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幕后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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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罗马书12章4节 

当我自己涂指甲油时，我开始为我的右手抱屈。右手做了很多工作，但显得光彩

照人的却是左手。我的右手轻松地将左手的指甲涂上指甲油，但是我的左手却不灵

光，不能同样地回报右手，结果我右手上的指甲油总是涂得又花又乱。可怜我右手做

了最好的工作，但却让能力差的左手得到所有的赞美和荣耀。 

就在涂指甲油时，我想到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的教会有许多弟兄姊妹，

他们擅长于幕后预备的工作，凸显台前的人。这些人辛勤地付出，自己却常被大家所

忽略，因为他们美好的事奉让他人的工作更加突出。对于这些工作做得好，却没得到

足够赞赏的人来说，好像是不太公平。 

然而，真正有事奉精神的基督徒可不会介意。他们总是优先为别人着想（罗马书

12 章 10 节），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并且祂会奖励那些默默耕耘

的人（马太福音6章4节，6节，18节；哥林多前书12章24节）。 

是否有人坐享你努力工作后的成果？别失望，上帝对于那些默默努力、向世人彰

显基督的人，一定会给予奖励。 

忠心服侍我恩主，人们也许不欣赏； 

那日站到主面前，必将得到祂奖赏。 

为主基督所做的服侍，祂都看见。 
～ 摘选自《灵命日粮》2 0 1 0年4月1 4日 ～ 

 信息摘要  
讲题: 作神的工人     经文: 出埃及记 31:1-18      讲员: 华欣牧师

     
 
 
 
 
 
 
 
 
 
 
 
 
 
 
 
 
 
 
 
 
 
 
 
 
 
 

 
 

 
 讲 员 领 会 领 唱 钢 琴 招 待 音 控 投 影   传  译 爱筵/交通

本週 华    欣 华家庆 陈建荣 沙    崙郑  皓等 张    伟 周   彤 徐意蓉 忍耐/恩慈/东区

下週 锺舜贵 锺舜贵 吴剑翘 沙    崙郑  皓等 袁恺民 周   彤 余子吉 忍耐/恩慈/东区
 

上週(7 月 4 日)主日奉獻 

经常 $803.00 建堂 
$600.00 爱心 

$0.00 午餐 $0.00

差传 $100.00神学生 $0.00 夏令会 $750.00  

合计 $2,253.00 
  * 奉献支票抬头LWEC      **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间入口两侧 

 
主题信息 专题信息一 週间聚会 週五聚会(中文堂总数-293) 

週五晚 100 之一 58 祷告会(中) 71  摩西 55 保罗 12 仁爱 29
週六早 173 之二 59 祷告会(英) 32 约翰 7 约瑟 26 和平 26
週六晚 205 之三 44  提摩太暂停喜乐 20 西南 1 13
主日早 206 专题信息二   温柔 16 良善暂停 恩慈 11
主日晚 202 之一 101  节制 15 信实 19 忍耐 26
週一早 171 之二 141   IFG 18   

夏
令
会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之三 156    高中  初中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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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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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声亮弟兄 

630-983-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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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364-4065 保罗 黄扬清弟兄 

630-428-9007 

週五 
 
 

7/2 
因夏令会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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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因夏令会暂停
东区 东区一 赵    凯弟兄 

630-789-6752 
粤语(隔週) 
暑期暂停 

郑达仁弟兄 
630-416-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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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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哀歌(细读本书两遍，特别注意每章均是二十二节，而中间一
篇则是三个二十二节，因此它是按字母排列的离合诗)。  

 

 

主日崇拜程序 
晨间十时卅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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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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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会         众              
                        祂名称为奇妙 

                                主耶稣，我爱祢 Lord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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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纯真的心欢欣..…….........诗          班 
信息…………………作神的工人(出埃及记 31:1-18).....华    欣牧师 

回应诗歌………………….祂与我..… .................. 会   众 

圣餐………………………………………………… 锺舜贵牧师 
      张 杭、方全斌、胡枋国、马学武、缪洪宇、阮炜华、慎 玫、汪贤浩、严  勇、尹道先、余子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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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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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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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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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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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诗歌词：                 纯真的心欢欣 

