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自由选择 
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上帝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但以理书6章10节 

当 2011 年赛季中最大的一场橄榄球赛，被安排在赎罪日丽行时，
德州大学的学生自治会立即向校方请愿，希望更改比赛日期。他们认
为这对犹太裔的学生很不公平，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是
观看德州大学与俄兊拉荷马大学之间的传统对抗赛，还是得遵守一年
中最重要的犹太教节日。但到最后，比赛的日期並没有改变。即便在
现今社会中，人们享有宗教自由，但对每一个持守信仰的人而言，仍
然必须做出困难的抉择。 

但以理所展现的，即是不计任何代价勇于遵从上帝的例子。当
时，他的政治对手为了扫除权力障碍，设下陷阱要除灭他（但以理书 6
章 1-9 节）。但以理並没有挑战王的命令，也不抱怨受了冤屈，「但
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
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上帝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10 节） 

但以理並不知道上帝是否会救他离开狮子坑，不过对他来说，这
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选择无论付出何种代价，他都要用生命来荣耀
上帝。像但以理一样，我们也能自由地选择跟随主。 

选择跟随救主， 拥有何等自由； 
 选择罪的道路， 终身必定被囚。 

选择跟随基督，永不会误入歧途。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1 年 10 月 8 日～ 

 

 信息摘要  

讲题:摩押挥泪        经文:路得记 1:6-22         讲员:华欣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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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华    欣 邹发森 吴剑翘 冯健雯 齐云等 李燕凌 

张慧     吴传伟 

周平     戴瑞兊 
田    军  徐意蓉 北区 西北区 

下

週 
郭振游 华家庆 蔡志伟 朱琇英 齐云等 袁恺民 

张慧     吴传伟 

周平     戴瑞兊 
田    军  郑有珍 北区 西北区 

 

上週(４月１日)主日奉獻 
经常 $22,362.

00 建堂 $8,025.
00 爱心 $500.

00
 午餐 $888.

50
 

差传 $6,075.
00 神学生 $0.

00 夏令会 $0.
00
   

合计     $37,850.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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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中文堂 128 祷告会(中) 63 受难日礼拜 390    

ECHO(英) 
112 

   姊妹会 暂停 ECHO/Youth 130    

青/少年 高    中 11 週六聚会 儿童 105    

儿童 134 初    中 13 祷告会(英) 暂停       

  儿童(9:30) 22 东区1 36       

           西北区 64       

总人数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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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玫亮姊妹 
630-355-7615 

西区 恩典 
(隔週) 

王恩洪弟兄 
630-978-7701  广传(粤语/隔週) 郑达仁弟兄 

630-416-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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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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发森弟兄 

讚美  ………………耶稣基督今复生............ 吴剑翘/会众     

                           拥戴我主为王 

   因祂活著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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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救主今复活.................诗           班 

信息…………………...摩押挥泪(路得记 1:6-22)...华 欣牧师 

回应诗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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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健雯姊妹 

献诗歌词：                救主今复活 
救主今复活！基督向死亡誇胜！ 

祂已敞开天门，祂永活在天上，今施恩救赎！ 
我们要歌颂天上大君王！阿利路亚！救主今复活！ 

喜乐的灵当甦醒，来看所成就大事。 
忧虑不安全消褪，荣耀光辉伴随。 
从死裡得释放，主得胜显荣光！ 

我们展开心灵翅膀，直飞向天上真光！ 
一片和平欢乐光景，使我身心舒畅！ 
今有喜乐在心间，去尽俗世愁烦。 
不再心怀疑虑，仇敌已被清除。 

上帝爱子，希望之主，如今已经得胜。 

救主今复活！主耶稣已经复活！ 
要以诚以灵敬拜，永远讚美歌颂祂！主今复活！基督已复活！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高原、李淑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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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今天将有杜梅、方晨、贺菁蕾、何秀芬、赫英博、
黄天慧、徐烈、薛文、郁璐、张滔、赵艳等 11 位弟兄姊妹
受洗归主，愿主赐福，保守他们日后在真道上的追求。受洗
礼拜 1:30 准时开始，欢迎弟兄姊妹留步观礼並给予祝福。 

3. 感谢主，今天计有程中贤/祁南、董志军/陈英、黄丼芬、李
维亮、刘炯/王曦茹、孙锺玲、王鑫鹏、王秀军/魏秀、吴蔚/
张坤、杨静伟/朱满香、余丼燕等 17 位弟兄姊妹正式成为教
会会员，欢迎他们一起配搭事奉主。 

4. 4/13 至 4/15 为教会春季佈道会「平衡喜乐的人生」，特邀
郭振游教授主讲。请弟兄姊妹为此聚会祷告，並努力邀约亲
友赴会。週五晚上的聚会 8 时开始，週六晚 7 时半开始，各
小组聚会暂停一次。今天中午「连锁禁食守望祷告週」开
始，12:15-1:00 在会议室有禁食祷告会，欢迎参加。 

5. 4 月 21(週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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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预
留时间。 

6. 4/9 至 4/11 教会全职牧者将参加中西部牧者退修会，职缺由
张惠俐主任暂代。 

7. 儿童主日学即日起开始练习母亲节儿童献唱节目，盼家长鼓
励和带领孩子准时出席每週主日聚会，请勿缺席。 

8. 教会“真理之光”事工近日推出新的查经材料—由尹道先弟
兄编写的《罗马书学习辅导材料》，现已在教会网站登出，
欢迎各小组使用。 

9. 4 月份《活水月刊》今日发刊， 4 月《号角月报》亦已送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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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是基督教信
仰的基石。“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

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林前十五 14）耶稣基督从死里复
活，以大能显出他是神的儿子，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 

我们可以用事实本身的证据、历史的考证、《圣经》的预言、
事件对后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来考察耶稣复活的证据。 

一、事件本身的证据  
1. 尸体不见了—（太二十八 11～15） 
2. 耶稣复活后的多次显现—福音书记载耶稣在复活后的四十天

内显现了十次，后来又在大光中向扫罗（即保罗）显现一
次，一共十一次。 

3. 门徒改变了—在四福音书中灵性迟钝的门徒们，因耶稣的受
难而陷绝望之中；但一翻开《使徒行传》，门徒们一扫怯
懦、颓废之气，充满了信心、勇气和爱心，拼死为耶稣基督
做见证。 

二、历史考证 
1. 当事人的见证—四福音书是当事人见证的最重要文献。 
2. 史学家的记载—史学家关于复活的记录不多，但已有的记载

却相当确凿。例如，著名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在《犹太古史》
中的记载。 

三、《圣经》预言的应验—耶稣降世为人，传讲天国道理、受死
和复活这一事件，是神预订的救赎计划。在《圣经》中，神
借着众先知多次晓喻人们。预言在耶稣身上的完全应验，是
耶稣按上帝的计划受死、复活的强有力证据。 

四、耶稣复活的历史印痕 
1. 纪念主日 
2. 圣餐和洗礼 
3. 十字架的荣耀 
4. 教会的兴起 

五、学者、专家的证词—今天，不仅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相信耶稣
的复活，其中包括各个领域的一批杰出的科学家、诺贝尔奖
金获得者。而且，不少著名的、严谨的史学家、法学家也完
全接受耶稣复活的史事。 

六、复活之事至今无法推翻 
摘自里程著作《游子吟》 第四章 

  

         每 日 读 经  

           本週 (4/8-4/14) —申命记 1 章到 11 章 

本 週 金 句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 

罪里。    -林前 1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