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修小品    

上帝要用你！ 

            「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   
     用它。』」                  ≈马可福音11章3节≈ 

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后，选择骑驴驹子充当祂的王室交通工具，祂的门徒被指

示说：「主要用它」（马可福音11章3节 ），上帝的儿子使用这种低下的驴驹子来完

成祂的目的，难道不令人吃惊吗？亚历山大．麦克拉伦（Alexander Maclaren）就这一点

评论：「主基督就这样来到我们身边，除去我们所有的藉口，只说：『我要你』，那

就足够了。」  

     想想看！宇宙的造物主要用我们，並希望我们成为祂永恒计划的一部分！虽然

祂是全能的、且无须依赖任何被造者，但祂却选择透过卑微的人类执行祂的计划，若

非如此，当我们因恩典而得救时，祂便会马上带我们回天上。 

     曾有人问圣方济（Francis of Assisi）如何能够成就许多事，他答道：「事情可能是

这样的：主从天上往下看说：『我在地上哪里能找到最软弱的与最渺小的人呢？』然

后祂看见我说：『我已经找到他了，我将藉著他工作，他不会因此而骄傲，他知道我

之所以用他，正是因为他很渺小。』」 

     你可能认为自己很渺小，但上帝要用你！ 

无论建造、教导或撒种， 你的任务只有你能完成；  

目标或许隐藏现未能见， 但是在某处上帝要用你。 

上帝在寻找平凡人作不平凡的工作。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0年3月2 8日 ～ 

   
讲题:礼服中的恩典      经文: 出埃及记 28:1-43   讲员:华欣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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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 华    欣 胡枋国 王圣衍 沙    崙 慎    玫等 邱克勤 周   彤 史小波 ECHO 

下週 锺舜贵 锺舜贵 吴剑翘 冯健雯 郑    皓等 邱克勤 慎   玫 罗世真 和平/温柔
 

上週(3 月 21 日)主日奉獻 

经常 $12,540.34 建堂 
$2,530.00 爱心 $1,100.00 午餐 $1,579.00

差传 $99000神学生 $50.00   

合计 $18,789.34  

  ** 奉献支票抬头LWEC      ***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间入口两侧 
 

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间聚会 週五聚会(中文堂总数-287) 
中文堂 440 中文堂 167 祷告会(中) 71  摩西 49 保罗 15 仁爱 24
英文堂 67  祷告会(英) 30 约翰 暂停 约瑟 29 和平 24
青/少年 131 高    中 21 姊妹会 26 提摩太 14 喜乐 西南 1 暂停

 初    中 16   温柔 18 良善 24 恩慈 暂停

  儿童(9:30) 58 週六聚会 节制 20 信实 18 忍耐 26
  儿童(10:30) 181 东区 暂停 IFG 26 老师 20 儿童 56

上
週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粤语 13  高中 51 初中 32  
 

时间/地点 团契 联络人 团契 联络人 
週二 

10：00a.m.
在教会 

姊妹会 
李恕爱姊妹 

630-428-9007   

週三 
8：00p.m. 

在教会 
祷告会 

教会办公室 
630-983-5677   

高中生 
梁培华弟兄 

630-854-9209 初中生 徐意蓉姊妹 
630-718-1190 週五 

8：00p.m. 
在教会 IFG 

张祖望姊妹 
630-357-0912

  

恩慈 刘建军弟兄 
630-820-8557  

西北区
摩西 
各组 

潘一平姊妹 
630-585-0078 

 
西区 

忍耐 樊国樑弟兄 
630-551-3717 

仁爱 吴    坚弟兄 
630-922-3675 约翰 吴慧鹃姊妹 

630-357-2720 

和平 李友麟弟兄 
630-416-6122 温柔 李    元弟兄 

630-718-1231 

 
 

西南区
西南一 龚汀坚弟兄 

630-922-7298 节制 赵    勇弟兄 
630-416-9469 

喜乐 常彼得弟兄 
630-357-8773

 
 
 

北区 
提摩太 邹    立弟兄 

630-541-7710

良善 刘遵平弟兄 
630-401-5846 保罗 黄扬清弟兄 

630-428-9007 

本週五
(4/2) 

8：00p.m. 