纯真清洁的心，欢欣颂歌感恩， 
基督君王率领前进，十架旗号飘扬。 
欢欣，欢欣，歌唱、感谢、欢欣。 

人生漫漫长路，歌声涌溢滔滔， 
不分昼夜、悲喜、祸福，老少讚主恩浩。 

欢欣，欢欣，歌唱、感谢、欢欣。 

高举十架旌旗，军装全备勇战， 
基督精兵黑夜争胜，直到曙光辉煌。 
欢欣，欢欣，歌唱、感谢、欢欣。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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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夏令会蒙神赐福保守，圆满结束。求主复兴教会，
更合主心意。 

3. 感谢主，2010 年上半年出席人数(参右页)有明显增长。盼弟
兄姊妹在下半年能更积极传福音，领人归主，在宣教年为主
得着更多失丧的灵魂。在奉献方面，由于新堂贷款等因素，
已连续三个月有短缺。请弟兄姊妹一起关心、代祷。 

4. 本週三祷告会将由短宣福音队分享，请弟兄姊妹踊跃出席。  

5. 9 月 5 日将有受洗礼拜，已决志信主，有意接受洗礼的弟兄
姊妹，请於即日起至 7 月 25 日止向秘书索取报名表。 

6. 来教会超过半年，已受洗並有意转会，或在本教会受洗，已
完成规定之主日学课程，愿意正式成为教会会员的弟兄姊
妹，请向秘书索取表格。 

7. 宣教年下半年教会的第一次福音聚会将於 7 月 30 日(週五)
晚举行，由“橄榄之音”音乐事工主领音乐佈道会。请为此
聚会祷告並广邀亲友邻居参加。 

8. 以诺团契将於七月十七日(週六)十时在教会举行福音聚会，
欢迎所有弟兄姊妹参加。会后有聚餐，每家带一道菜。会前
有厨艺交流(学做发面饼)，请有兴趣参加的弟兄姊妹於九点
抵达教会。 

9. 第六届“重申婚约”感恩礼拜将於 8 月 28 日(六)下午二时
半在教会举行。现仅剩两对名额，请愿意参与的夫妻(已受
过洗)在 7 月 24 日之前向周薇报名。 

10. 七月份活水月刊今日发刊，欢迎取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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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单如下)完成了 2009  
。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7/11 週日   耶利米哀歌 1:1-22 耶京自叹 

7/12 週一   耶利米哀歌 2:1-22 神的愤怒 

7/13 週二   耶利米哀歌 3:1-39 

7/14 週三   耶利米哀歌 3:40-66 
先知悲哀 

7/15 週四   耶利米哀歌 4:1-22 神的愤怒 

7/16 週五   耶利米哀歌 5:1-22 耶京之祷 

7/17 週六   耶利米哀歌 1:1-5:22 

 
 
 
 
 
一. 聚会出席方面 

 
崇  拜 主日学 平均 

人数/主日 中文堂 ECHO Youth 中文堂 ECHO Youth 儿童 

2009 年 404.5 55.8 124.5 146.9 7.6 36.1 143.0 

2009.1-6 402.8 47.2 124.7 146.4 7.6 36.7 144.6 

2010.1-6 439.4 62.1 111.7 147.1 N/A 35.3 165.2 

2010.1-6 经常 建堂 差传 爱心 其它 
奉献 $415,737.30 $112,447.25 $75,935.00 $26,521.31 $990.97 
支出 $393,958.60 $143,688.88 $72,130.46 $24,126.31 $32,654.36 

收支平衡 $21,778.70 -$31,241.63 $3,804.54 $2,395.00 -$31,663.39 

 

祷告会 团契 平均 

人数/次 中文堂 英文堂 週五 週六 週间 

2009 年 46.0 11.5 307.1 29.6 9.2 

2009.1-6 47.0 8.2 311.2 28.1 8.3 

2010.1-6 66.9 20.9 316.9 30.5 20.9 

二. 奉献方面 

2010 年 1~6 月会务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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