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大神蹟 
「（祂）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以赛亚书6章7节 

英格兰佈道家李奥．雷芬西尔（1907-1994 年）曾说：「上帝今
日所行的最大神蹟，就是将不圣洁的人仍不洁的世界中选召出来，使
他成为圣洁，並将他放回到这个不圣洁的世界里，使他出淤泥而不
染。」当上帝选召以赛亚去向祂的子民宣告时，上帝在他身上成就的
事情正是如此。 

在犹大国史上算是成功的乌西雅王驾崩之后，以赛亚看见上帝的
異象。这位先知看见上帝才是这个宇宙真正的王，坐在高高的宝座
上。在異象中，以赛亚看见撒拉弗唱诗敬拜上帝，讚美祂的圣洁、崇
高与荣光。 

因着以赛亚见到的異象，让他认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何等不圣
洁与败坏。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以赛亚书 6 章 5 节）
因认知自己的罪，使他知道需要接受上帝洁净的恩典（7 节）。在得洁
净之后，上帝便指派以赛亚传达祂的信息（9 节）。祂将以赛亚差遣到
不圣洁的世界中，不只是要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还要告诉不圣洁的
人，上帝是何等圣洁。 

主要向我们显明祂自己，除了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本像、更深渴求
祂的恩典，更是让我们完全降服在祂之下，生活和言行都讨祂喜悦。
这是何等大的神蹟！ 

祢向我身显明祢恩，直到众人寻求祢面； 
愿我生命纯全无瑕，免使灵魂因而绊跌。 

周遭罪恶愈黑暗，上帝恩光愈明亮。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0 年 12 月 16 日～ 

 

 信息摘要  

讲题: 各人任意行     经文:士 19:1-21:25         讲员:华欣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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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华    欣 邹发森 黄锡惠 徐敏慧 胡捷等 吴剑翘 

周益弘  张    慧    

吴传伟  戴瑞兊 
娄    颖 徐意蓉 西南区 东  区 

下

週 
锺舜贵 锺舜贵 蔡志伟 沙    崙 胡捷等 李燕凌 

周益弘  张    慧    

吴传伟  戴瑞兊 
娄    颖 郑有珍 西南区 东  区 

 

上週(2月 5日)主日奉獻 
经常 $20,758.

07 建堂 $545.
00 爱心 $100.

00
 午餐 $1,724.

00
 

差传 $3,140.
00 神学生 $0.

00 夏令会 $0.
00
   

合计     $26,267.
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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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中文堂 476 中文堂 117 祷告会(中) 54  摩西 34 仁爱 20 保罗 14 

ECHO(英) 
124 

   姊妹会 15 约翰 暂停 和平1 20 约瑟 18 

青/少年 高    中 11 週六聚会 温柔 12 和平2 11 喜乐 10 

儿童 147 初    中 14 祷告会(英) 11 节制 1 12 西南 1 13 良善 16 

  儿童(9:30) 11 东区1 28 节制 2 8 恩慈 10 信实 12 

    广传(粤语)  17 东区 2 8 忍耐 暂停 IFG 15 

总人数 747     LBB 9 Youth 91 AWANA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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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玉珠姊妹 
630-305-8360 西区 

恩慈 
陈卫国弟兄 

331-457-5162 

     摩西一 邱兊勤弟兄 
630-820-6538 忍耐 

朱家熙弟兄 
630-551-0524 

     摩西二 成东伟弟兄 
630-416-1542    

西南区 

仁爱 曹    强弟兄 
630-428-1189 

北区 

约翰 
缪洪宇弟兄 

630-983-6982 

和平一 陈大尧弟兄 
630-312-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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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良基弟兄 
630-904-8978 

节制二 
陈嘉康弟兄 

630-548-9360 

南区 
保罗 吴剑翘弟兄 

630-961-0911 

东南区 

喜乐 黄钢弟兄 
630-717-1466 

约瑟 胡    捷姊妹 
630-851-5188 

良善 刘遵平弟兄 
630-364-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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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立：二〇〇〇年十月八日       2012 年 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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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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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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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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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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年度主题 

