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修小品    

 

「 。」 
≈哥林多前书4章5节 ≈ 

画家葛瑞弗深谙讚美的艺术。他设计了一个醒目的红白条纹盒子，参加华盛顿特

区的画展，命名为「讚美盒」。当人们经过时，里面装的 iPod 就会说出称讚的话，比

如：「你的眼睛很美丽」、「你身上的香味真好闻」、「看你那乐观的态度，真让人

羡慕」等等。  

葛瑞弗设计这样的盒子，他嘴上不说，但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迎合一种蜜糖文

化。这种风气，让大家以为每个人都很独特，不管表现如何，都可以不受批评。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爱听真诚的恭维。因着别人的讚许和欣赏，我们会心情愉悦，

哪怕只有几分钟。然而，使徒保罗却说，别人对他的想法，甚至他自己对自己的想

法，都是「极小的事情」（哥林多前书 4 章 3 节）。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4

节）。他知道，有一天人心都会被显露出来，「各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讚。」（5

节）  

当我们与天父面对面时，若祂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马太福音

25章23节）。有什么称讚能比这更好呢？！ 

何等喜乐听主声：「孩子，做得好！ 

地上美仗已打完，胜利冠冕你得到。」。 

为主尽心，就必得祂称许：「做得好！」。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8年9月8日 ～ 

   
讲题: 两类仆人             经文:太 25:14-30          讲员:尹道先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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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 尹道先 汪贤浩 吴剑翘 朱琇英 赵    凯/谢建芬 周   平 慎   玫 仁爱/恩慈

下週 金明日 华   欣 王圣衍 朱琇英 赵    凯/谢建芬 周   平 周   彤 仁爱/恩慈
 

上週(10月 4 日)主日奉獻 

经常 13,987.75 建堂 
11,200.00 爱心 

0.00 午餐 495.00

差传 2,770.00 神学生 195.00 夏令会 0.00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合计 28,647.75
 

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间聚会 週五聚会 
中文堂 389 中文堂 169 祷告会(中) 35 摩西 46 保罗 17 约瑟 28
英文堂 61  祷告会(英) 5 约翰 9 提摩太 12 IFG 27
青/少年 139 高    中 26 路得姊妹会 14 仁爱 21 喜乐 24 和平 26

 初    中 18   忍耐 20 恩慈 21 良善 20

  儿童(9:30) 44 週六聚会 信实 10 温柔 暂停 节制 11
  儿童(10:30) 122 东区 暂停  五中文堂团契(总) 292 

上
週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青年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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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p.m. 梁培华弟兄 
630-854-9209 

青少年 8：00p.m.
 Grace Pointe Church 徐意蓉姊妹 

630-718-1190 

五 
 

 

8：00p.m. 

六 

差
传
年
会 

各
团
契
联
合
聚
会 

7：30p.m. 

Grace Pointe Church 

1320 E. Chicago Ave.  

Naperville, IL 60540 

 

备有  *儿童节目  *英文传译

方全斌弟兄
630-820-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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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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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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晨间十时卅分整 

序乐 ........................................................................ ...朱琇英姊妹 

以 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 ........................................................................... 吴剑翘弟兄 

美  .........................1这是天父世界………….......会         众             
                               2美哉主耶稣 
                                  3为耶稣而活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牧祷................................................................................... 华    欣牧师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虔诚献主…..……..…....诗      班 

信息………………………两类仆人 (太 25:14-30)...... 尹道先弟兄                         

回应诗歌…………………跟随耶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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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祷 ........................................................................... 华    欣牧师 

殿乐………………................................................朱琇英姊妹 

献诗歌词：    虔诚献主 

虔诚献上我生命，愿献身心作活祭； 
虔诚献上我光阴，每天不断颂主恩。 
献我双手勤工作，被祢爱眷心感动； 
虔诚献上我双足，为主奔跑美又速。 
虔诚献上我歌声，永远歌颂君王恩。 
虔诚献上我口舌，宣讲恩主好信息。 
虔诚献上我金银，不为自己留分文。 
虔诚献上我知识，按祢选择为主用。 
虔诚献上我意志，除去私心遵主行。 
虔诚献上我的心，让祢居住作我王。 
虔诚献上我的爱，愿意全心倾慕祢。 
虔诚献上我所有，永远为祢献所有。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黄荣、侯淑兰、李力峰/王蕊、史小波、曾
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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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差传年会本週五(16)、週六(17)晚和主日(18)上午举
行。请弟兄姊妹为年会祷告，並留出时间全程参加。差传年
会手册已印妥，请每家领取一份（年会时间、地点和其他重
要信息均在手册上）。 

