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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为观止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诗篇8篇1节≈ 

8 月的某一天，我凌晨 3 点钟醒来观赏月全蚀。其开始和整个过程，都与天文学家的

预测准确相符。从一方面来说，这是自然循环的现象，但这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幕，也能

让我们瞥见上帝的权能和荣耀。  

当地球的影子逐渐遮蔽明亮的月球时，诗人的话在我脑中浮现：「我观看你指头所

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

顾他？」（诗篇8篇3-4节）  

地球并不是只为我们而造的，因著上帝的安排，我们才能有分于此。诗人赞叹诸天

的美丽，但更惊叹这位伟大的创造主──祂的荣耀彰显于诸天之上，竟然将我们纳入祂

永世的伟大计画中。  

敬拜上帝的任何创造物，都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都是没有真正将荣耀归给创造

主。圣经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述说上帝的荣耀。藉着耶

稣基督，上帝将祂的恩典和慈爱浇灌在我们身上。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诗篇8篇1节）！ 

阳光多美丽，月光更觉清辉，繁星点点，灿烂闪耀； 

耶稣更光明，耶稣更皎洁，天使荣光，不足比较。 

诸天万物诉说着上帝的荣耀。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8年8月21日 ～ 

   
讲题:祢真伟大                经文:诗篇 8 篇               讲员:潘文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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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 潘文发 华家庆 黄锡惠 冯健雯 李    涛/徐晓静 周    平赵    鸿 摩    西

下週 华    欣 华家庆 陈建荣 赵匀婷 李    涛/徐晓静 周    平赵    鸿 摩    西
 

上週(5 月 17 日)主日奉獻 
经常 6,981.23 

建堂 5,513.74午餐 506.00

差传 850.00 

神学生 40.00爱心 0.00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合计 13,890.97
 

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间聚会 週五聚会 
中文堂 340 中文堂 150 祷告会(中) 48 摩西 52 保罗 18 约瑟 25
英文堂 45 英文堂 暂停 祷告会(英) 10 约翰 13 提摩太 8 IFG 22
青/少年 106 高    中 7 路得姊妹会 4 仁爱 19 喜乐 19 和平 26

  初    中 26   忍耐 19 恩慈 15 良善 17

  儿童(9:30) 36 週六聚会 信实 23 温柔 10 节制 12
  儿童(10:30) 144 东区 10粤语 13 五中文堂团契(总) 298 

上
週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青年 暂停青少年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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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p.m. 梁培华弟兄 
630-854-9209 

青少年 6：00p.m.
 Grace Pointe Church 伍健真姊妹 

630-618-9938 

IFG 7：00p.m. 王圣衍/张祖望夫妇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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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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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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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区 8：00p.m. 各成员家庭                     赵    凯弟兄 
630-789-6752 

六 
粤语 7：00p.m. 各成员家庭(每隔一 六)           锺声亮弟兄 

630-983-1872 
 

 
活水福音教会 

Living Water Evangelical Church 

Bulletin 
 
 
 
  

 
 

 
创立：2000 年 10 月 8 日   

 

2009 年 5 月 24 日 

主日聚会地点：1320 South Olympus Dr. Naperville, IL 60565 
 
 
主任牧师：锺舜贵牧师 Senior Pastor: Rev. Norman Chung 
助理牧师：华    欣传道 Assistant Pastor: Pastor Gary Hua 
英文牧师：朱哲辉传道 English Pastor: Pastor Alex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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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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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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为申命记之三(读十二章和廿七至三十四章) 。 

AWANA 简介 

 活水福音教會兒主事工計劃在新堂啟用後，於每週五
晚上舉辦兒童 AWANA 活動。期待此事工能擴展為教會附近社
區的兒童常態性福音聚會。 

 
AWANA 事工於一九五○年在美國芝加哥成立，其名稱原

意出自新約聖經提摩太後書二章 15 節「得蒙喜悅作無愧的
工人」，是取自 Approved Workmen Are Not Ashamed 的首
字母縮合而成。全球 115 個國家超過一萬間教會現正採用這
套國際性、跨宗派、以聖經為基礎的課程活動，被廣泛認同
是能幫助兒童和青少年的身心靈得到均衡的發展。  

兒童 Awana 是為四至十二歲學童而設，透過每次兩小
時的多元化活動(包括遊戲時間、手冊時間、信息時間)，幫
助兒童認識聖經真理、學習團隊精神、溝通技巧和建立自
信。兒童 Awana 按年齡分為三個營隊(Cubbies，Sparks，and 
Truth and Training)，設有不同程度的活動，按著個別的進
度昇級。參加者可按所屬年齡選擇合適營隊，每個營隊設有
他們自己獨特的課程內容、遊戲、制服及獎勵品。 