受难日 

联合聚会

地点：教会  
 

东南区
信实 张    伟弟兄 

630-579-9374

 
南区 约瑟 杨    堃弟兄 

630-983-3576 
週六 

7：00p.m. 
在各小组家庭

东区 东区一 赵    凯弟兄 
630-789-6752 粤语(隔 ) 郑达仁弟兄 

630-416-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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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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 5677           传真：(630) 3  – 6737 55

  地       址：1256  Wehrli Rd. Naperville, IL 6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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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年度主题 

  — 放长绳子 扩张帐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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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圣衍弟兄 

美  ............................1祢是荣耀君王....................会         众             
   2和散那 
                                     3座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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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和散那!荣耀归主名.....…....诗      班 

信息………………….礼服中的恩典(出 28:1-43)........ 华    欣牧师                                       

回应诗歌………………每当我想起你.................. 会   众 

献祷 ........................................................................... 胡枋国传道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 胡枋国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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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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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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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诗歌词：   

和散那！荣耀归主名 

 

荣耀归主名！ 

唱和散那！ 

不停歌唱和散那！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来的杨子彦、曾红军/陶慧敏、詹正之及今天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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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五(4/2)晚 8 时整有受难节联合聚会，各团契/小组活动
暂停一次。请弟兄姊妹一同参加，同守圣餐，纪念主耶稣为
我们受死。 

3. 大芝加哥西南区众教会联合晨曦崇拜将於 4 月 4 日早上 7 时
首次在本教会举行，请弟兄姊妹踊跃参加。聚会后备早餐。 

4. 今天下午 1:20 在 222AB 教室有受洗班暨转会班课程，请将
受洗和转会的弟兄姊妹准时参加。 

5. 为缓解停车位匮缺的现状，主日上午 9:00–10:45 和中午
12:00–1:00 提供往返教会(东侧大门)和远处停车场的班车服
务(Shuttle Service)，欢迎踊跃使用。 

6. 大学生/研究生家长祷告会下主日晚(4/4)7:45 在二楼会议室
举行，欢迎家长们踊跃参加。 

7. 第六届“重申婚约”感恩礼拜将於 9 月 4 日(六)下午二时半
在教会举行。欢迎已受过洗的夫妻向周薇报名。 

8. 由家庭更新协会主办的第十六届芝加哥恩爱夫妇营将於 4/30
至 5/2 在 Techny 举行，报名及问询请洽王勇强/戴成夫妇
(630-499-5606)。 

9. 北美华神春季班将於 4/15 至 4/18 假芝北华人基督教会开
课，由彭国玮博士教授《使徒行传》。每科学费$100(2 学
分)。欢迎报名参加，请洽孙可立弟兄(847-904-7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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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祷告週求 

     本週为教会支持的宣教机构“台湾乡村福音佈道团”祷告： 
  1为冬令营顺利圆满举行感谢主，有 100 位儿童、56 位青少 
     年参加，孩子们反应热烈，表示对主的认识与渴慕有增加； 
2请为 17 梯次暑假双语营祷告：至少需要 430 位国内外辅 

     导，求主预备；为 4 月 9 日至 10 日的核心辅导营前训练祷 
     告，求主保守凝聚共识，建立默契，带出美好的事奉果效； 
     也求主保守 30 多位核心筹备同工的身心灵。 

 

      
 
 

 

 

感谢主，共有 112 位学员(名单如下)完成了 2009 冬季
成人主日举目望田 

 老挝(寮国)—人口：五百四十万人，约有 61%的人信

奉佛教，民间宗教 31.2%，基督徒约 1.19%。 
1. 求神保守本土兴起的家庭小组能继续兴旺发展，也让各福

音宗派与家庭小组在基督里合一，一同兴旺主道。 
2. 老挝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为该国的经济复苏与提升

祷告，也求主拯救外逃的难民，使更多的难民归主。 
3. 远东广播公司每 用老挝语、赫蒙语等语言进行 16 小时

的福音广播。求主使用这些节目，感动广大人群信靠耶
稣。 

       向

他们表示祝贺。 

        

骨肉之亲 

  浙江—人口：五千一百十六万(*常住人口) 

1. 求主捆绑一切迷惑人的邪恶势力，使浙江教会经历属灵的
大复性，使浙江人全部听到真理的福音。 

2. 求神与浙江神学院中爱 属 的师生们同在、同工，按著
羊群的需要装备、教导牧养、栽培，完成主的 付。 

3 .  为温州教会感谢主，愿主继续祝福温州教会，使他们脱掉
旧衣，穿戴神所赐全部武装，恳求主为他们开辟更广阔的
传福音的道路。 

本年度“每日读经”进度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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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为
诗篇之四(读诗篇九十篇至一一九篇，注意一○六篇末之结语)。  

3/28   诗篇 90-94 

3/29   诗篇 95-101 

3/30   诗篇 102-104 

3/31   诗篇 105-107 

4/1 四   诗篇 108-113 

4/2   诗篇 114-118 

4/3   诗篇 119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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