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殷勤操练 
「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

意分解真理的道。」                                                                                                                                                   提摩太后书2章15节 

国际闻名的小提琴家美岛丼（Midori）相信：专注、勤奋的练习是
演出成功的关键。虽然她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一年要参加九十场音乐
会的演奏，但她仍坚持每天花 5 到 6 个小时练琴。简• 爱墨生（Jane 
Ammeson）在《西北航空旅游》杂志里引用美岛丼的话说：「我必须
为我的工作每天练习……不是在于时数，而是在于需要达到的工作品
质。我看见学生们说他们每天练习，但是他们却不听也不看。就如你
打开了你的课本，幵不一定代表你真的在读书。」 

同样的道理可以应用在我们信心的道路上。保罗写信给提摩太
说：「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
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 2 章 15 节）。勤奋指的是持续、认真的努
力，是无心和散漫的反义词。它可以运用在我们与上帝关系的每一个
层面。 

正如音乐家努力追求炉火纯青的技艺一样，我们也应该尽心尽力
服事上帝，寻求祂的认可，有智慧地与他人分享祂的话。 

今天我是否勤奋读经和祷告，幵聆听主对我说话呢？ 

我们满怀着盼望，等候再临的基督； 
我们主要的焦点，在于勤奋和顺服。 

上帝对用心倾听的人说话； 上帝听专心祈求的人祷告。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0 年 11 月 16 日～ 

 

 信息摘要  

讲题: 无愧的工人      经文: 提后 2:14-18    讲员: 锺舜贵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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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週 
锺舜贵 邹发森 张    路 徐敏慧 胡捷等 袁恺民 

胡英    张慧 

戴瑞克 
慎   玫 余子吉 东南区 北区 

下

週 
华    欣 华家庆 黄锡惠 朱琇英 胡捷等 邱克勤 

胡英    张慧 

戴瑞克 
周    彤 史小波 东南区 西区 

 

上週(9月 11日)主日奉獻 
经常 $12,261.

00 建堂 $500.
00 爱心 $0.

00 午餐 $592.
00 

差传 $1,600.
00 神学生 $0.

00 夏令会 $0.
00   

合计     $1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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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堂总数-317) 
中文堂 496 中文堂 143 祷告会(中) 54  摩西 55 仁爱 28 保罗 19 

ECHO(英) 
167 

   姊妹会 15 约翰 10 和平1 14 约瑟 34 

青/少年 高    中 16 週六聚会 温柔 14 和平2 10 喜乐 暂停 

儿童 156 初    中 19 祷告会(英) 14 节制 1 19 西南 1 14 良善 14 

  儿童(9:30) 28 东区1 暂停 节制 2 11 恩慈 14 信实 暂停 

      东区 2 17 忍耐 25 IFG 12 

总人数 819     LBB 7 高/初中 105 AWANA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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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珊丼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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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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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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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哲亮弟兄 
630-632-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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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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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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晨间十时卅分整 

序乐 .....................................................................徐敏慧姊妹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 .....................................................................张    路弟兄 

讚美  ……………..你们要讚美耶和华……….....会         众     

                         一生一世 
                        耶和華祢是我的神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牧祷 ............................................................................ 锺舜贵牧师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永远生命...…..….......诗           班 

信息………………..无愧的工人(提后 2:14-18).....锺舜贵牧师 

回应诗歌……………….义人的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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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舜贵牧师 

殿乐………………..........................................徐敏慧姊妹 

献诗歌词：                   永远生命 

因神深爱世人，赐下祂的独生子， 

赐祂的独生子，祂唯一独生子。 

祂並不差遣圣子定人的罪， 

乃是要拯救世人，世人藉祂得拯救。 

因神深爱世人，赐下祂的独生子， 

无论是谁若相信，不论是谁若真相信祂， 

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生命。 

因神深爱世人。阿们。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黄碧红、李陈川/周玉英、李心平、王奇、
禹祥华、张犇/邵迪莎、张坤、赵罗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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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底执事会将有主席、崇拜、行政、教育、司库、差传、英
文等七位执事任期届满，明年並将增设儿童部执事一名。请
弟兄姊妹抓紧时间向在任执事、牧师或寄邮件到教会推荐合
适候选人，截止日期 9 月 22 日。 

