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上帝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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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
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 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
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启示录19章6  -  7节 

我清楚记得，参议员罗伯特 •  甘迺迪1968年在洛杉矶遇刺时，带给我的震惊和伤
痛。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都悲痛惊骇不已。特别是这一事件发生在
他兄弟约翰 •     甘迺迪总统遇刺后不久，所以更令人感到惨痛。 

参议员甘迺迪的追思礼拜在圣派翠克大教堂举行，全场环绕著韩德尔的弥赛亚
曲，唱出凯旋得胜的字句：「全能者上帝掌权……祂作王到永远」。 

这些歌词並不表示，刺杀事件是上帝的心愿，而是表明，儘管发生这样的悲剧事
件，上帝仍然在掌权，完成祂美好的计划。虽然人们做出让祂伤心和愤怒的事情，但
是祂仍能从邪恶中带出美善，从黑暗中带出光明，从痛苦中带出喜乐，从混乱中带出
秩序，从死亡中带出生命。 

诗篇 93 篇说：「大水扬起，大水发声」，就是描述人类的混乱和对上帝的抵挡(3
节)。他们有时似乎胜利在望，但是上帝「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4 节)。有一
天，祂会彻底征服所有仇敌，带来祂应许我们的完美永恒的世界！哈利路亚！ 

威严可畏主上帝，在天施展君王权； 

智慧能力又仁爱，威严可畏真主宰！ 

我们越瞭解上帝的主权，就越能镇定面对人间灾难。 
～ 摘选自《灵命日粮》2 0  0 6年6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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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 潘文发 胡枋国 黄锡惠赵匀婷郑  皓等 吴剑翘 田   军 罗世真 ECHO & IFG

下週 陈国添 邹发森 赵匀婷冯健雯郑  皓等 袁恺民 田   军 罗世真 ECHO & IFG
 

上週(7 月 18 日)主日奉獻 

经常 $16,185.09 建堂 
$8,870.00 爱心 

$500.00 午餐 $827.00

差传 $4,790.00神学生 $0.00 夏令会 $1,137.00  

合计 $31,80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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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中文堂 453 中文堂 95 祷告会(中) 56  摩西 45 保罗 16 仁爱 23
英文堂 65  祷告会(英) 48 约翰 暂停约瑟 30 和平 21
青/少年 99 高    中 8  提摩太 15 喜乐 12 西南 1暂停
儿童(10:30)164 初    中 8   温柔 10 良善 16 恩慈 12
  儿童(9:30) 25 週六聚会 节制 17 信实 13 忍耐 23
    东区  18 IFG 17   

上
週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总人数 781        高中/初中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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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p.m. 
在各小组家庭
或租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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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週) 
暑期暂停 

郑达仁弟兄 
630-416-1883 

 

 
 
 

 
 

週 報 
Bulletin 

 

2010 年 7 月 25 日 

 
 
 
 
 

 

创立：2000 年 10 月 8 日 
 
 
主任牧师：锺舜贵牧师 Senior Pastor: Rev. Norman Chung 
助理牧师：华   欣牧师 Assistant Pastor: Rev. Gary Hua 
英文牧师：朱哲辉牧师 English Pastor: Rev. Alex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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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 6737 
地       址：1256  Wehrli Rd. Naperville, IL 60540 
 

mailto:info@lwechurch.org


 科威特—人口：二百六十四万五千人，伊斯兰教占

95%，0.72%基督徒。 
1. 为科威特王室能有人认识主，海外信主者愿意回国为福音

效力，各样传媒能继续有效发挥功用祷告。 
2. 求主兴起当地极少数的基督徒，成为光、成为盐，在当地

发挥属灵极大的影响力。 
3. 为国际交换在当地发挥福音影响力，使福音能接触当地百

姓祷告。   

主后二○一○年七月廿五日                                                                                                                    LWEC  2010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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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赵匀婷姊妹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 ........................................................................... 黄锡惠弟兄 

讚美  .............. ……….祢真伟大……………….....会         众              
                            宝贵十架/我歌颂祢 

                                    阿爸父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牧祷................................................................................... 胡枋国传道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感恩…….…….........诗          班 
信息………………………神掌权(诗篇 29)………......潘文发牧师 

回应诗歌………………….祢坐著为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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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潘文发牧师 

殿乐………………................................................赵匀婷姊妹 

献诗歌词：                           感  恩 
 

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架，奔向那摆在前面的路程， 
仰望创始成终的主耶稣，脱去缠累，放下重担。 

 
许多人成为我们的见证，他们像云彩围绕著我们， 
单单存著一颗感恩的心，时时感恩，每时感恩。 

 
感谢主，即使天色未常蓝；感谢主，纵然路旁有荆棘， 

感谢主，因为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时时感恩，每时感恩。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梁颖芹、石树娟、袁杰/刘红、张明东/孙

卓、张垠广/程汝菊、锺莉、周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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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潘文发牧师前来传讲信息，求主赐
福保守他的家庭与事奉。今天锺牧师与潘牧师交换讲台。 

3. 本週五(7/30)晚八时在本教会举办音乐佈道会，由“橄榄之
音”音乐事工主领。请广邀亲友邻居参加。大厅内有宣传单
备索。本週五团契/小组活动暂停一次。请弟兄姊妹尽量併
车，或使用远处停车场，晚 7 时 15 分起有交通车服务。谢
谢大家的配合。 

4. 9/5(主日)有受洗礼拜，愿意报名受洗以及申请加入会籍者，
请把握机会，今日报名截止。 

5. 请家长告知孩子，不可随意触动警报器，並要爱惜公物，不
随意涂画，一起维护教堂的整洁、安全与次序。 

6. 今天中午 1:30 在 222 教室召开夏令会检讨会，请夏令会同
工、各区辅导/联络人、各小组长或同工代表准时出席。欢
迎弟兄姊妹将反馈意见和建议告知小组长或同工。 

7. 大学生/研究生家长祷告小组 8/1(日)晚 6:00-9:00 在邓懿仙姊
妹府举行特别聚会，内容包括聚餐及祷告。欢迎家长们踊跃
参加，有意参加者请与陈翠如姊妹(630-420-7958)联络。 

8. 教会医护小组在教堂一楼西侧休息区放置了急救包(First Aid 
Kit)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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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目望田 

 
        

骨肉之亲 
河南—人口: 九千九百七十万 

1. 感谢主恩待这片土地，使这地出产丰富。求主继续祝福这
地，使这地的百姓敬拜真神。 

2. 求主装备河南的弟兄姊妹，使他们在真道上扎根、长进，
不被异端邪说欺骗。 

3. 求主纪念圣经和属灵书籍的缺乏，通过各种渠道丰富供应
以牧养群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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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结书之二(读本书一至三章，特别仔细思想第一章之异象。再读
四至二十四章。)。  

7/25 週日     以西结书 1:1-28 

7/26 週一     以西结书 1:1-3:27 

7/27 週二     以西结书 4:1-7:27 

7/28 週三     以西结书 8:1-12:28 

7/29 週四     以西结书 13:1-16:63 

7/30 週五     以西结书 17:1-20:49 

7/31 週六     以西结书 21:1-24:27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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