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宽恕之美 
「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

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  路加福音1  5章2  0节≈ 

起初这只是赖瑞与玛莉的收藏，到后来却变成了一个传福音的机
会。在过去的 10 年中，他们收集了一些艺术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根据
路加福音 15 章中浪子的故事创作的。其中包括荷兰画家林布兰
（Rembrandt）的画和其他艺术家的各种作品。 

他们想和别人分享他们的收藏，所以把这些作品放在当地一间大
学展览；赖瑞说：「艺术家们激励了我们，我们希望他们的作品也会
激励他人。」 

当我参观展览时，我被浪子的深切需要所感动，他诚实的忏悔和
其父亲美丽的宽恕被表现在各种艺术作品上：绘画、蚀刻、雕刻、玻
璃制品、素描和绢印。 

我们都曾经像这个故事中的儿子，看重自己的生命计划，过於他
父亲为他所计划的。我们也曾逃避我们的天父（罗马书 3 章 10-12
节），但若我们浪子回头，祂必定欢迎我们。 

当你呼求天父：「父亲！我得罪了⋯ ⋯ 」（路加福音 15 章 18
节），你也可以在祂的脸上看到宽恕之美。如果你偏离祂，赶快回家
并经历祂的爱。 

主啊，我现在承认我有罪，並接受祢的恩典；  

转变我的生活，並帮助我成长，直到我见祢的面。 

当上帝宽恕，祂除去罪並使灵魂甦醒。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0 年 3 月 31 日～ 

 

 信息摘要  
讲题: 归家的浪子       经文: 路 15:11-24     讲员:张志刚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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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 张志刚 邹发森 黄锡惠 赵匀婷 冯长廷等 袁恺民 周    彤 余子吉 北区 西北区 

下週 华    欣 华家庆 吴剑翘 赵匀婷 胡    捷等 袁恺民 慎    玫 罗世真 北区 西北区 
 
 

上週(3月 20日)主日奉獻 
经常 $15,877. 建堂 00 $1,520. 爱心 00 $2,270. 午餐 00 $693.00

差传 $4,760. 神学生00 $0. 夏令会 00 $0.  00

合计   $25,330.00 

  * 奉献支票抬头LWEC      **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间入口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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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间聚会 週五聚会 
中文堂 456 中文堂 173 祷告会(中) 60 佈道会 317    
ECHO(英) 

152 
 ECHO  

31 
祷告会(英) 7       

青/少年 高    中 姊妹会 17       
儿童(10:30) 174 初    中 16 週六聚会       
  儿童(9:30) 36 东区1 15       

    恩典 11       

总人数 782   粤语 15 高/初中 74 儿童 98 老师 10 
  

週间各项聚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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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珊丽姊妹 
630-983-8045   

週三 
8:00p.m. 

在教会 
祷告会 

教会办公室 
630-983-5677   

週五 
8:00p.m 

在教会 

YOUTH 高中生 
王怡彬姊妹 

630-548-5678 FNF 初中生 徐意蓉姊妹 
630-718-1190 

IFG(国际学生/青年) 
邓懿仙姊妹 

630-983-8580 
AWANA(孩童) 
(7:50) 

张惠俐姊妹 
630-983-5677 

LBB(英文) 
周志仁弟兄 

815-439-5152 
  

週五 
8:00p.m. 

在各小组家庭 
或租用场地 

西北区 

 摩西 潘一平姊妹 
630-585-0078 西区 

恩慈 刘建军弟兄 
630-820-8557 

     摩西一 邱克勤弟兄 
630-820-6538 忍耐 樊国樑弟兄 

630-551-3717 

     摩西二 汤玉珠姊妹 
630-305-8360    

西南区 

仁爱 吴    坚弟兄 
630-922-3675 

北区 

约翰 缪洪宇弟兄 
630-983-6982 

和平一 杨国伟弟兄 
630-759-2968 温柔 李    元弟兄 

630-718-1231 

和平二 孙成军弟兄 
865-274-6615 节制 许惠琴姊妹 

630-983-6680 

西南一 朱锦耕弟兄 
630-904-0261   

南区 
保罗 黄锡惠弟兄 

630-357-6108 

东南区 

喜乐 黄震宇弟兄 
630-357-3218 

约瑟 胡    捷姊妹 
630-851-5188 良善 张江建弟兄 

630-701-6148 

东区 东区二 邹    立弟兄 
630-560-9789 信实 陈益生弟兄 

630-882-5644 

週六晚 
在小组家庭 

东区 东区一 赵    凯弟兄 
630-789-6752 东南区 信心 

(隔週) 
阮炜华弟兄 

630-355-7615 

西区 恩典 
(隔週) 