 
1. 把孩童從社區帶到 Awana，藉著聖經的真理教導幫助他

們得到身心靈均衡的發展，並將基督的福音傳揚給他
們。接著 Awana 也可以向家長傳福音，以帶領全家人
來到教會。  

2. 激勵並訓練孩童以及導師們來服事主。經由領導、服
事與見證，來裝備孩童及導師立志在基督的真道上紮
根，並向世人傳揚福音。 

基督的真道上紮
根，並向世人傳揚福音。 

5/24 申命记 12 

5/25 申命记 27-28 

5/26 申命记 29 
5/27 申命记 30 

5/28 申命记 31 

5/29 申命记 32 

5/30 申命记 33-34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主日崇拜程序 主日崇拜程序 
晨间十时卅分整 晨间十时卅分整 

序乐 ........................................................................ ...冯健雯姊妹 序乐 ........................................................................ ...冯健雯姊妹 

以 美感谢来敬拜 以 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 ........................................................................... 黄锡惠弟兄 宣召 ........................................................................... 黄锡惠弟兄 

美  .........................1我心颂讚…………...............会         众             美  .........................1我心颂讚…………...............会         众             
                               2祢爱永不变                                2祢爱永不变 
                            3一生爱祢                             3一生爱祢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牧祷................................................................................... 潘文发牧师 牧祷................................................................................... 潘文发牧师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天父领我……….…....诗      班 献诗…………………..........天父领我……….…....诗      班 

信息……………………....祢真伟大(诗篇 8) ............. 潘文发牧师                  信息……………………....祢真伟大(诗篇 8) ............. 潘文发牧师                                

回应诗歌…………………..祢真伟大 ................... 会   众 回应诗歌…………………..祢真伟大 ................... 会   众 

献祷 ........................................................................... 华家庆弟兄 献祷 ........................................................................... 华家庆弟兄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 ............... 华家庆弟兄 报告………………………(欢迎及问安) ............... 华家庆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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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祷 ........................................................................... 潘文发牧师 祝祷 ........................................................................... 潘文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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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诗歌词：      天父领我献诗歌词：      天父领我 
 

天父领我我甚喜欢！蒙主引导心中平安！ 
无论日夜动静起坐，有主圣手时常领我。 

 
有时遭遇困苦忧伤，有时大得喜乐安康， 
似海翻腾如山稳妥，或危或安天父领我。 

 
我愿紧握恩主圣手，甘心乐意随主行走； 
遇祸遇福两般皆可，因主我父圣手领我。 

 
天父领我日日领我！天上慈父亲手领我！ 
惟愿跟随不离左右，因蒙主恩亲手领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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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华神春季延伸课程《教牧书信》於 5/28-31 在芝北华人基督
教会开课，由马志星博士担任教师，欢迎弟兄姊妹报名参
加，联络人孙可立弟兄(847-904-7366)。 

1. 欢迎上週新来的钱怡君、李洪坤、柳春辉/何海英及今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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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年度第二次扩大同工会将於 6 月 6 日(六)上午 9-12 时在
NCC(瑞柏基督徒教会)举行，商讨新堂使用等相关事宜。请
执事、团契/小组负责人及其他同工预留时间准时出席，欢
迎所有弟兄姊妹参加。 

3. 夏季成人主日学网上注册工作正在进行，目前已有 78 位弟
兄姊妹注册。注册还剩两周时间，再次鼓励大家踊跃上网报
名，不方便上网的弟兄姊妹，请到第一桌登记。 

2. 谢谢潘文发牧师前来传讲信息，求主赐福他的家庭与事奉。
今天锺牧师与潘牧师交换讲台，在 CCMC 服事。 

5. 请弟兄姊妹在主日聚会时务必严格按照规定停车，避免违章
受罚的事件再次发生。 

4. 春季福音营正在进行中，共有 256 人参加营会，其中 58 位
慕道友，本教会共有 38 人(其中 14 位是慕道友)赴会。求主
祝福营会，使更多人归主成为神的儿女。 

8. CCMC 迦勒团契将於 6/11(四)前往芝加哥植物园郊遊，有意参
加的长辈请在 6/1 前向罗晶姊妹(630-852-0256)报名。当日
上午 9:00 交通车准时从 CCMC 出发，往返 CCMC 的交通需自
行安排。交通费每人 5 元，午餐请自备。 

7. 下主日(31)中午 12:30-1:30 在 22 号教室召开幼儿部主日学
老师季会，请老师们预留时间参加。 

* 消息与代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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