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爱主之人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马太福音22章37节 

在圣芳济的简传里，柴斯特顿（G.K Chesterton）让我们一瞥这位
出生于十二世纪，独特可贵、富有同情心乊人所怀的心肠。 

柴斯特顿写道：「就像圣芳济幵非只空谈爱人类，而是真实地去
爱人，正如他不喜爱宗教，却爱基督。……读者甚至很难理解圣芳
济，他的生平看似毫无章法。除非读者能体会到：对圣芳济而言，他
所信的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挚爱。」 

当有人问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时候，祂回答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
最大的」（马太福 22 章 37-38 节）。发问的人想要试探耶稣，耶稣却
丽出讨上帝喜悦的关键所在。在我们与上帝乊间的关系乊中，占第一
位和最重要的，乃是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把上帝视为监工，将顺服祂当作一项重担。那么，我们
就是和那些被祂所责备的人一样，祂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
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启示彔 2 章 4 节） 

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是喜乐的秘诀。 

求主帮助，因祢圣洁恩典，赐下更多，祢的浩大深爱； 
日复一日，我心更深爱祢，日渐增长，全心全意爱祢。 

置基督于首位，真喜乐永相随。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1 年 1 月 4 日～ 

 

 信息摘要  

讲题: 巾帼胜须眉     经文:士师记 4:1-24       讲员: 华欣牧师

   
 

 

 

 

 

 

 

 

 

 

 

 

 

 

 
 

 

 

 

 

 

 

 

 

 

 

 
 
 
 

讲 员 领 会 领 唱 钢 琴 招 待 音 控 图控 & 摄像 投 影 传  译 
  爱筵 
  停车

场 

班车 

本

週 
华    欣 胡枋国 吴剑翘 冯健雯 胡捷等 邱克勤 

胡英    吴乐 

   周平    
慎    玫   徍意蓉 

南区 

ECHO 
西南区 

下

週 
张纪德 华家庆 赵匀婷 杨乐蜜 胡捷等 袁恺民 

胡英    吴乐 

   周平    
慎    玫 余子吉 南区 

ECHO 
东南区 

 

上週(7月 3日)主日奉獻 
经常 $16,842.

11 建堂 $1,313.54 爱心 $850.
00 午餐 $593.

00 

差传 $3,970.
00 神学生 $0.00     

合计   $23,568.
65  

  * 奉献支票抬头LWEC      **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间入口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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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各
项
聚
会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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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间聚会 週五聚会(中文堂总数-329) 
中文堂 413 中文堂 129 祷告会(中) 62  摩西 44 仁爱 20 保罗 18 

ECHO(英) 
148 

 ECHO  
20 

祷告会(英) 28 约翰 10 和平1 12 约瑟 25 

青/少年 高    中     温柔 13 和平2 13 喜乐 14 

儿童(10:30) 112 初    中 14 週六聚会 节制 1 20 西南 1 9 良善 19 

  儿童(9:30) 25 东区1 13 节制 2 10 恩慈 14 信实 29 

      东区 2 17 忍耐 20 IFG 18 

总人数 673     LBB 4 高/初中 80   
 

週间各项聚会信息 

时间/地点 团契 联络人 团契 联络人 

週二 
在教会 

10:00a.m. 

姊妹会 
暑期暂停 

龚珊丼姊妹 
630-983-8045 

7:30p.m. 

ECHO 
暑期团契 

Pastor Alex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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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青/少年) 
王怡彬姊妹 

630-548-5678 
  

IFG(国际学生/青年) 
邓懿仙姊妹 

630-983-8580 
AWANA(孩童) 

暑期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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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卫国弟兄 

331-457-5162 

     摩西一 邱克勤弟兄 
630-820-6538 忍耐 

朱家熙弟兄 
630-551-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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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磊弟兄 

630-405-6858 

和平二 孙成军弟兄 
865-274-6615 

节制一 
许惠琴姊妹 

630-983-6680 

西南一 朱锦耕弟兄 
630-904-0261 

节制二 
陈嘉康弟兄 

630-548-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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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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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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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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牧师：朱哲辉牧师 Assistant Pastor: Rev. Alex Chu 

助理牧师：全守望牧师 Assistant Pastor: Rev. Tony C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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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6019) 

地       址：1256  Wehrli Rd. Naperville, IL 60565 

 

週
報 

使
徒
信
经 

mailto:info@lwechurch.org


主后二○一一年七月十日                                                                                                        LWEC  2011 – 28 
  
 

 

主日崇拜程序 
晨间十时卅分整 

序乐 .....................................................................冯健雯姊妹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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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  …………荣耀归於真神……………......会         众              
                向耶和华唱新歌/到神的祭坛 