3. 请弟兄姊妹积极配合同工，共同努力缓解教会停车位不敷使
用的现状，详细办法请参见右页。 

4. 首届活水杯排球联赛将於本週六(9/24)上午 9 点拉开帷幕。
请各区参赛队队员按照赛程准时抵达球场。具体赛程安排及
观赛要求请参见右页。 

5. 今天中午 12:45 在英文礼拜堂召开夏令会总结检讨会，欢迎
同工及弟兄姊妹踊跃参加。 

6. 下主日(9/25)下午 1:00-2:30 在会议室(202)召开各区同工联席
会，请区辅导、区联络人、小组长预留时间准时出席。 

7. 下主日(9/25)下午 1:00-3:00 在 222AB 教室丽行大学生/研究
生家长祷告会，欢迎弟兄姊妹踊跃参加。 

8. 教会图书馆位于教堂二楼东南角, 每主日中午 12:00-2:00 开
放，欢迎大家踊跃借阅。 

9. 欢迎取阅 9 月份“活水月刊” 和“号角月报”。 
10. 中华基督教会崇拜音乐学院将於 9/30、10/1、10/7、10/8 在

本教会丽办圣乐研习会，欢迎弟兄姊妹註册参加，详情请查
询www.cccmiw.org 或联络冯健雯姊妹 (630-961-0911) 。10
月 8 日下午 4 时将有芝加哥基督徒合唱团纪念圣乐事奉 35
週年音乐崇拜，欢迎弟兄姊妹踊跃参加。 

11. 北美华神秋季延伸制课程《以弗所书》将於 10/20 至 10/23
在本教会开课。欢迎弟兄姊妹报名註册。请联系本教会联络
人缪洪宇弟兄(630-983-6982)。 

12. 宣教代祷： 
为教会支持的宣教士黃多賜牧师和师母祷告: 
求神繼續带领他們在生命上更成熟，侍奉上更有能力； 
求神赐他們足夠的智慧來按時完成 D. Min 各樣課程作業； 
繼續為他們在美國期間的生活費和學費禱告； 
④求神繼續賜他們強健的身體，並保守雙方父母身體健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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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车车难难    难难不不过过爱爱心心协协作作 

近来，停车场不敷使用成了弟兄姊妹的一大难处，更是
教会的一大难题。为此，同工们制订出以下措施，盼望弟兄姊
妹积极配合。 

1. 呼籲弟兄姊妹继续保持共乘(Carpool)到教会的习惯(每车 3
人或 3 人以上)； 

2. 试行征召 30 位“远程停车志愿者”的办法，以便更好地利
用 Dominick's 提供的停车位并合理安排接送班车。请愿意
到远程停车场停车的个人/家庭，在主日聚会后到大厅的牌
子上登记姓名(每週可自行更改)。请这 30 辆车在主日早上
10 点零 5 分到 20 分之间抵达 Dominkck's，以便能准时参
加崇拜，教会有班车接送。 

3. 自 10 月 2 日起，教会停车场不允许任何违章停车。停车场
满员后，请自行将车停到 75 街对面的  Meadow Glenn 
Community Park 停车场或 Shiva Ln.街边后步行到教会。 

4. 教会将成立一个专门的团队，负责监督管理主日早上的停
车，由徐恒弟兄负责，请愿意参与该团队服事的弟兄姊妹
向徐恒报名(630-548-5678)。 

 

排排球球赛赛    期期待待中中即即将将开开幕幕 

首届活水杯排球联赛赛程如下： 
 9 月 24 日上午 9:00-下午 1:00 —— 开幕式/A 组初赛 

A 组参赛队东区、东南区、北区、西北区、西南区 
 9 月 24 日下午 1:30-5:30 —— B 组初赛 

B 组参赛队 ECHO、西区、YOUTH、南区 
 10 月 1 日上午 9:00-下午 1:00 ——决赛/闭幕式 

由于场地限制及安全考量，只有各场参赛队队员及所属拉
拉队可以在体育馆舞台上的指定区域观看比赛，其他队员及拉
拉队可在英文礼拜堂收看比赛实况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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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为彼得前书之一(请先将全书读两遍)。 

9/18 週日     彼得前书 1-2 

9/19 週一     彼得前书 3-5 

9/20 週二     彼得前书 1 

9/21 週三     彼得前书 2 

9/22 週四     彼得前书 3 

9/23 週五     彼得前书 4 

9/24 週六     彼得前书 5 

 

http://www.cccmiw.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