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福音之日 
「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

不做声！」                  列王纪下7章9节 

我的澳洲朋友葛伦翰並非生来就瞎眼，而是在他九岁时遇到一场
罕见的意外而失明。但他从未怨天尤人，並且无论去到哪里，他总是
向人分享耶稣基督对他有多重要。他上一次旅行，是以物理治疗师的
身分去到泰国。在那里，他不只运用专业技能，也渴望分享基督的福
音。 

在列王纪下 7 章，那四个大痲疯病人也有好消息要宣扬。他们到
了叙利亚人的营区，发现那里空无一人。在他们自己吃饱喝足、拿取
财物后，想起了撒马利亚还有许多人挨饿、封闭在叙利亚人的围困
中。他们的反应是：「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
们竟不做声！」（9 节）所以，他们回去向以色列人报信，告诉他们
那里有丰富的粮食。 

尽管他们肢体上有残疾、在社会上处于劣势，葛伦翰和这些痲疯
病人都为别人着想。他们都对自己所找到的心存感恩，並且觉得不应
该独享这么美好的事物。 

你有没有认识哪些人，他们需要知道耶稣的作为呢？不要以你欠
缺能力当藉口。相反地，你该分享福音、分享耶稣为你成就的事，你
的生命就会有全新的意义。 

主助我们作救生索，拯救今日垂死世界； 
带给无助人们盼望，指明基督正是道路。 

对自己所有的心怀感恩，就会想和别人分享。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0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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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黄多赐 胡枋国 蔡志伟 朱琇英 胡捷等 李燕凌 

吴   乐  吴传伟 

周益弘 戴瑞克 
慎    玫 徐意蓉 西南区  东区 

下

週 
尹道先 汪贤浩 张    路 冯健雯 胡捷等 张    伟 

吴   乐  吴传伟 

周益弘 戴瑞克 
慎    玫 余子吉 西南区  东区 

 

上週(10月 2日)主日奉獻 
经常 $32,103.

06 建堂 $610.
00 爱心 $300.

00 午餐 $724.
00 

差传 $2,260.
00 神学生 $0.

00 夏令会 $0.
00   

合计     $35,997.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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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中文堂 471 中文堂 144 祷告会(中) 54  摩西 43 仁爱 27 保罗 

41 ECHO(英) 
177 

   姊妹会 39 喜乐 10 和平1 16 约瑟 

青/少年 高    中 22 週六聚会 温柔 15 和平2 8 约翰 

儿童 159 初    中 19 祷告会(英) 5 节制 1 14 西南 1 12 良善 18 

  儿童(9:30) 17 东区1 29 节制 2 12 恩慈 17 信实 16 

    粤语 17 东区 2 20 忍耐 26 IFG 10 

总人数 807     LBB 9 高/初中 94 AWANA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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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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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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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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晨间十时卅分整 

序乐 .....................................................................朱琇英姊妹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 .....................................................................蔡志伟弟兄 

讚美  ……………..主我高丽祢的名………….....会         众     

                         主我敬拜祢 
                        走出去/差我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牧祷 ............................................................................ 黄多赐牧师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不再是我...…..….......诗           班 

信息…………千万同胞在等待(罗 10:1-4,13-17)... 黄多赐牧师 

回应诗歌……………….主的恩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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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多赐牧师 

殿乐………………..........................................朱琇英姊妹 

献诗歌词：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如今不再是我 
乃是耶穌基督在我裡面而活 

祂是愛我 為我捨己 
祂是愛我  甘願為我捨己 

祂是愛我 為我捨己 
祂是愛我  十架為我捨己 
不再是我 如今不再是我 
乃是耶穌基督在我裡面而活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安维丹、李靓靓、李永华/孙亚芹、刘洪、
徐晶婧、张心颖、St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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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差传年会将於 10 月 28 日至 10 月 30 日丽行，由苏武
牧师主领，主题是“给他们吃”。请弟兄姊妹预留时间全程
参加，並为此聚会祷告。 

3. 本週六(10/15)晚 7 时在体育馆丽办欢迎新朋友晚会，诚请最
近 6 个月内新来教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阖家前来参加。 