3. 教会将於 10 月 12 日向政府递交新堂迁入许可证(Occupancy 
Permit)，请弟兄姊妹为许可证获准及各项收尾工程的顺利进
行代祷。目前週间白天需要义工帮助做清理及其他工作，请
愿意参与的弟兄姊妹在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之间的任何时段
前往新堂，联系人 Winston(630-352-1574)。 

4. 请已经决志信主，愿意受洗的弟兄姊妹向吴剑翘弟兄报名
(630-961-0911)；有意转会籍或申请会员的弟兄姊妹，向马
学武弟兄(630-922-9986)报名。报名 10 月 25 日截止。 

5. 秋季佈道会将於 11 月 6 日(五)晚和 11 月 7 日(六)晚举行，
特邀张伯笠牧师担任讲员，请预留时间参加。今天中午
12:30 在 22 号教室召开秋季佈道会筹备会，请各团契、小组
负责人准时出席。 

6. 今天下午 1:45 在吴剑翘弟兄家召开圣诞晚会策划会议，请
崇拜委员会成员、儿童事工及各团契负责人(不含小组长)或
代表准时出席。 

7. 10 月 23 日(五)晚 8 时在 Grace Pointe 教会、24 日(六)上午 9
时和下午 1 时在 NCC 有基督教神学及护教作家兼教授 Paul 
Copan 博士在英文堂分享，並回答问题，请大家踊跃参加。 

8. 由生命季刊主办的“中国福音大会 2009”将於 12 月 26 日
至 30 日在芝加哥举行。请弟兄姊妹预留时间踊跃出席。10
人以上集体报名有优惠。详情请登录 www.gfcc09.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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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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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为列王纪下之三(重读列王纪下九至十七章两遍)。  
 

10/11      列王纪下 9-10 

10/12      列王纪下 11-12 

10/13      列王纪下 13-14 

10/14      列王纪下 15-16 

10/15 四      列王纪下 17 

10/16      列王纪下 9-12 

10/17      列王纪下 13-17 

北国邪恶的王 

             
 
 
 
    

搬进新堂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除了迫切祷告，加紧施工，搬
入后的管理规划也摆上了议事日程。近期教会将成立若干小组，
负责日后的各项事工。欢迎有心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需为教会会
员)根据自己的特长、恩赐踊跃报名加入，会后请到第一桌登记。 

 
 Teams 小组 Responsibilities 职责 

Security 
安全 

Fire alarm, Tornado, Emergency 
response, Personnel safety, Facility 
related hazard, Building security 
火警、龙卷风、应急反应、人身安
全、与设施相关之安全隐患、教堂
保安 

Medical Response 醫務 CPR, Heimlich maneuver 急救 
IT 電腦網路 Server, network...服务器、網路等 

Facility  
設施 

Audio, video, room rental, 
音响/摄像器材、场地出借 

Parking 停車 Parking, traffic,停车、交通指挥 
Food Service 食物 Kitchen, lunch,  厨房、午餐 

Operation 

運作 

Purchasing 採購 Supplies  各种用品 

MEP 
機械水電 

Maintenance schedule, HVAC 
control/setting, Trouble shooting, 
Delegate responsibility, Call for service 
维修计划、冷暖系统控制/设置、
疑难解答、任务分派、维修按排 

Cleaning  
清潔 

Contracted: cleaning, waxing, 
外包：清扫、打蜡 

Maintenance 

維護 

Landscaping 
庭院 

Contracted: lawn, snow;  
外包：割草、铲雪 
Volunteer: watering, trimming 
义工：浇水、修剪 

   新堂管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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