    — 全然爱慕 更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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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锡惠弟兄 

讚美  ………………先圣之神……..................会         众     

                           奇異的爱 
                          我的颂讚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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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信心永存…................诗           班 

信息………………..各人任意行(士 19:1-21:25)....华    欣牧师 

回应诗歌………………一生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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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永存 
 

世代的神，聖手大能無比，創造穹蒼，鋪張美麗星體; 
日月星辰綻放燦爛光芒；敬向寶座獻呈感謝頌揚。 

真神慈愛，昔日引領看顧，自由樂土，生命歸主國度 ; 
求主率領、扶助、保護、引導，聖言為律，謹守遵行真道 。 

先賢之信存到萬代，無懼刀、火、牢獄、陷害 。 
聽聞先賢雲彩見證， 觸動心靈，踴躍、興奮 ! 
先賢之信聖潔、堅貞！我願持守，至死不渝。 

上主世代呼召，古今無間斷，感動忠心信徒興起應召喚; 
服從上主命令，聯結合為一，光明標竿在望，奔跑盡全力。 

生命充滿上主恩典、慈愛，榮耀歸神，讚美直到萬代。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陈湘兰、沈国寅、邹新霞、赵旭及今天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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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6 日将召开会员大会，对金约翰(YoHan Kim)牧師担任
教会英文牧师(著重 ECHO 事工) 迚行认可投票，2/19 为缺席
投票，若两次投票均无法参加，可於 2/12 领取委托投票
书。会员沟通会於今天崇拜结束后丽行。 

3. 春季成人主日学三月开课，本季课程及内容简介请参见夹
页。网上註册已经开始，不便上网的弟兄姊妹会后到大厅填
表。请弟兄姊妹踊跃报名，一同在真道上追求。 

4. 本週六(2/18)上午 9 时在英文礼拜堂丽行扩大同工会，请执
事、各区联络人、小组长、同工及弟兄姊妹踊跃参加。 

5. 教会将於近期制作 2012 年通讯彔，请大家在聚会后抓紧时
间到大厅核对您的家庭资料，以克遗漏或出错，多谢配合。 

6. 旧午餐券(绿色及红色)自上主日起停止使用。若您仌持有旧
午餐券，请在一楼大厅售券处换新餐券(白色及蓝色)並补缴
费用。成人券每张补缴$1，儿童券每张补缴$0.5。不便之处
敬请谅解。 

7. 2/19 中午 12:30 到 3:30 在 222 教室和 225 教室分别丽行儿童
主日学小学部和幼儿部“教师季会和新教材培训”。请老师
们准时参加。 

8. 请借阅教会图书馆资料逾期未还的弟兄姌妹们尽快归还，以
便大家分享借阅。每次借阅期为三周，可续借一次。 

9. 今天是最后一次在大厅发放 2011 年奉献收据，请大家配合
同工，会后抓紧领取，为教会节省邮资。 

10. TEE 有一训练课程，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在灵命、知识与装备
门徒上有完整的训练。有心服事者，欢迎报名参加。请洽慎
玫姊妹(630-882-5644) 

11. 二月份《活水》月刊今日发刊，欢迎会后取阅。 
12. 欢迎会后到大厅取阅二月份《号角》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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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合神心意的崇拜 
 
 
   三个关於「敬拜」的字，可以表明它的三种意思： 

1. 英文（Worship） — 是指父神配得我們的尊

崇，我們把祂當得的尊榮歸給祂。 

2. 希臘文（proskyneo），代表對父神完全降

服，表達崇敬。 

3. 希臘文（latreia），意思是工作與服事（參

羅十二 1）。 
 

○重 ○申  

     
1. 预备心 

2. 慎穿著 

3. 提早到 

4. 关手机 

5. 全投入 

6. 少走动 

7. 有回应 

 

 

 
 

      每 日 读 经  

本週 (2/12-2/18) —出埃及记 25 章 1 节到 40 章 38 节 

   

崇
拜
七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