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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代表 

               「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 
        连连与他亲嘴。」                                                                   ≈路加福音15章20节≈ 

主耶稣讲过的比喻，最令人难忘的是浪子的故事，这故事最后以筵席的场景落幕。

故事讲述一个没出息的儿子，破坏家庭的名誉。凡是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的人，就像那

位浪子一样，在上帝眼里却极为宝贵，他们当中若有一人回转归向上帝，天上都会为他

摆设一场宴席（路加福音15章22-24节）。  

在旧约里，利未人的律法竭力保守他们免被玷污，如：接触某些动物、动物尸体或

是病人，都要避免。但主耶稣颠覆了整个过程，他不仅不被那些不洁净之物所玷污，反

倒使他们完全。  

我认为主耶稣是成全、而非废除旧约的律法。上帝把所造之物从亵渎中分别出来，

把洁净的与不洁净的分开，使之成圣。主耶稣并未取消这项为圣的原则，只是改变了为

圣的本源。  

由于上帝莫大的恩典，我们能够成为他圣洁的代表，因他已住在我们心中。我们能

够像主耶稣一样，寻求成为圣洁源头之道。有病的、有残疾的，不再是玷污的标记，而

是上帝恩典潜在的容器。我们蒙召为要延伸上帝的怜悯，成为上帝恩典的传送带，而非

远避不洁。就像主耶稣一样，我们能够帮助「不洁的人」变为洁净。 

思考：根据腓立比书 2 章 14 节，我们该如何做？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结果？对我们的世界有何意义(15 节)？ 

没有人被排除在上帝恩典之外。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8年3月11日 ～ 

   
讲题:给律法定位   经文:加 3:15-25              讲员:锺舜贵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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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 锺舜贵 锺舜贵 陈建荣 徐敏慧 郑    皓/许毅英 邱克勤慎    玫 约翰/忍耐

下週 锺舜贵 锺舜贵 吴剑翘 沙    崙 胡新华/李    涛 周    平赵    鸿 约翰/忍耐
 

上週(4 月 19 日)主日奉獻 
经常 15,651.34 

建堂 10,010.00午餐 724.00

差传 4,510.00 

神学生 50.00爱心 0.00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合计 30,945.34
 

上 主日聚会人数 上 间各项聚会人数 
崇  拜 主日学 祷告会(中) 62 摩西 60 保罗 12 

中文堂 405 中文堂 172 祷告会(英) 3 约瑟 36 约翰 8 
英文堂 45   路得姊妹会  彼得 97 提摩太 暂停

青/少年 127 高中 15 粤    语 12     
  初中 31       

  儿童(9:30) 56 IFG 16     
  儿童(10:30) 176 青年 52     

    青少年 45 五成人(总) 213 
 

星期 團契 時間 地點 聯絡電話 
二 祷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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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会 8：00p.m. 瑞柏长老会(NPC 第一、三 四)黃富源弟兄 
630-512-0682 

青年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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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树仁/张敏夫妇府 
许壮钦弟兄 
630-357-0178 

彼得 8：00p.m. 各小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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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慧鹃姊妹 
630-357-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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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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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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后二○○九年四月廿六日                                                                                                                  LWEC  2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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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为民数记之三(再读十五至二十章两遍) 。 

  为了方便弟兄姊妹上网查找讲道、研经、圣诗等相关资料，教会教

育部向大家推荐以下网站，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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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建荣弟兄 

美  .........................1祢真伟大…………...............会         众             
                               2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3我的灵渴慕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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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耶稣.…....….…....诗      班 

信息………………….给律法定位(加 3:15-25)............ 锺舜贵牧师                         

回应诗歌…………………..只有宝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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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敏慧姊妹 

