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损伤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

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马太福音1章21节 

在巴黎一个狂欢的夜晚，有五名醉酒的年轻人，闯迚奥塞美术
馆，幵在克劳德·莫内一幅价值连城的画作中留下 4 英寸的切痕。法
国文化部长克莉丝汀说，虽然可以恢复该画的原状，但她因这种犯罪
行为而深受困扰。  

一个新闻标题写着：「莫内的大作遭损。」损害，就是伤害或毁
坏、破坏、使之变形或削弱。这也可以用来描述罪对我们的影响。我
们都深知自己在愚昧与悖逆上帝的状态下做出的选择，会带来什么样
的后果。 

在我们越临近圣诞节时，就当记住耶稣为何降临世上。上帝的独
生子来到世间，不是为了创造一个让人想家、以家庭为中心，或是促
迚商业活动的节日。正如天使对约瑟所说：「（马利亚）将要生一个
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马太福音 1 章 21 节）。 

圣诞节的起源，是因为上帝想要给这个被罪破坏的世界一个礼
物。「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里，乃是永生」（罗马书 6 章 23 节）。 

人是上帝创造的杰作，却因为背离造物主而沦落败坏，只有我们
把心重新交还给基督，我们才能恢复应有的样式。 

祂以婴孩样式来到世间，这个世界乃是为祂而造； 
祂来为顺服父上帝旨意，为救赎我们死在髑髅地。 

耶稣来，为要修复我们被罪损伤的生命。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08 年 12 月 10 日～ 

 

 信息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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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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荣 赵匀婷 胡捷等 吴剑翘 

吴  乐    吴传伟 

胡  英    戴瑞克 
周   彤 郑有珍 

西区 

东区 
南区 

下

週 
锺舜贵 锺舜贵 吴剑翘 杨乐蜜 胡捷等 张   伟 

吴  乐    吴传伟 

胡  英    戴瑞克 
田    军 罗世真 西区 

东区 
南区 

 

上週(12月 18 日)主日奉獻 
经常 $25,646.

66 建堂 $3,255.
00 爱心 $0.

00
 午餐 $1,094.

01
 

差传 $6,085.
00 神学生 $0.

00 夏令会 $0.
00
   

合计     $36,080.
67 

 

  * 奉献支票抬头LWEC      **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间入口两侧 
 

上
週
各
项
聚
会
人
数 

 

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间聚会 週五聚会 

中文堂 

651 

中文堂 50 祷告会(中) 62  摩西 26 仁爱 暂停 保罗 暂停 

ECHO(英)  ECHO 

120 

姊妹会 17 温柔 18 和平1 12 约瑟 暂停 

青/少年 高    中 週六聚会 约翰 
33 

和平2 暂停 喜乐 暂停 

儿童 162 初    中 祷告会(英) 暂停 节制 1 西南 1 暂停 良善 暂停 

  儿童(9:30) 14 东区 36 节制 2 暂停 恩慈 暂停 信实 18 

    恩典 17 东区 2 22 忍耐 28 IFG 暂停 

总人数 813     LBB 暂停 Youth  儿童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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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会 
（寒假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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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传(粤语/隔週) 郑达仁弟兄 

630-416-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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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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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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info@lwechurch.org


主后二○一一年十二月廿五日                                                                                                        LWEC  2011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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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荣弟兄 

讚美  ……………..普世欢腾……………................会         众     

                         我希奇的思想 
                        齐来崇拜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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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祝贺圣诞…................诗           班 

信息………………….圣婴圣名(太 1:18-25).…….华    欣牧师 

回应诗歌…………………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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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欣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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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诗歌词：                  祝贺圣诞 
齐来唱首快乐歌，耶稣在马槽躺卧。 

祝贺圣诞颂主恩，荣耀归真神！ 

牧人来到小马槽，天使在高处歌唱； 
祝贺圣诞颂主恩，荣耀归真神！ 

传好讯息到远方，神子耶稣今作王！ 
祝贺圣诞颂主恩，高声讚美神！ 

我众讚美达高天，感谢基督降人间！ 
祝贺圣诞颂主恩，荣耀归真神！ 

阿利路亚！乐韵永悠扬！ 
阿利路亚！生为救主君王！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吕景辉、覃小平、周红、Bill Clark 及今天来
的新朋友与我们一起敬拜主，一次欢迎，永进欢迎。会後有
简便午餐，欢迎留步享用。 

2. 本週一至週四(26-29)牧师们及周薇秘书外出休假或参加特
会。若有要事，请联络张惠俐主任。 

3. 本週三(28)祷告会暂停一次。 

4. 今天及下个主日(1/1)教会图书馆暂停开放，请需借还图书的
弟兄姐妹注意。 

5. 寒假期间(12/27 至 1/17)姊妹会暂停聚会，1 月 24 日恢复聚
会，请姊妹们注意。 

6. 由于食品物价的提高，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教会的午餐
费用将作调整。成人餐券每张$3，儿童餐券每张$1.5。谢谢
弟兄姊妹的理解。 

7. 请弟兄姊妹来教会时注意遵守停车规定，保持教堂环境整
洁，爱护和管理我们共同的家。也请家长提醒自己的孩子。 

8. 月刊编辑委员会征求同工，请有感动的弟兄姊妹与张雅颐姊
妹联络(630-983-5007)。 

9. 尚未领取 2012 年月曆的弟兄姊妹，请抓紧向秘书登记领
取，每家一份。 

10. 特别代祷： 

为 12 月 26 至 29 日在印地安纳丽行的基督徒大会祷告： 
求主保守同工，看顾筹备工作的最后阶段，使各个细节都

没有疏漏； 

求主保守讲员有充沛的灵力与体力，恩膏他们的口，使他
们传讲的信息大有能力； 

求主保守与会者的心怀意念，使信徒在大会中都得造就，
使慕道友都得救恩； 

④也求主赐下好天气，保守开车赴会者来回路途的平安。 
 
 

 

 
 
 
 
 
 
 
 
 
 
 
 
 
 

  敬拜时刻 

 
在我们教会的圣诞节庆祝会中，我看着诗班站立在会众

面前，指挥快速翻开谱架上的乐谱，优美音乐响起，接着，
诗班唱出这首家喻户晓的诗歌「现在是敬拜时刻」。 

虽然我期待可以听到历久不衰的传统圣诞赞美诗，但我
仍因这首切合时宜的乐曲，露出了会心的一笑。在庆祝会的
几天前，我读到了路加福音里描述耶稣降生的部分，我注意
到第一个圣诞节，並没有我们时下流行的圣诞派对、礼物和
大餐，但是它却包含了敬拜。 

当天使向吃惊的牧羊人宣布耶稣的降生，天使们开始
「讚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上帝』」（路加福音
2 章 13-14 节）。牧羊人的反应是马上跑到伯利恒。在那
里，他们寻见卧在马槽里的新生王。之后，他们回到原野， 
「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 ...就归荣耀与上帝，讚美祂」
（20 节）。因为亲眼见到上帝的儿子，使牧羊人敬拜上帝。 

今天，思考一下你对耶稣降世的回应，在欢庆祂降生的
日子里，你的心里是否为祂留下空间，敬拜尊荣祂呢？ 

在主耶稣降生时刻，求天父赐敬拜之心； 
我看见主荣耀绚丽，照在被罪诅咒之地。 

 
救主耶稣降世上，天使天军同欢唱。 

 
灵命日粮 2011-12-25 

 

 

      每 日 读 经  

       本週 (12/25-12/31) —  约翰福音第 11 章到第 21 章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

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 

         路 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