杨康美姊妹 
630-820-1662 粤语(隔週) 郑达仁弟兄 

630-416-1883 
  

 

 
 

 
 

创立：二〇〇〇年十月八日       2011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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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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年度主题 

    — 爱神爱人 同心同行 

 

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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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爱 

                                      主, 惟有祢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牧祷 ............................................................................ 华  欣  牧师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诗           班 
信息……………………归家的浪子…...….......张志刚牧师 
回应诗歌…………………归家………….…….会   众 

献祷 ................................................................... ..邹发森弟兄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 ............. 邹发森弟兄 
三一颂 .................................................................会   众 

祝祷 .....................................................................华  欣  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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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诗歌词：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祂给人爱的生命，指引永恒方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祂给人新的生命，除去罪恶捆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祂是世界的真光，信靠祂的走出黑暗； 
有祂今天就会更好，有祂永世都有依靠。 

 
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邓欣欣、庄志聪/赖秀贞及今天来的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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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张志刚牧师前来本教会主领春季佈道会，求主赐福他的
事奉与家庭。 

3. 报名受洗的弟兄姊妹，请於 4 月 10 日及 4 月 17 日两个主日
的下午 1:00-3:00 上受洗班课程，请预留时间。会籍班课程
时间为 4 月 17 日下午 1:00-3:00，请转会的弟兄姊妹注意。 

4. 本主日继续开放赈灾特别奉献，向日本大地震的灾民表达爱
心，全部捐款将通过美国红十字会及 World Reliefe 转达。请
在支票上註明“爱心”。 

5. 大学生/研究生家长祷告会今天下午 1:00-3:00 在二楼会议室
举行，欢迎弟兄姊妹踊跃参加。 

6. 东区将於本週六(4/2)晚 7-9 时在教会地下室英文礼拜堂举行
联合聚会，由于明捷博士担任特别讲座《与神同行》的讲
员，将分享基督信仰在职场、家庭和生活中的应用和见证。
欢迎所有弟兄姊妹参加。 

7. 青年部将参与 2011“饥饿三十(30 hours Famine)”活动（自
3/31 中午 12 时至 4/1 晚 6 时）。欢迎初/高中生家长鼓励孩
子参加，也欢迎所有弟兄姊妹参与支持青少年的募捐活动。 

8. 证主书室向教会提供中英对照圣经(和合本/NIV)团体订购优
惠(精装繁体版每本$15，精装简体版每本$17，另加邮费约
每本$1)，会后请到大厅登记，机会难得，请抓紧时间。 

9. 朱师母(Michelle)将於四月中旬生产，月子期间，需要弟兄姊
妹轮流帮忙为他们准备晚餐。願意参与者，请到大厅登记并
了解详情。请联络张祖望姊妹(630-357-0912)或林植姊妹
(630-983-0634)。 

10. 肢体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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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份活动预告 
1. 4/2 上午 9:00 执事会月会 

2. 4/10 下午 1:00 受洗班上课 

3. 4/16 晚上 7:00 欢迎新朋友晚会 

4. 4/17 下午 1:00 受洗班/转会班上课 

5. 4/22 晚上 8:00 受难礼拜 

6. 4/24 早晨 7:00 复活节晨曦礼拜(在 CCMC) 

7. 4/24 上午 10:30 复活节礼拜 

8. 4/24 下午 1:30 洗礼 
 

  随手作环保 —  作称职的大地管家 
11. 替代贺年卡—减轻地球负担  
12. 节粮新时尚——让节俭变成荣耀   
13. 少用一次性制品—节约地球资源  
14. 自备购物袋—少用塑料袋  
15. 自备餐盒—减少白色污染 

    
 

 

每 日 读 经 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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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为约翰福音之二(再读约翰福音一
遍，把其中的 (1) 神迹，(2)主接见人的事，表列出来)。 

 

3/27 週日 约翰福音 1-3 

3/28 週一         约翰福音 4-6 

3/29 週二         约翰福音 7-9 

3/30 週三         约翰福音 10-12 

3/31 週四         约翰福音 13-15 

4/1 週五         约翰福音 16-18 

4/2 週六         约翰福音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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