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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担心 

「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加拉太书6章2节≈ 

                           

得知我必须接受化疗的时候，我最害怕的是头发会掉光。我知道这种担忧毫无用

处，也知道这其实是个小问题，但我觉得这是个合理的担忧，因为圣经说头发是女人

的荣耀（哥林多前书11章15节）。  

但我知道，我所难过的不是失去荣耀，而是我的身份。我长发及膝，成为我个人

的重要标志，因此我害怕失去它就失去了自我。以前要我剪掉长发，无异於恶梦一

场。如果头发真的没了，那会怎么样呢？这是我最大的恐惧。  

我最担心的事最终没有发生，我的头发只是剪短了，这虽让我有点焦虑，但还不

算太糟。后来头发掉了──有些悲伤，但不至於沮丧消沉。  

几周后，我的好友玛姬对我说：「茱莉，我不知该怎么形容，我对你失去头发有

多难过，其实它已经成了你的一部分。」  

刹那间，我明白了玛姬遵行了加拉太书 6 章 2 节的吩咐，「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

当」。她与我同行，藉著祷告和同情，减轻了我的重担。  

撒但企图用重担压垮我们，但藉著爱与支援，主内肢体能把撒但带给我们的苦楚

降至最低点。 

天父！谢谢你赐下属灵大家庭，在我们软弱时互相分担重担； 

也谢谢你赐下一些人，他们真的与哀哭的人同哭。阿们！ 

分担的重担显得格外轻。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6年9月27日 ～ 

   
讲题: 属灵人                 经文:加 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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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克勤 冯健雯 赵匀婷/周    烨 周    平慎    玫 保罗/粤语

下週 华   欣 邹发森 赵匀婷 沙   崙 魏振翔/李瑛昊 李宗梧田   军 约翰/忍耐
 

上週(8月 23 日)主日奉獻 

经常 6,520.00 建堂 
4,586.05 爱心赈灾 7,915.00 午餐 558.00

差传 6,150.00 神学生 0.00 夏令会 850.00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合计 26,579.05
 

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间聚会 週五聚会 
中文堂 427 中文堂 115 祷告会(中) 42 摩西 51 保罗 13 约瑟 40
英文堂 62  祷告会(英) 20 约翰 10 提摩太 19 IFG 28
青/少年 131 高    中 11  仁爱 15 喜乐 21 和平 23

 初    中 22   忍耐 24 恩慈 18 良善 17

  儿童(9:30) 44 週六聚会 信实 17 温柔 14 节制 20
  儿童(10:30) 153 东区 15   五中文堂团契(总) 330 

上
週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青年 38 青少年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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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p.m. 梁培华弟兄 
630-854-9209 

青少年 8：00p.m.
 Grace Pointe Church 锺声亮弟兄 

630-983-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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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锡惠/郑玲玲夫妇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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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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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丽英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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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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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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为撒母耳记下之三(细读 13-2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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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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 ........................................................................... 邱克勤弟兄 

美  .........................1我的神我敬拜你/.................会         众             
                                   全然向你/除你以外 
 2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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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网的人….........…....诗      班 

信息………………………...属灵人 (加 6:1-10).......... 锺舜贵牧师                         

回应诗歌…………………...同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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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健雯姊妹 

献诗歌词：     撒网的人 

漫长人生旅途中， 
忧愁常常围绕你， 

终日补网又撒网， 
不知何去又何从？ 

你可知道神爱你， 
你可知道神爱你， 

祂带领你，扶持你， 
爱你，永远爱你。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陈大尧/陈爱仙、高竞雄、刘致诚、宋晓群/
李璟、王恩博/罗雅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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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成人主日学下主日开始上课(教室安排见右页)，报名工
作今日截止，目前已有 134 位註册。尚未报名的弟兄姊妹请
抓紧上网註册，不便上网的弟兄姊妹请到第一桌登记，以便
同工准备讲义，谢谢大家的配合。 

3. 新堂工程进入尾声，在翘首期待中，我们更需要警醒祷告。
除了继续鼓励弟兄姊妹参加每週二的祷告会，同心为建堂守
望以外，从今日起至 10 月底，教会将设立“连锁守望祷告
网”，鼓励每一位弟兄姊妹以祷告参与新堂的建造。有感动
的弟兄姊妹会后到第一桌登记认领祷告时段。 

4. 新堂工程需要数位週间义工帮助清理内部，有意参与者请到
第一桌登记。 

5. 夏令会集体合影已制作完成，请弟兄姊妹於会后到第一桌看
样品登记购买。 

6. 今天中午 12:30 在 22 号教室召开成人主日学老师会议，请
本年度夏季和秋季主日学老师准时参加。 

7. 秋季福音营本週六(5)至下週一(7)在 Cedar Lake 举行。今天
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弟兄姊妹鼓励慕道的朋友和亲人参
加。会后请到第一桌与杨延捷联系。 

8. 教会支持的宣教士曲义坤弟兄正在帮助新生找家具(床垫、
桌子等)。若有愿意捐助者，请联系曲义坤弟兄(630-400-
7222)或方全斌弟兄(630-820-4018)。 

9. CCMC 迦勒团契将於 9/9(三)上午十时聚会，由许小萍医师
（MD,PhD）主讲「人到中老年如何做保健，中西合倂自然
调养」，欢迎参加。午餐每位$6，有意参加者请向罗晶姊妹
(630-852-0256)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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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8/30 撒母耳记下 13-14 

8/31 撒母耳记下 15-16 

9/1 撒母耳记下 17-18 

家内之烦恼 

(暗嫩的罪至押沙龙之乱) 

9/2 撒母耳记下 19 

9/3 四 撒母耳记下 20-21 

9/4 撒母耳记下 22 

9/5 撒母耳记下 23-24 

国内之烦恼 

（示巴之乱至瘟疫之灾） 

             
 

 

 

建堂工程日近完工，各项杂务依然繁重。感谢弟兄姊妹参
与义工。以下是后期家具、用品采购负责同工： 

 

篮球架及辅助器材    周志仁 办公室用具       伍健真  吴慧鹃 

厨房炉灶                  张祖望 主日学教室       陈   进  杨   堃 阮炜华 

会议室/休息室         吴慧鹃 崇拜厅(中/英)   吴剑翘 锺牧师 Pastor Alex 

洗碗机                      庄红卫 体育馆               吴剑翘 冯健雯 Mike Liang 

厨房用具     邓懿仙   陈圣洁  

215-旧约概论(上)                            #21 & #22  

  

秋季成人主日学教室安排 

上课时间 9:20-10:20 

101-基要真理                 #20  

102-初信造就                 #37 

303-恩爱夫妻                 #30 

310-儿童属灵性格建造中家长的角色  #10  

409 II-教会历史(上)             #34  

建 堂 新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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