4. 以诺团契本週六(10/15)上午 10 时在 B11AB 教室聚会，内容
是见证分享，联谊聚餐。请长辈们踊跃参加並广邀新朋友。 

5. 请弟兄姊妹勿任意在墙上张贴各类海报，避免因不慎造成墙
壁油漆剥落。若有需要，请先知会秘书，谢谢合作。 

6. “万圣节”有许多不合乎圣经的习俗，请弟兄姊妹谨慎分
辨，並趁机教导子女正确观念(请参见右页)。 

7. 十月份“活水月刊”今日出刊，欢迎弟兄姊妹到大厅取阅。 
8. 欢迎取阅十月份号角月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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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守仁牧师授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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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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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壹书(请一连读几遍)。 

10/9 週日     约翰壹书 1-5 

10/10 週一     约翰壹书 1 

10/11 週二     约翰壹书 2 

10/12 週三     约翰壹书 3 

10/13 週四     约翰壹书 4 

10/14 週五     约翰壹书 5 

10/15 週六     约翰壹书 1-5 
 

 

基督徒面对万圣(鬼)节 Halloween 的态度 

 
 在万圣(鬼)节来临的此刻，我们愿意以基督徒的角度，和

大家分享有关这个节日的缘起、意义，以及它与圣经的关係。
相信在了解之后，我们可以对其有正确的立场。  

 
万圣(鬼)节的习俗  

美国现行的万圣(鬼)节习俗，可以溯源于两千多年以前的
朱伊德人(Druids)，他们是当时居住在英国、爱尔兰、法国、德
国等地塞尔特人 (Celts)的教士和教师。这群尚未认识基督的
人，在 Halloween 这天敬拜他们的假神散韩(Samhain) — 塞尔
特人的死神。  

朱伊德人相信，在万圣(鬼)节当天，散韩允许巫师漫游大
地，并且让魔鬼魂灵重回人世，看望他们的家人。活着的人要
准备美食款待(Treat)他们，否则就会被戏弄(Trick)，甚至惨遭
不幸。塞尔特人因对邪灵心存畏惧，就以面具戏服来装扮自
己，使邪灵误认他们为同类，而不予加害。他们在户外燃起烽
火，希望能够驱离邪灵。还要焚烧动物、农作物、甚至以人为
祭物，之后再以焚烧的残余，占卜明年的运道。  

基督教发展后，罗马天主教教会在十一月一日的众圣徒节
(All Saint’s Day)之外，又订定十月卅一日来记念没有个人专属
记念日的圣徒们。部分教会历史学家相信，选择众圣徒节前一
日的理由，是要对抗庆祝死亡的異教徒的影响。虽然，起初它
纯粹是天主教的节日，后来却演变成为一个世俗的活动。  

如今，万圣(鬼)节是世上广为庆祝的节日，男女老幼借机
逗趣玩耍一番，但它并不是如外表那样的天真无邪，而是充份
地反映出古老的习俗与信仰。商店住家的陈设装饰，尽是些巫
婆、黑猫和鬼怪，即使笑脸迎人的南瓜灯，也不免涉及鬼怪：
在爱尔兰传说中有个杰克，因他生性吝啬，死后天堂是迚不去
的，又因为他戏弄过魔鬼，地狱也不敢去，注定要永进带着灯
笼在尘世飘荡，直到世界末日。 

在欧洲的一些地区，看手相和用纸牌算命，是万圣(鬼)节时
传统的重头戏。有人甚至请灵媒或占星术士，来确定前途免灾
无难。巫师们把 Halloween 当作是最庄严有力的一天。他们众
集在一起，来拜他们的主宰魔鬼。魔鬼的表记、号码六六六、
以黑猫黑狗为主的祭物，在全美随处可以见到。同时各种恶行
也层出不穷，在送给孩童的糖和苹果里，多次发现毒药和尖锐
伤害人的物品。 
 
基督徒怎样面对万圣(鬼)节 

       首先，我们不能否认灵界的存在，而且魔鬼仍然有计划地
影响和控制人类社会，如果硬要忽略这事实的话，只会中了撒
但的诡计。诚然，扮作小鬼不能算犯罪，给小孩子送糖也不算
交鬼，可是经上记著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
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林后六 17)“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
睦，並要追求圣洁。”(希十二 14) 
     所以基督徒的态度可以反映出他对主的心志。我们是否觉
得对魔鬼让步是无伤大雅的事呢？在本来是属于魔鬼的节日和
非基督徒一同欢乐，是否就能表现出爱心呢？况且，今天的庆
祝方法百害而无一利，放棄又有何可惜？ 
     （摘编自基督网等网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