献诗歌词：        只要耶稣 
 

(一) 撇棄世界，只要耶稣；浮名宴乐转眼空； 

主的爱卻天天伴随，万代不变永无穷。 

(二) 撇棄世界，只要耶稣，赐我心灵真平安； 

祂是救主看顾保守，巨浪翻腾仍歌唱。 

(三) 撇棄世界，只要耶稣，祂常向我展笑脸； 

真光引导我走天路，不畏艰辛心甘甜。 

(四) 撇棄世界，只要耶稣，信靠祂十架恩典； 

直到清楚瞻主圣容，与主相见面对面。 

(副歌)    主的仁慈至高深厚！主的爱长远广博！ 

主的救赎恩典完备，永生确据主承诺！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 Helen Chow、石方颖、张锡惠及今天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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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堂工程正在加紧进行中，经费上有很大的需要，请弟兄姊
妹关心代祷。 

3. 感谢主，东区小组近日正式成立，由赵凯(630-789-6752)担
任组长，胡新华任副组长，卢凡和丁平为关怀同工。该小组
每週六晚聚会，欢迎家住 53 号公路以东的弟兄姊妹参加。 

4. 今日中午 12:30-1:30 在 22 号教室召开团契/小组负责人会
议，内容有夏令会筹备及差传事工，请各团契、小组负责人
或同工代表准时参加。 

5. 兒童事工將於五月二日(6:00-9:00pm)假瑞柏基督徒教会(NCC)
舉辦年度教師聯誼會，歡迎所有兒童主日學老師及有心參與
兒童 事 工 的 家長同歡。 详 情 请 联 系 陈 进 姊 妹 (630-904-
7225)。 

6. 再次提醒弟兄姊妹将奉献支票抬头写为 LWEC。 

7. 林基鸿弟兄愿意将编写的启示录讲义《祂必快来》义卖，为
建堂奉献，每册讲义仅售$8。有意购买者，请向罗晶姊妹登
记(630-852-0256)。 

8. 由芝华宣道举办的 2009 芝加哥国语福音营将於 5/23(六)至
5/25(一)在 Cedar  Lake 举行。讲员是张敏姊妹和刘铭辉牧
师。请弟兄姊妹邀请慕道友参加。每人实际费用$120(含吃
住)，慕道友参加仅需支付$30，同工支付$70，其余部分由
教会补贴。报名即日开始，5 月 10 日截至。报名表备索。
详情请联络杨延捷姊妹(630-579-9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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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4/26 民数记 15 

4/27 民数记 16 

4/28 民数记 17 
4/29 民数记 18 

4/30 民数记 19 

5/1 民数记 20 

5/2 民数记 15-20 

过渡时期 

（旷野生涯） 

             
 

网站推荐 
 

 
活水福音教會    http://www.lwechurch.org/ 
讚美之泉 Stream of Praise   http://www.sop.org 
我心旋律音樂事工（Melody of My Heart）http://www.momh.org/ 
生命聖詩   http://christianstudy.com/lifehymns.html 
詩歌協會 Share Hymns  http://www.sharehymns.org.hk/ 
迦南詩選 Canaan Hymns  http://www.chinasoul.com/cross/cross-canaan.htm 
好消息衛星電視台 Good TV http://www.goodtv.com.tw/ 
聖經廣播網    http://www.bbnradio.org/ 
生命季刊  http://www.cclife.org/ 
神州 China Soul    http://www.chinasoul.com 
約拿的家  http://www.jonahome.net/ 
救世傳播協會    http://www.ortv.com.tw/ 
中文和合本聖經查詢系統  http://springbible.fhl.net/ 
 聖經   http://www.o-bible.com/b5;  

http://www.holybible.or.kr/BIBLE_cgb/;     
http://www.holybible.or.kr/BIBLE_cb5/ 

 網路基督使團     http://www.ccim.org/ 
 中華網絡神學院  http://www.ccntv1.org and http://www.ccntv2.org 
 講壇錄音事奉    http://www.gospeltape.org/ 
  Moody Bible Institute http://www.moody.edu/ 
  Moody Radio  http://www.moodyradio.org/ 
  Integrity Music      http://www.integritymusic.com/ 
  Christian Answers    http://christiananswers.net/ 
  Focus on Family    http://www.family.org/ 
  Christian Teens   http://www.christianteen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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