                        我的心哪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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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欢呼来歌唱…....…......诗           班 

信息…………………巾帼胜须眉(士师记 4:1-24)...华    欣牧师 

回应诗歌………….....主耶稣我爱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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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舜贵牧师 

殿乐………………..........................................冯健雯姊妹 

献诗歌词：               欢呼来歌唱 
欢呼来歌唱，高声来庆祝， 

我们齐来称颂主名。 
鼓瑟来讚美，跳舞来庆贺， 

普天下当誇主圣名。 

我和你，牵著手，进入祂的圣殿， 
讚美与感恩，欢然扬声，齐来拍掌称谢。 

信实主，不改变，恩典存到永远， 
因著祂慈爱欢呼，因祂公义同欢唱。 

乐意来事奉，一心来顺从， 
同声来高举主圣名。 

高声来誇讚，高歌来敬拜， 
万民响应来讚美。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庄雯秀、郭建元/贾思英、Alex Hsu、楼彦
君、肖峰、杨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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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令会报名还剩下最后一週，目前中文堂有 92 人註册，我
们的目标是总共有 350 人以上出席，请弟兄姊妹抓紧时间踊
跃报名。报名及信息查询:http://www.lwechurch.org。 

3. 感谢主，昨日(9)丽办的跳蚤市场圆满顺利，大约 500 人光
顾。谢谢同工的付出，姊妹会、以诺团契的支援，以及弟兄
姊妹的同心参与，求主纪念。 

4. 本週六(7/16)上午 10 时，以诺(长辈)团契在英文礼拜堂丽办
特别讲座《”健忘” 真的是因为”年纪大了”吗？》，由芝加哥
伊利诺大学护理哲学博士汤玉英姊妹主讲。欢迎所有有兴趣
预防健忘的弟兄姊妹参加。 

5. ９月４日(主日)将有施洗礼拜，现正在接受报名。已决志信
主，有意受洗者请向秘书索取报名表。来教会聚会超过半
年，已受洗並有意正式转会者，亦请索取会籍表。 

6. 第七届“重申婚约”感恩礼拜定於 8 月 27 日(六)下午二时
半在教会丽行。欢迎已受过洗的夫妻向秘书报名。 

7. 目前教会庭院亟需整理，清除杂草。请各区/团契按照划分
的责任区域抓紧安排清理工作，请弟兄姊妹踊跃参与义工，
共同美化教会大家庭的环境。 

8. 近来教会停车场车位紧缺状况颇为严重，再次鼓励弟兄姊妹
继续保持共乘 (Carpool)习惯，若车上不满 3 人，请使用
Dominick’s 远程停车场，再共乘或搭班车到教会。谢谢大
家的支持与配合。 

9. 7 月份《活水月刊》及《号角月报》今日出刊，欢迎会后到
大厅取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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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聚会出席方面 

平均 

人数/主日 

崇  拜 主日学 

中文堂 ECHO Youth 中文堂 ECHO Sr. H Sr. H 儿童 

2010 年 441.4 58.5 106.6 130.3 N/A 30.1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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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6 456.3 50.6 107.9 139.5 25.9 15.3 159.9 

 

平均 

人数/次 

祷告会 团契 

中文堂 英文堂 週五 週六 週间 

2010 年 61.9 21.4 318.7 30.9 17.3 

2010.1-6 66.9 20.9 316.9 30.5 20.9 

2011.1-6 57.3 14.5 335.2 60 14.6 

二. 奉献方面 

 经常 建堂 差传 爱心 其它(夏令会) 

奉

献 

2010.1-6 $415,737.30 $112,447.25 $75,935.00 $26,521.31 $990.97 

2011.1-6 $459,538.77 $44,236.85 $75,624.60 $18,795.00 $0 

支

出 

2010.1-6 $393,958.60 $143,688.88 $72,130.46 $24,126.31 $32,654.36 

2011.1-6 $434,826.24 $6,000.00 $80,541.83 $10,183.12 $31,1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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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为帖撒罗尼迦前书(请先将这卷短短的书信最少

读两次到三次)。 

7/10 週日     帖撒罗尼迦前书 1-5 

7/11 週一     帖撒罗尼迦前书 1 

7/12 週二     帖撒罗尼迦前书 2 

7/13 週三     帖撒罗尼迦前书 3 

7/14 週四     帖撒罗尼迦前书 4 

7/15 週五     帖撒罗尼迦前书 5 

7/16 週六     帖撒罗尼迦前书 1-5 

 

2011 年 1~6 月会务简报 

http://www.lwechurch.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