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修小品    

蜘蛛网 

「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                               
≈罗马书10章14节≈ 

有一位画家受托画一幅荒废的教堂，他画的不是破旧不堪、满目疮痍的教堂，而

是一座富丽堂皇的现代化教堂。从教堂的窗户望进去，可以看见一个用来装敬拜者奉

献的精美盒子，上面还刻着「宣教」的字样，可悲的是盒子上却布满了蜘蛛网。  

不论是教会或个人，若心灵和生命都不放在宣扬福音的事工上，就是走向毁灭之

途。我们可能过度热衷于「基督徒活动」，但是如果没有推动当今上帝最重要的事

工，就是误用了我们的精力。  

上帝早已决定将福音传遍全地，每一位信徒都应该参与这项重要使命，我们都应

该像圣经中所说的「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太9章38节）。  

有些人因他的呼召成为传道人──否则「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罗 10 章 14

节)？  

其它未蒙呼召的人可能是传递者或差遣者，因为「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

（罗马书10章15节）？  

别因为我们的不关心，让宣教的使命被蜘蛛网覆盖了。  

庄稼主，求祢差工人，赶快去收割庄嫁； 

恳求垂听我众呼求，早收禾捆归天家。 

无数的人步入毁灭是因为他们未曾听过福音。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5年4月3日 ～ 

   
讲题:大使命                   经文:太 28:18-20         讲员:黄多赐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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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 黄多赐 华   欣 陈建荣 冯健雯 赵匀婷/周    烨 周    平慎    玫 节制/良善

下週夏令会 苏文峰 华家庆 华    欣 冯健雯 赵匀婷/周    烨 吴剑翘慎    玫 夏令会
 

上週(7月 26 日)主日奉獻 
 经常 8,585.00 

建堂 5,174.54午餐 610.00

差传 2,022.00 

神学生 160.00夏令会 0.00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合计 16,551.54
 

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间聚会 週五聚会 
中文堂 483 中文堂 141 祷告会(中) 61 摩西 70 保罗 17 约瑟 27
英文堂 61  祷告会(英) 19 约翰 17 提摩太 11 IFG 32
青/少年 106 高    中 11  仁爱 17 喜乐 和平 22

  初    中 19   忍耐 29 恩慈 13 良善 16

  儿童(9:30) 38 週六聚会 信实 16 温柔 10 节制 24
  儿童(10:30) 135 东区 暂停  五中文堂团契(总) 321 

上
週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青年 47 青少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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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暂停 陈锦曡姊妹 
630-428-7514 

四 弟兄会 暑假暂停 黃富源弟兄 
630-512-0682 

青年 梁培华弟兄 
630-854-9209 

青少年 锺声亮弟兄 
630-983-1872 

IFG 张祖望姊妹 
630-357-0912 

摩西 童则伟弟兄 
630-548-0250 

保罗 许壮钦弟兄 
630-357-0178 

彼得 傅德荆弟兄 
630-416-3974 

约瑟 袁恺民弟兄 
630-428-1815 

约翰 吴慧鹃姊妹 
630-357-2720 

五 
 

 

提摩太 邹    立弟兄 
630-541-7710 

东区 赵    凯弟兄 
630-789-6752 

六 
粤语 

 

因夏令会各团契活动暂停一次 

欢迎移步参加夏令会 

夏令会地点 

University Plaza(大學廣場)  

 900 Crane Dr. DeKalb IL 60115 

晚间聚会时间 

19:30 

锺丽英姊妹 
630-983-1872 

 

 
活水福音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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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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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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八月二日                                                                                                          LWEC  2009-31 
 

开车从教会新堂到大学广场总共路程约 42.8 哩，需时约       
               54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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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为撒母耳记上之二 (仔细重读第一至七章) 。 
 

        

 

主日崇拜程序 
晨间十时卅分整 

序乐 ........................................................................ ...沙    崙师母 

以 美感谢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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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1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会         众             
                               2祢是我永远的救主 
                            3我愿奉献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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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耐心等候祂...….....…....诗      班 

信息……………………大使命(太 28:18-20)............... 黄多赐牧师                         

回应诗歌……………………差我 ......................... 会   众 

献祷 ........................................................................... 华    欣传道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 ............... 华    欣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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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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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乐………………................................................沙    崙师母 

献诗歌词：      我耐心等候祂 
 
 

