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有影响力的妇人 
「她观察家务，並不吃闲饭。」 

                                                                        箴言3  1章2  7节 

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早期，原本是修女的凯撒琳．波拉在 1525
年嫁给了马丁．路德。从各方面来看，这两位拥有快乐的婚姻生活。
马丁．路德说：「唯有在美好的婚姻里，我们才能体会最亲密的人际
兲系，或尝到分离的无比痛苦。」 

由于凯撒琳凌晨四点就起床，执行她的职责，开始管理家务事，
路德称她为「威登堡的晨星」。她勤于菜园与果园的事务，也管理家
庭事业和产业。当时，他们有六个孩子，因此凯撒琳认为家庭是人格
发展的学校。她兲怀这个家，充满活力地勤奋付出，这使她成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妇人。 

凯撒琳就像是箴言 31 章里所描述到的妇人。她的确是有才德的妻
子，「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15 节），並且
她「观察家务，並不吃闲饭」（27 节）。 

透过像凯撒琳这样的典范，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何谓爱、勤勉，以
及敬畏主，成为有影响力的妇人。 

主，谢谢祢让母亲与妻子影响着我们。 
 我们也要影响他人的生命，让他们认识祢。 

 我们知道需要祢圣灵的能力才能做到。 
 请充满我们並使用我们，这是我们的祈求。 

好母亲会言传身教。 
～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2 年 5 月 13 日～ 

 

 信息摘要  

讲题:母亲节致母亲与家庭  经文:林后 1:3-4    

讲员:Henry Kim 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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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5月 6日)主日奉獻 
经常 $14,620.

00 建堂 $735.
00 爱心 $0.

00
 午餐 $845.

25
 

差传 $1,990.
00 神学生 $0.

00 夏令会 $0.
00
   

合计     $18,390.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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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中文堂 471 中文堂 115 祷告会(中) 46 摩西 33 仁爱 26 保罗 19 

ECHO(英) 
121 

   姊妹会 32 约翰 7 和平1 暂停 约瑟 13 

青/少年 高    中 暂停 週六聚会 温柔 13 和平2 暂停 喜乐 18 

儿童 161 初    中 16 祷告会(英) 3 节制 1 16 西南 1 12 良善 10 

  儿童(9:30) 21 东区1 27 节制 2 暂停 恩慈 11 信实 22 

    广传 16 东区 2 14 忍耐 16 IFG 11 

总人数 753     LBB  Youth 64 AWANA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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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克勤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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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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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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630) 355 – 6737(Ext.6019) 

地       址：1256  Wehrli Rd. Naperville, IL 6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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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晨间十时卅分整 

序乐 .....................................................................沙    崙师母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 .....................................................................邹发森弟兄 

讚美  ………………如鹿切慕溪水................ 锺士仪/会众     

                           万福源头 

   奇異恩典/锁链即脱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牧祷 ............................................................................ 全守望牧师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Awesome God..................................学前幼童  
                        Dig Down Deep 

                      He is God………………................K-2 年级学童 
                        妈妈，天父的礼物 
                              El Shaddai(God Almighty)..………3-5 年级学童 
                        妈妈的手 

信息………母亲节致母亲与家庭(林后 1:3-4)...Henry Kim 牧师 
                                                                                             翻译：徐意蓉姊妹 

回应诗歌…………….我心灵得安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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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守望牧师 

殿乐………………..........................................沙    崙师母 
儿童献诗歌词大意：                 耶稣，我好友 
*Awesome God 可敬可畏的上帝 

我神真伟大，祂以智慧、权能和慈爱掌管七有，祂是可敬可畏的上帝。 
*Dig Down Deep 深藏的爱 

你的爱深藏，挖不到底；我对我错我唱我闹，你都爱我。 
你的爱长久，没有尽头；你这样爱我，我还要什么？ 

*He is God 祂是神 
祂是神，唯一真神，祂是王，七王之王，我要大声欢呼歌唱！ 

来看祂的作为，来看祂的能力，祂永活在你我里面！ 
*El Shaddai(God Almighty) 全能的上帝 

全能的上帝，至高的神，世世代代祢永不改变， 
我们要讚美高丽祢的名，全能的上帝！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週新来的刘峻/张福兰、刘颜、吕旭杰、王欣欣、王

之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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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ry Kim 牧师前来传讲主的话语，求主赐福他的家庭
与事奉。 

3. 今天是母亲节，祝福所有的母亲主恩满溢，平安喜乐。今日
聚会后教会同工为家庭提供摄影服务，欢迎弟兄姊妹阖家前
往摄影点(大厅东西两侧)拍摄“全家福”。 

4. 三一神学院神学生 Geoff Ng 已於 2012 年 2 月 1 日起在本教
会青年部实习，请弟兄姊妹为他代祷並鼓励支持。 

5. 夏季成人主日学网上註册已经开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不
便上网者请到大厅填表註册 (课程简介参见夹页) 。 

