离罪愆。 

有一天家为众而备，靠主圣名天家可归。 
安歇美地宝座天庭，奇異恩典！永恒生命！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陈宗明/朱李晓、戴林洁、王哲亮、徐迟、
许寒、姚慧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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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主日学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上主日已有 82 位弟兄姊妹
报名。本季共开设 8 门课程(参右页)，请於会后抓紧到第一
桌登记。冬季成人主日学课程的最后一次课为 3/1(日)，请
老师及学员们注意。 

3. 4/12 复活节将有施洗礼拜。有意接受洗礼者，请尽速向吴剑
翘弟兄(630-961-0911)报名。另外，在本教会聚会超过半
年，已受洗並有意转会的弟兄姊妹，以及在本教会受洗，已
完成规定之主日学课程，愿意正式成为教会会员的弟兄姊
妹，请向马学武弟兄(630-922-9986)报名。 

4. 教会徽标(Logo)评选投票将於下主日(15)进行，会员投票通知
信不另行寄发。今日有缺席投票，请到第一桌登记投票。 

5. 本週六(2/14)9:30-12:00 在 NCC(瑞柏基督徒教会，75 街北侧)
召开扩大同工会，欢迎弟兄姊妹踊跃出席。 

6. 尚未领取 2008 年的奉献收据的弟兄姊妹，请於会后到前门
第一桌向张路弟兄领取，为教会节省邮资。 

7. 二月份号角月报已到，欢迎会后取阅。 

8. 由於教会的非盈利机构申请手续仍在进行中，请弟兄姊妹在
奉献时继续使用抬头 CCMC，更改时间另行通知。 

9. 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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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2/8 创世记 12～16 
2/9 创世记 17~20 

2/10 创世记 21~26 
2/11 创世记 27~36 

2/12 创世记 37～41 

2/13 创世记 42～45 
2/14 创世记 46~50 

 

 

春季成人主日学课程 

101- 基要真理   (华家庆、施恩琪) 

102- 初信造就   (高青林、张    杭) 

201-I   旧约历史-上  (汪贤浩、史仲生) 

207-V  申命记   (王圣衍、缪洪宇) 

301-    基督教伦理学-上 (锺舜贵牧师) 

304-II  在主内辅导青少年 (邹发森、伍健真) 

310- 儿童主日学老师训练 (张惠俐) 

401    个人佈道  (华欣传道、李宗梧 

 林都丹、方全斌)  

 差额/奉献目标(2009 年)： $350,000 停 

 银行贷款:                                $3,900,000 

 收到奉献(截至 2009 年 1 月): $2,786,404 

 建堂预算：   $7,000,000 

 奉献需要：   $3,100,000 

请继续为建堂祷告、奉献 

建建堂堂短短讯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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