我耐心等候祂，等候祂听我呼求。 
我呼求祂垂听，知道我的困苦。 

 
把我拉起脱离深渊，使我站在磐石上。 
我要讚美耶和华，要讚美歌颂欢唱。 

 
那依靠耶和华的人真正有福， 

要赶快依靠祂，离开那高傲和虚谎的人。 
专心依靠耶和华真有福。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陈刚/王淼、范洪/锺慧玲、吴麟、周媚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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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黄多赐牧师前来传讲信息，求主赐福他的家庭、工作与
事奉。 

3. 2009 年教会夏令会於本週四至下週日(8/6-8/9) 在 DeKalb 的
大学广场举行。本週五晚团契活动及下週主日崇拜将在夏令
会会场进行，请弟兄姊妹移步参加(详情见右页)，注意主日
崇拜开始时间是早上 9:30。 

4. 本週二晚祷告会上将有宣教士赵健安、罗娜夫妇的分享，欢
迎弟兄姊妹踊跃参加。 

5. 儿童主日学今日起开始秋季网上註册。请所有 0 岁至小学五
年级孩童的家长上网为您的孩子註册，以便安排教师与教
材。 

6. 儿童主日学幼儿部将於 8 月 15 日(六)下午 1:00-4:00 在 NCC
举办教师培训，请老师们预留时间参加。 

7. 八月份“活水月刊”今日出刊，会后请到走廊长桌处取阅。 

8. CCMC 迦勒团契将於下週三(8/12)前往芝加哥千禧年公园郊
遊及文化中心欣赏音乐，请於当日上午 8:45 抵达 CCMC，
9:00 准时出发。交通费每人 5 元，午餐请自备。有意參加者
請向罗晶姊妹(630-852-0256)问讯报名。 

9. 芝华宣道主办的秋季福音营将於劳工节长週末(9/5-7)在
Cedar Lake 举行。请弟兄姊妹邀请慕道友参加。每人实际费
用$120(含吃住)，慕道友参加支付$30，同工支付$75，其余
部分由教会补贴。请向杨延捷姊妹(630-579-9374)报名。 

10. 北美华福将於 11 月 30 至 12 月 4 日在宾州举办主题为“危
机.转机.时机”的 2009 美加华人福音策略大会，多位神重用
的仆人担任讲员。鼓励有心服事的弟兄姊妹参加。报名及信
息查询网站：www.cccoweusa.org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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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生的父亲日粉碎性骨功。求主赐恩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8/2 撒母耳记上  1 

8/3 撒母耳记上  2 
撒母耳的出生及青年期 

8/4 撒母耳记上  3 撒母耳的呼召及事奉 

8/5 撒母耳记上  4 

8/6 四 撒母耳记上  5 

8/7 撒母耳记上  6 

8/8 撒母耳记上  7 

撒母耳的时代与工作 

             
 

        共共享享属属灵灵盛盛宴宴        同同得得灵灵命命建建造造  
 

【携带物品】 
1. 大学广场提供床单、枕头、毯子 、浴巾。自 
   备被子、毯子以防房间温度过低。 
2. 自备盥洗用品(牙刷、牙膏、漱口杯、肥皂、 
   洗髪水)、拖鞋、球鞋、泳衣和泳巾，文具用 
   品(笔、笔记本)及圣经，运动器材。 
3. 请婴幼儿家长自备婴幼用品，5 岁以下无床 
    位，请自备睡袋。 
4. 会场气温较低，请赴会者(包括通勤者)带上长 
   袖外衣。 

   【缴费/报到】 
1. 请弟兄姊妹尽量於今日会后缴付夏令会食宿及报名费

(请在支票上注明联系电话)，以减少营会报到当日同工
的工作量。 

2. 八月六日当天晚间 5:30 ~ 7:00 供应晚餐。 
3. 在会场报到处向同工领取夏令会手册、名牌。再向

University Plaza 领取钥匙。 
4. 如果临时不能参加夏令会或晚上 9:30 后才抵达，请通

知註册负责同工陈益生(630-881-8034)。 

【地址/驾车路线】 
University Plaza(大學廣場)  900 Crane Dr. DeKalb IL 60115 

• 朝西，走 75th St，於 IL-59 N 处向右(北)转， 
• 走 I-88 W/Toll Road，西行 31.6 哩， 
• 在 Annie Glidden Rd/IL-23/IL-38/DeKalb 出口 ，右

转走 S Annie Glidden Rd ， 
• 於 Crane Dr 向右转，即可见停车场及大学广场塔楼。 

 

夏夏
令令
会会
赴赴
会会
说说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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