6. 福音营报名明天截止，请抓紧到大厅报名或洽杨延捷姊妹。
营会实际费用每人$128(含吃住)，参加的慕道友每人支付
$35，营会同工支付$80，其余由教会补贴。 

7. 为缓解停车位不足的状况，请弟兄姊妹儘量与他人共乘赴
会，或停在远程停车场，再搭班车赴会；在教会停车场需要
双排停车时，请驾驶者听从同工指挥，务必将车停在指定位
置(示意图贴於佈告栏)，並在崇拜后立刻前往挪动车辆，以
免挡住他人车辆；崇拜后需先离开者，请勿停双排停车区。 

8. 下个主日(5/20)下午 1 时在 224 教室召开区辅导及区联络人
季会，请各区辅导和联络人预留时间参加。 

9. 教会需要增加一位半职办公室助理，协助秘书完成相兲工
作。愿意申请或了解详情的弟兄姊妹，请上教会网站查看，
或寄邮件至 info@lwechurch.org，亦可联络阮炜华或周薇。 

10. 图书馆需要增加新同工，欢迎来教会超过一年，已经受洗並
固定出席主日聚会的弟兄姊妹踊跃报名，请联络慎玫姊妹。 

11. 愿意参与接送住 Downers Grove 两个公寓的长辈参加主日崇
拜的弟兄姊妹到大厅登记，或联络林植(630-983-0634)。 

12. 今天中午 12:30 在英文礼拜堂有儿童圣经趣味问答赛。欢迎
弟兄姊妹留步前往观看，给予鼓励与支持。 

13. 下主日(5/20)下午 12:30 在 222 教室召开小学部主日学老师
季会，请老师们预留时间出席。 

14. 五月份《活水》月刊今日出刊，欢迎大家会后到大厅取阅。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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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盖与眼泪-奥古斯丁的母亲 

 
 奥古斯丁十丂岁时，到迦太基学音乐、修辞、星象，在那里
受到情欲诱惑堕落了。这使他母亲悲痛七分，每天到教堂祈求，早
晚跪着为儿子祷告，不断地流泪，一心只求爱子归向正途。但奥古
斯丁不但不体会母亲的心，反而抱着嘲笑的态度，因为他认为自己
实在没有办法过清心寡慾的生活，甚至决定逃到罗马来摆脱母亲。  

妈妈的爱是天涯海角都逃不掉的！不论奥古斯丁如何叛逆，
母亲莫妮卡七里迢迢追到罗马，可奥古斯丁又已经先一步的前往米
兰了，莫妮卡只好再长途跋涉八百里路，才跟爱子见到了面。当奥
古斯丁看到母亲焕収的慈容，心中无限感动，心想：「我完全变
了，可是妈妈的爱一点也没变啊！」这使他有了一次深切的反省。  

有一天，奥古斯丁在花园裡散步时，突然听到隔壁有一群孩
子在唱歌，歌词说：「拿起来读吧﹗」正好他手上有一本书，一翻
开，视线落在圣经裡的一句话﹕「不可纵慾醉酒，不可邪淫放荡，
不可纷争嫉妒。但是，你们要以主耶稣基督装备自己；不要只顾满
足肉体的情慾！」（罗马书 13:13-14）蓦然间，奥古斯丁想起了为
他悲伤的母亲，収现自己以前是多麽不孝啊！他不禁泪水滂沱，狂
奔回去向母亲悔改！这是奥古斯丁的重生。 
  享年仅五十六岁的莫妮卡，在临终前对奥古斯丁说：「我儿，
我此生已毫无留恋之处，我的愿望都已满足。过去之所以暂留此
世，不过是希望你能成为基督徒。但上帝的恩典超越我所求，使你
竟能轻视人世的娱乐，成为上帝的僕人。我还求什麽呢？」   

莫妮卡交代后事时又说：「随便把我葬在哪裡都好！我只要
求一件事，就是以后不论在何方，你们在上帝台前要记念我。」 
奥古斯丁失去母亲时伤痛地哭喊：「喔！我的上帝，创造我们的上
帝，我失去了慈母，我的灵魂受了重创，似乎生命崩裂！」他还在
日记中写著：「啊！母亲，你赐给我双重生命，在肉体方面，你把
我生在这可爱的世界；在灵魂方面，你将我生在荣光的天国裡。」 

母亲深深印刻並雕塑著奥古斯丁的人生，因为她用膝盖与眼泪为
儿子祷告，千辛七苦寻回爱子，终于把奥古斯丁从魔鬼的手中抢回
来，成为上帝的僕人。                  本文选自基督网网文，有删节 
                                                            http://www.jidunet.cn/content/200805/051195022008.html 

                                                                                 
  

         每 日 读 经  

           本週 (5/13-5/19) —士师记 1 章到 9 章 

本 週 金 句  

艳丼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惟敬畏耶和华

的妇女必得称讚。                    -箴言 31:30 

文 
摘 


